
家庭教育法草案1月20日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
案提出，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
中，不得对未成年人有性别、身体
状况等歧视……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实施家庭教育
的责任主体。政府、学校、社会为家
庭教育提供支持，促进家庭教育。
必要时， 国家对家庭教育进行干
预。（详见本报1月21日A03版）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这所学校往往对人产生终生的影
响。那么在这所学校里，我们应该
如何进行教育孩子？ 显然不能凭
借家长的一己之好，譬如“棍棒出

孝子”之类，而应该有一个更为合
理、科学的方式与规则，这就涉及
到了家庭立法的问题。

这些年来， 有关家庭教育的
问题经常被媒体披露。 在参差不
齐的家庭教育中， 一些家庭的教
育存在着不小的问题， 最为常见
的是一些家长将孩子视为自己的
附属品，动辄对其施以暴力，或是
纵容、 利用未成年人从事违反法
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活动。 类似
家庭教育， 如果没有法律予以制
约和矫正， 那么对未成年人的成
长显然是巨大的伤害， 并会导致
他们走上歧途。 前两年曾有不少
人表示，“如今的父母也应该持证

上岗”，这个说法反映的其实就是
部分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巨大问题
以及潜藏其中的危害性。

《家庭教育法（草案）》经历了
四年多的酝酿， 终于提交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了， 这无疑是
一个可喜的进步。 这一消息迅速
引发社会关注， 大多数人为之叫
好，但也有一些人表示出担忧，认
为公权力的权柄伸到了家庭内
部，是否妥当？当然，这种担忧并
非全无道理， 也正是如此，《家庭
教育法》更应审慎施行，守住必要
的边界。

我们知道， 家庭教育的主体
是父母或监护人，政府、社区、学

校只能是支持和服务， 不能拥有直
接管理的权柄，所以，家庭教育主体
的权利就显得尤其重要， 保障其权
利也意味着保障家庭教育的基本自
由和方式、途径的选择权，而不必按
照政府、社区及学校的要求来进行，
后者更应起到的是一种指导和帮助
作用， 以促进每一个家庭更好地实
施更积极、正面的教育。我们看到，
提请审议的《家庭教育法（草案）》显
然将此考虑进去了，因此“政府、学
校、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促进
家庭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内涵，也体
现了立法的审慎。

在审慎的基础上进行立法，给
予家庭教育指导和约束， 从其根本

目的来说也是保障公共福祉的体
现。一些调查显示，在青少年社会问
题特别是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中，家
庭教育不当， 成为导致未成年人不
良行为乃至犯罪的重要诱因。 对于
类似家庭，指导、促进其纠正家庭教
育显然非常必要。 草案既明确了政
府、社区、学校在促进家庭教育方面
的责任和义务， 也明确了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的法定责任， 还规定了家
庭教育的干预制度， 以及各种情形
和主要措施， 从打造家庭教育社会
支持体系的层面来说， 这将对未成
年人的成长起到极大的保护作用，
为家庭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法治支
撑。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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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强化措施、完善制度，坚决制止涉企乱
收费，有序做好法定税费征缴工作，确保不增加企业
和群众不合理负担。

“毛泽东一生最安逸、
最浪漫的生活，应该就是在
这间小屋里度过的。” 中国
共产党长沙历史馆讲解员
肖茜对毛泽东的这段故事
如数家珍。

时间回到1921年。当年8
月， 参加完中共一大的毛泽
东、何叔衡回到长沙，把积极、
慎重地发展党组织，筹建中共
湖南支部放在首位。 他们从
创建党的早期组织开始，就
采取三步走的方式发展新党
员。第一步组织进步团体，第
二步把进步团体中的先进分
子发展为社会主义共青团
员， 第三步再从优秀团员中
吸收部分成熟的同志入党。

1921年10月， 中共湖南
支部建立， 毛泽东任支部书
记。支部初创时，毛泽东住在
湖南自修大学内， 这是一个
人来人往的公开活动场所，
对秘密工作很不便。“通过易
礼容的岳父介绍， 毛泽东租
下了这套小平房， 也就是现
在的旧址处， 这里房子后面
有小山，树木葱绿，前面是一
片很大的菜地， 还有两口相
连的池塘，宁静、安全，是从
事秘密工作的好地方。”肖茜
说， 这里也成为了当时的支
部机关。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强化措施完善制度坚决制止涉企乱收费，有序做好法定税费征缴工作

持续治理乱收费，社保费征收方式不变

期待家庭教育法成为未成年人的福音评
论

会议要求， 要做好法定
税费正常征缴工作， 不得自
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
缴， 不得因社保费征收职责
划转使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增加缴费负担。 今年所有
省份要保持社保费现行征收
方式不变。要深化“放管服”
改革， 优化社保缴费业务流
程，扩大“非接触式”服务范

围，7月底前实现企业缴社保费
基本能网上办理， 年底前实现
个人缴费基本能“掌上办理”。
创新措施，充分保障老年人、重
度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缴费顺畅
便捷。 加强社保费征收情况监
测分析，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强
化监督检查， 对违规行为依规
依纪严肃问责。

■据新华社

会议指出， 广大市场主
体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力量源泉， 直接关系亿万
群众利益。 要围绕支持和服
务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多出实招帮他们解难题，
减轻不合理负担， 更大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近年来，各地
区和有关部门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 大力清理规范
涉企收费， 中央设立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分
别减少70%和30%以上，各
地也取消了一大批收费项
目。 特别是去年出台的减税
降费、 阶段性减免社保缴费
等政策，对保住市场主体、稳
住经济基本盘发挥了关键作
用。

会议指出， 当前疫情和
经济形势复杂， 市场主体仍
面临不少困难，要标本兼治，
持续治理乱收费， 减轻企业
负担， 巩固经济稳定恢复的
基础。 一是在全国开展涉企
违规收费专项检查， 严肃查
处擅自设立收费项目、 提高
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乱
摊派等问题， 对企业反映强

烈、 社会影响恶劣的乱收费行
为予以曝光。 对行业协会商会
收费全面开展自查抽查。 二是
规范交通、税务、应急等领域执
法，科学制定裁量基准，对轻微
交通违法、 一般交通违法初犯
偶犯等更多采取警告方式，慎
用或不适用罚款， 在税务执法
领域研究推广“首违不罚”清单
制度。 落实和完善罚没管理制
度，罚没收入全部上缴国库，实
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三是继
续清理规范重点领域收费。新
设向企业收费的政府性基金必
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 到期基
金能取消的一律取消， 一时难
以取消的也要降低征收标准。
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管
理， 对收费标准明显偏高的要
采取降标措施， 取消体现一般
性管理职能的收费项目。 四是
加强海运口岸收费监管， 依法
查处报关、物流、仓储、货物装
卸等环节强制服务收费和明码
标价不规范等违规行为。 五是
加快修订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等方面法规， 及时修改或废
除不合理的行政处罚事项，从
制度上防止涉企乱收费。

全面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检查

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

中共湘区委员会：
青年毛泽东的“小家大国”

在长沙八一路高楼林立抱拥下， 有一片绿树成荫环境幽静的小
园林，那便是中共湘区委会员旧址，也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婚后相聚在
一起共同生活，并从事革命活动时间最长的地方———清水塘22号。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当年毛泽东笔
下的这汪清水，就是清水塘。清水塘畔，一栋平房矗立，
木板墙、镂空窗，几个房间布置简朴，陈设依旧。

据悉， 中共湘区委会员旧址于
1956年对外开放，2001年由中共中
央宣传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现为中国共产党长沙
历史馆的组成部分。历史馆有10位
讲解员，肖茜是其中之一。

“前来参观的人， 从幼儿园小朋
友到高龄长者。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
来自北京的老人家， 尽管身体不好，
需要人照料，但他听得很认真，还不
时与我互动， 情到深处眼里泛起泪
花。”肖茜说，她每天至少要接待两
批游客， 多时可达五批，“但每每看
到他们认真听的时候， 讲起来就特
别有精神。深入接触这些革命人物，
才明白生活在今天有多么幸福。”

开福区清水塘街道因旧址而得
名，被誉为“红色发祥地”。清水塘街
道工委副书记郑琛琛介绍，近年来，
街道以红色文化为引领， 积极建设
“有发展速度、有品质高度、有民生
温度、有文化厚度”的“四有”精品名
街， 经济社会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
势头，“红了党建，火了经济”。

清水塘街道以党建为引领，以
网格化工作为抓手， 积极推动社会
治理触角延至网格、小区和楼栋，着
重解决居民群众的难点、堵点、痛点
问题。目前，街道共划出30个网格，
将党员代表融入各个实体网格之
中， 实现了社会治理无缝隙的基层
治理新格局。 ■记者 李成辉

1922年5月， 中共湘区委员会
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成立，毛
泽东继续担任委员会书记， 区委机
关仍设于此。 杨开慧及母亲也从老
家板仓来此协助毛泽东从事秘密革
命活动， 杨开慧在这所房子里生下
了大儿子毛岸英。 她和母亲一边照
顾小孩， 一边做革命活动的后勤与
联络工作。

单层的二进三开间， 功能分
明。 房子左侧后房是毛泽东和其
他委员经常开会的地方， 前房是
接待经常来此秘密开会不便回去
的党员的用房。 所以这里既是中

共党史上最早的招待所， 也是毛
泽东结婚后和杨开慧组建的第一
个家并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地
方，彰显了共产党员毛泽东的“小
家大国”情怀。

在这里， 毛泽东领导了中共湘
区委员会开展的湘区工人运动、农
民运动和学生运动， 如著名的安源
煤矿工人大罢工、 粤汉铁路工人大
罢工、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等等，使湘
区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运动最活跃的
地区之一。党的“三大”工作报告中
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
得很好。”

一生中最安逸的时光
在这里度过

这里是中共党史上最早的招待所

一位北京来的长者，情到深处眼里泛起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