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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 （记者
侠克 王艳刚）北京市大兴区委副书记、
区长王有国在20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通报，1月19日0时至24时,北京市大兴
区新增本地确诊病例6例，目前已对天宫
院街道的融汇社区、天宫院社区、天宫院
中里社区、天宫院南里社区、天宫院西里
社区，共5个社区实施严格封控管理，涉
及2.4万余人，全部居家隔离，足不出户。

据介绍，目前对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
街道内除严格封控社区之外的其他社区，
实施封闭管理，凭有效出入证明进出，社
区居民非必要不外出，减少人员流动。区
域内所有公共场所全部关停，必要的民生
保障企业严格实行闭环管理，地铁、公交
甩开天宫院站点运行。

王有国介绍，大兴区所有校外培训机
构全部关停，中小学学生、幼儿园孩子一
律居家学习生活。此外，紧急启用17个
集中隔离点，对病例所在学校全体师生落

实集中隔离。截至1月20日9时，已对北
京教育学院附属大兴实验小学融汇校区
1977名教职员工、学生及家属落实集中
观察。

同时，对病例所在学校全体学生、教
职工等全部进行鼻咽拭子、口咽拭子、肛
拭子及血清检测，已完成1298人的采样
工作，采集样本5192份。对该学校及周
边2所教育机构的全体学生2087人、教
职员工217人（除集中隔离人员外），全部
落实居家观察措施。对位于天宫院等6
个街道办事处范围内的其他中小学、幼儿
园师生和家长开展核酸检测，目前已出结
果203090人，结果均为阴性。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 （记者
罗鑫）北京市大兴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20日发布的从严从快从紧抓
好疫情防控措施提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和症状排查，全区所有人员原则上禁止离
京，如需出京，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
则，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综合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记
者从20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了解到，会议审
议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提请
审议修订执业医师法的议案、审议了
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家庭教
育法草案的议案、审议了国务院关于
提请审议教育法修正草案的议案等。

拟修法进一步明确医师
权益和职责

记者从20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了解
到，会议对执业医师法进行修订，草案
进一步强化了医师保障机制，完善了
医师职责和义务。

近年来，时有发生的暴力伤医事
件不仅侵害了医务人员人身安全，也
严重损害了医患关系。草案新增的

“保障措施”一章明确规定，政府应当
维护医疗卫生机构良好的执业环境，
有效防范和依法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行
为；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为医务人员提
供职业安全和卫生防护用品，并完善
安全保卫措施，维护良好的医疗秩序，
及时主动化解医疗纠纷，保障医务人
员执业安全。

草案还吸收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经验做法。例如，草案规定，国家建
立适应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人
才培养和使用机制；遇有紧急情况以
及国防动员需求时，医师应当服从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的调遣；医师发现传

染病、突发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
事件时应及时报告；对在预防预警、救
死扶伤等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医师给予
表彰或者奖励。

谁来教父母成为合格父母？
家庭教育法草案明确了

20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的家庭教育法草案明确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家庭教育的
第一责任人，并规定了政府、村（居）民
委员会、学校、其他有关社会公共机构
等不同主体在促进家庭教育方面的责
任和义务。必要时，国家对家庭教育
进行干预。

草案明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有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权利
和义务。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

离异的，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
履行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但被人民
法院裁判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或
者被中止探望的除外。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正确
的家庭教育理念，自觉学习家庭教育
知识，特别是在孕期和未成年人进入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幼儿园、中小
学校等重要节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学
习，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
家庭教育的能力。

拟明确冒名顶替入学行为
法律责任

20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的教育法修正草案拟进一步明确
冒名顶替入学相关行为的法律责任。

修正草案对现行教育法第七十七

条进行了修改，提出在招收学生工作
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
门责令退回招收的人员；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同时，修正草案对上述法条
进行了完善，新增两款，分别规定冒名
顶替入学及与他人串通、允许他人冒
用本人姓名和入学资格顶替入学行为
的法律责任。

修正草案规定，通过提供虚假
材料、隐瞒事实真相等欺骗手段，冒
用他人姓名和入学资格顶替入学
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行政部门撤销入学资格并责令停止
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一年以上三
年以下；已取得学位证书、学历证书
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颁发机构
撤销相关证书；已经成为公职人员
的，依法给予开除处分；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修正草案规定，与他人串通、允许
他人冒用本人姓名和入学资格顶替入
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行政部门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
考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已经成为公职人员
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

家庭教育法草案等议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家庭教育不当 国家可进行干预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黄筱
帅才 董小红 毛一竹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
来，国内地下“代孕黑市”呈现畸形繁
荣，因代孕而产生的各种纠纷和风险
也与日俱增。

提供多种“套餐”服务
亲子鉴定“一条龙”报价70余万元

多次试管婴儿失败后，成都一对
40多岁的夫妻想到了找人代孕这条
路。42岁的秦帆说，他们找了一家广
州的代孕中介，报价90万元，去泰国
代孕。

虽然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医疗机构
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
术，但近年来，代孕地下产业链却日趋
活跃，规模不断扩大，并将隐秘的触角
延伸到普通人身上。记者调查发现，
在不少妇产科医院的厕所门板上，“代
孕”“卖卵”“包生儿子”等小广告特别
多。

据知情人透露，代孕分为三种：一
是精子、卵子由需求方提供，体外受精
后进行胚胎移植，借用代孕妈妈的子
宫孕育；二是仅精子来自需求方，卵子
由供卵者提供，由代孕妈妈孕育；三是
仅卵子由需求方提供，用第三方的精
子进行体外受精后，由代孕妈妈孕
育。一些代孕中介也根据需求提供多
种“套餐”服务，明码标价。

记者以客户身份联系到湖南长沙
一家名为“添宝儿医疗”的客服小傅。
据她提供的价格表看，仅供卵或者供
精并提供移植手术的费用为11万元，

仅代孕的费用为35万元。涵盖供卵、
移植、代孕、亲子鉴定“一条龙”服务，
承诺两年抱到宝宝的“零风险”套餐是
73.8万元。

与其相关的竞品信息显示，有36
家企业提供类似服务，这些企业在广
东、北京、云南、四川等地，简介中大都
有“试管婴儿咨询服务”关键词，但几
乎均没有诊疗手术资质。记者走进成
都一家所谓的“生殖健康咨询”公司，
该公司表面上是给不孕不育患者提供
健康咨询和海外就医途径，实际上也
做代孕中介。

背后多重风险
存缺陷子女或被父母嫌弃

记者调查发现，大龄失独家庭、因
病失去自主孕产能力的人群是代孕核
心群体。

虽然目前我国明令禁止开展代孕
服务，但这并没有遏制住代孕行业野
蛮扩张的步伐。代孕转入地下，一些
人出高价走非法途径。非法代孕打破
了传统生育观念和生育秩序，带来一
系列医疗、法律、伦理等风险。

一是医疗风险。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内分泌科主任朱
依敏介绍，正规医院的取卵手术对环
境要求高，必须无菌、恒温。而大部分
地下代孕，往往寻找非正规诊所取卵，

存在消毒不彻底、器械重复使用、操作
不规范等问题，供卵者和代孕母亲有
可能遇到健康风险。

家在四川成都的韩女士（化名）
2017年通过中介介绍当了“代孕妈
妈”。韩女士说，植入胚胎手术是在一
家地下黑诊所进行的。但在孕育期的
第3个月，韩女士去医院进行检查时突
然发现感染了梅毒。客户因此反悔，要
求韩女士做流产手术。韩女士担心年
龄较大，做流产手术损害身体健康，自
己选择生下孩子。如今，这个孩子已经
3岁，但由于身份问题，一直无法登记
落户。

二是法律风险。近年来，因代孕
引发的法律纠纷多发，包括代孕合同
纠纷，由代孕引发的抚养权争议、继承
权争议等。

江苏乐士律师事务所律师蔡萍
说，婴儿不能作为交易商品，所以代孕
合同本身就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

“即使签订了代孕协议，当事人期望获
得的合同权益都不受法律保护。”

三是伦理风险。四川鼎立律师事
务所律师施杰认为，代孕对传统的道
德观和人伦观构成挑战，代孕妈妈和
代孕子女的尊严会受到践踏，女子成
了“生育机器”。一些代孕子女出生
后，一旦父母感情破裂，代孕子女的处
境会非常尴尬。一些代孕子女由于存

在生理、器质性缺陷，被认为是“残次
品”，遭父母嫌弃。

宜加快立法堵住漏洞
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打击

我国原卫生部2001年出台的《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
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
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对医疗机构实施
代孕技术的行为，卫生行政部门应给
予警告、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
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部门查处
了多起涉嫌从事代孕违法违规活动
的案件。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查处
的案件仅是“代孕黑市”的“冰山一
角”。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仅是部门规章，
层级过低，监管力度远远跟不上形势
需要。国家应就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问题制定专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一
方面加大对代孕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惩处力度，另一方面应区分对待非法
代孕行为和生育障碍患者渴望拥有
下一代的需求，依法合规发展人工授
精、胚胎移植等方面的辅助生殖技
术。

（据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代孕“黑市”畸形繁荣 纠纷与日俱增
——记者调查代孕地下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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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医师法修订草案

主要包括保障医师合法权益及待遇、完善医师的职责和义务、完善医
师考试注册管理制度、完善医师教育培训和考核制度以及完善法律责任

家庭教育法草案

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并
规定了政府、村（居）民委员会、学校、其他有关社会公共机构等不同主体
在促进家庭教育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教育法修正草案

新增两款，分别规定冒名顶替入学及与他人串通、允许他人冒用本人
姓名和入学资格顶替入学行为的法律责任

温馨港城用多彩课程照亮孩子童年

温馨之港 追梦之城

“每一个孩子都有丰富的心灵与
巨大的潜能，而教育的职责就是唤醒
孩子，并挖掘心灵深处的天赋、潜能
和力量。”学校校长聂强强调。

在合并建校之初，港城小学就让
孩子们来描述理想中的学校。“学校
应该是温馨的、快乐的，像城堡一
样”……孩子们畅所欲言，满脸兴
奋。有一个孩子感慨：“如果我们的
学校能像家一样温馨，那该多好啊！”

孩子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悄然
打动了聂强的心，学校不仅应该充满
温馨的因子，还应该是孩子们追逐梦
想的地方。基于此，学校形成了“温
馨之港，追梦之城”的愿景。

为了让六年小学教育为孩子奠
定良好基础，学校“软硬”兼施，为孩
子打造多彩校园生活。

一方面，学校以红、黄、绿、蓝四
个艳丽、清新、充满活力的颜色为基
调，构建了四色校园环境。坚持“人
人参与设计、人人参与布置、人人要

有作品”。孩子们与老师们共同进行
“童年七彩梦想”“广角镜”“书香雅
韵”环境创设，一幅幅精美的艺术品
形成了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学校在抓好校园多彩物态文化
的同时，设置多彩的社团课程、特色
课程以及主题课程培养和发展学生
特长，丰富学生的生活。

就这样，港城小学从兴趣出发回
归教育本真，根据儿童成长规律为生
命图色，为孩子营造了多彩校园生
态。

多彩课程 丰盈生命

走进港城小学，仿佛走进了一个
多彩乐园，处处洋溢着生机活力。

操场上，学生们手握跳绳，像燕
子般轻盈地翻飞跳跃，变换各式造
型，彰显出无限生机活力。

据了解，为了将跳绳特色发扬光
大，学校专门开发校本跳绳教材，安
排了每周一节跳绳课，每天大课间开
展多种多样的跳绳活动和绳类游戏，
每年4月举办跳绳节活动，周末还会
不定时地到步行街为市民做跳绳表
演。跳绳课程的开设，让孩子们跳出
了活力与健康，跳出了闪耀的全国冠

军选手，跳进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
舞会的大舞台。

陶泥功能室里，有的同学小心翼
翼地练泥，有的则全神贯注地拉胚，
认真创作的样子格外动人。

“陶泥是一门能很好地激发学生
想象力和创造力课程。”学校在合并
之初，坚持发扬“陶泥”特色，进行校
本课程。开发陶泥校本教材，开设每
周一节陶泥课，将美术课与陶泥课进
行整合，保证陶泥在课堂中得到落
实。举办5月陶泥节活动，让孩子们
人人参与、各个展示，陶泥教育让孩
子的思维得到训练、创新意识得到培
养，受到西南大学常务副校长、基础
教育界权威宋乃庆的关注和称赞。

港城小学还推出了30多个社团
的社团课程，周一到周四以班为单位
开展社团活动，周五下午将社团全部
开放，孩子们采用走班方式自由选择
自己喜欢的社团。此外，坚持每学月
一个主题活动课程，丰盈孩子生命。
例如3月读书节引导孩子们爱读书、
会读书、读好书，６月的艺术节主题
活动给孩子提供展示和历练的机会，
9月的班级文化节主题活动人人参与
布置、人人有作品……孩子们从中不
断收获成长。

特色发展 铸就品牌

正所谓特色兴校，品质立校。港
城小学走出了一条硕果累累的收获
之路。

学校的跳绳课程《多彩课程——
绳采飞扬》被命名为区校本精品课
程，“陶泥社团”命名为区示范社团，
学校先后获得重庆市体育特色学校、
重庆市足球特色学校、健康促进学
校、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等称号，多
次获得国家级、市级跳绳比赛团体一
等奖，学生多人次获得国家级、市、区
级奖励。

学校毕业的段中飞、余飞宇于
2017年央视春晚与张艺兴、井柏然同
台演出《健康动起来》，在春晚舞台上
为大家展示跳绳的魅力，传递“热爱
运动、健康生活”的生活态度。更多
孩子在这里增长了知识，提升了社会
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综合
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港城小学全体
人蓄势待发，致力于打造更有品质的
教育，实现更有特色的发展，让更多
孩子逐梦远航。

谭茭 胡忠英
图片由重庆市江北区港城小学提供

在这里，学生人手一根
小小跳绳，跳出了阳光活
力，跳进了春晚舞台，跳成
了全国冠军。

在这里，学生人人都会
玩“泥巴”，丰富了想象力，
提升了动手能力，涵养了综
合素养。

在这里，师生们一起享
受着温馨快乐的校园生活、
孕育着多彩的人生梦想。

这是江北区港城小学
师生幸福的样子。自合并
建校以来，港城小学确立了
“陶泥本色，多彩童年”的办
学理念，形成了“温馨之港，
追梦之城”的学校愿景，打
造了社团课程、主题课程、
跳绳、陶泥特色课程等丰富
课程，用心成就生命的多
彩。

重庆市江北区港城小学

多彩课堂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宣布中方对蓬佩奥等人实施制裁。

过去几年，美国一些反华政客出于一己
政治私利和对华偏见仇恨，罔顾中美两国人
民的利益，策划、推动实施了一系列疯狂的
行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了中国的
利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破
坏了中美关系。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决定
对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
要责任的28名人员实施制裁，包括特朗普
政府中的蓬佩奥、纳瓦罗、奥布莱恩、史达
伟、波廷杰、阿扎、克拉奇、克拉夫特以及博
尔顿、班农等。这些人及其家属被禁止入
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及其关联企
业、机构也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

中方对蓬佩奥等人实施制裁

5个社区实施封控管理 2.4万余人居家隔离

北京大兴：所有人原则上禁止离京

1 月 20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
山，拜登（前左）在美国第46任总统就职
典礼上宣誓。当日，美国当选总统、民主

党人拜登在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的就职典
礼上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拜登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