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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 未成年人保护热线今起开通
主要提供未成年人个案帮扶与转介、受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事件线索等相关服务

今天是儿童节，本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传来新
消息。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和市政务
局、市 12345 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合作建立了 12345
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热线，从今日起正式开通并投
入使用。热线主要提供未成年人保护政策法规咨
询、心理疏导和情绪抚慰、个案帮扶与转介、未成年
人生活困难求助受理、受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事件
线索等相关服务，将搭建起未成年人、社会各方与政
府及其职能部门、社会资源之间的新桥梁。

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共用 12345 号码
本市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号码是 12345，与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共用一个平台，方便广大市民群众识
记和使用，便于第一时间能够听取、回应和解决儿童
诉求，解决儿童问题诉求发现难、报告难、干预难、联
动难和监督难的问题。
热线实行综合化服务，将发挥热线集中受理、分
级介入、限时办理、统一回复、评价反馈的服务功能，
并以热线为纽带，构建“监测预防、强制报告、应急处
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五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

综合服务体系。同时，建立热线辅助支持系统，包括
专家咨询团队、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法律服务、心
理服务机构，逐步开发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 客户
端等，完善热线受理途径和形式，为全市儿童提供更
加有力、高效的维权和帮扶服务。
接到诉求后如何处置？据介绍，热线实行受理
事项分级处置机制。对热线受理的紧急类报警求
助、投诉和举报信息，转 110 报警平台、120 急救平台
受理处置。对热线受理的非紧急类的一般程度事项
和不涉及政府职责类事项，由接线员按照规范程序
直接答复办理；不能直接解答办理的，录入系统、派
单办理。派单办理工作按照“谁主责、谁办理”原则,
由市民政部门、相关市级部门和区级政府负责落实。

热线处置实行多部门工作联动
区别于对成年人诉讼处置机制，未成年人保护
热线实行个案介入处置支持机制。市民政部门统
一牵头建立由社会工作、法律服务、心理咨询、公共
安全等领域实务人员组成的介入处置专家团队和
工作机制，为各区和基层提供远程指导或直接介入

支持，为市、区两级民政部门有关个案跟进处置、数
据信息分析、课题研究、政策制度决策提供指导或
咨询服务。
在处置方式上，热线还实行多部门工作联动。
对未成年人保护热线移转公安部门 110 报警平台、
120 急救平台受理处置有关遗弃、性侵、虐待、家庭
暴力以及其他不法伤害类的紧急类事项，由区级民
政部门及相关专家团队，配合民警出现场或应其请
求跟进，提供应急处置、应急评估等专业支持或临时
庇护照料服务指导，并配合司法部门做好后续涉法
涉诉相关工作。
此外，热线受理、咨询办理、反馈、督办、回访、评
价等环节工作将统一纳入全市“接诉即办”考核体
系，以促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落地见效。
市委社会工委委员，市民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
人李红兵表示，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和心智特点，是典
型的弱势群体，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多、自我保护意
识和维权能力弱、对外发声能力弱，是社会中最柔软
的部分。目前，本市有 303.3 万名常住未成年人，其
中各类困境未成年人有超过 2 万名，家庭监护缺失、
无力监护或监护不当的情况时有发生，未成年人甚

“红领巾心向党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少先队入队仪式昨举办

鼓号响彻永定门 少年唱响
“接班人”
本报讯（记者 蒋若静）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
员。我在队旗下宣誓：
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
事业贡献力量! ”
“时刻准备着！”昨天上午，在东城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永定门城楼的南广场上，
来自
东城区的一年级学生们紧握着拳头，
面向少先队队旗
郑重宣誓正式成为光荣的少先队员。
鲜红的少先队队旗迎风飘扬，嘹亮的《我们是共
产主义接班人》响彻永定门广场。队旗下，少先队预
备队员们精神饱满，朝气蓬勃。在第 71 个国际儿童
节来临之际，
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少工委、中共
东城区委主办，中共东城区委宣传部、中共东城区委
教育工委、共青团东城区委承办的“红领巾心向党 争
做新时代好队员”——2021 年首都少先队员“六一”
入队仪式在永定门广场拉开帷幕。
90 余名少先队员组成的鼓号队敲打出铿锵有力
的节奏，
来自东城区 400 余名新老少先队员代表在此
集结，
用整齐的声音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少
先队队歌。仪式上，全体队员通过演唱国歌、新队员
现场宣誓、少先队员代表献词等环节，进一步推进少
先队组织和少先队员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坚定理
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让少年儿童过一个快乐而有
意义的节日。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率先开展爱婴医院建设

培养基层卫生保健人员 3000 余人

本市 0 至 6 岁儿童肥胖患病率下降超 10%
以儿童眼保健和预防儿童肥胖为重点，昨天上
午，本市举办“守护明眸 健体强身”——2021 年“六
一”国际儿童节主题宣传活动。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市
卫健委了解到，本市多措并举优化儿童健康服务，比
如，持续推进儿童眼保健服务，年度检查儿童达 110
余万人次，搭建起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转诊网络。
通过一系列干预，
“十三五”时期，本市 0-6 岁儿童肥
胖患病率下降 10%以上。

建立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转诊网络
据市卫健委介绍，本市持续推进儿童眼保健服
务。自 2009 年起，北京将 0-6 岁儿童免费健康体检
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
对全市儿童提供 0-6 岁
儿童健康服务。通过开展眼外观检查、儿童发育问题
预警征象和视力检查等，早期发现影响儿童视觉发育
眼病和高危因素。年度检查儿童达 110 余万人次。
对于视力低常儿童，本市将儿童视力低常患病情
况及视力不良矫治情况作为托幼机构儿童健康服务
重点内容，
通过建立 0-6 岁儿童视力健康档案及信息
共享识别视力低常儿童，
提供重点服务干预。

已有爱婴医院 111 家、爱婴社区 327 家

每年培养新生儿复苏人才 400 余人

在开展儿童肥胖干预方面，本市实行关口前移，
重视孕期营养保健。将营养评价、膳食和运动指导等
纳入孕期保健服务，在全市 100 余家医疗机构开展孕
妇营养筛查干预，预防控制孕期体重异常增加。提倡
母乳喂养，本市深入推进爱婴服务，将“促进母乳喂
养”内容纳入孕妇学校标准化课程，开展母乳喂养健
康宣教。在全国率先开展爱婴医院、爱婴社区和儿童
专科医院爱婴医院建设，现有爱婴医院 111 家、爱婴
社区 327 家。
值得一提的是，本市持续关注儿童肥胖，强化重
点监测干预。依托 0-6 岁儿童健康体检强化辅食添
加、合理膳食等健康宣教，对肥胖儿童开展重点监测
与个性化指导。
“十三五”时期，本市 0-6 岁儿童肥胖
患病率下降 10%以上。以儿童体格测量、生长发育评
价等为重点，北京已将儿童膳食管理、体格锻炼等列
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托幼机构卫生保健人才培养
重点内容，年度培养基层卫生保健人员 3000 余人,打
造强有力的专业队伍,强化儿童“吃动平衡”指导，提
升儿童健康水平。

为更好地保障儿童健康，本市遴选确定市级危重
新生儿救治中心 7 家，搭建市、区两级危重新生儿转
诊救治网络。指导制定新生儿转运地方标准，提升区
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与转运能力。开设全市新生儿复
苏和稳定营，
年度培养新生儿复苏人才 400 余人。
此外，本市积极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在国家新
生儿疾病筛查项目基础上，扩增先天性髋关节脱位、
先天性心脏病和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筛查，并在基因
层 面 开 展 新 生 儿 听 力 筛 查 ，打 造 新 生 儿 疾 病 筛 查
“6+1”新格局。全市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率、新
生儿耳聋基因筛查率达到 99%以上，听力筛查率达
98%以上，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和髋关节脱位筛查率
达 97%以上。
昨日的宣传活动现场，还发布并解读了《北京市
0-6 岁儿童眼保健核心知识十条》
《北京市 0-6 岁儿
童肥胖预防核心知识十条》，通过爱眼情景剧、趣味
运动操、发出“守护明眸 健体强身”倡议等，倡导儿童
家庭重视儿童视力和生长发育保护，共同促进儿童
健康。
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走进树美术馆

现场创作画作

圆桌小记者当上
“小艺术家”
本报讯（记者 刘洋）一个艺术家
是如何创作的？他是如何从这个世
界获取灵感？除了在纸上和画布上
绘 画 之 外 ，艺 术 家 还 可 以 如 何 创
作？5 月 30 日，北京青年报教育圆
桌(微信公众号:jiaoyuyuanzhuo)小记者们来到最
美美术馆之树美术馆与当地艺术家交流，并在艺术
家的指导下在帆布包上画兔子，创作属于自己的艺
术品。
5 月 30 日下午，小记者们来到位于通州区宋庄
镇的树美术馆。走进美术馆，小记者们就被充满艺
术氛围的美术馆所吸引，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接下
来，小记者们在美术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欣赏正在
展出的“第八届繁星计划青年当代艺术大展”，近距
离欣赏青年艺术家创作的富于想象力的艺术作品。
“第八届繁星计划青年当代艺术大展”作为树
美术馆推广青年艺术家的重要艺术项目，已经持续
举办 8 届。回望 8 届的历程，共计 7000 余位青年艺
术家报名参与，有近 500 余位青年才俊经过选拔最

绘画作品展示了在疫情前小兔子们佩戴口罩，以及
疫情后春暖花开大家纷纷摘掉口罩的题材。
值得一提的是，在参观结束后，小记者们还见
到了艺术家许峰。当天，树美术馆邀请到本次展览
的参展艺术家许峰与小记者们面对面，畅聊如何创
作当代艺术，他曾经使用过什么不同的材质进行艺
术新奇有趣的艺术创作。
在讲课结束后，他在现场教小记者们如何在帆
布包上创作一只兔子。小记者们纷纷当上“小艺术
家”，现场创作属于自己的艺术作品。活动结束后，
小记者们还在北京青年报记者指导下记录了这次
活动。
摄影/本报记者 黄亮
终加入历年的“繁星计划”中。据了解，本次青年艺
术家群展汇聚了 255 件优秀艺术作品，作品类型涉
及绘画、版画、雕塑、装置、影像等。
在现场，小记者们被艺术家许峰《重新呼吸》的
两幅绘画作品所吸引。以萌萌的兔子为主角，两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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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面临遗弃、性侵、虐待、暴力伤害和其他不法伤害
的高风险。而本次热线的开通，将拓宽未成年人及
其监护人反映诉求的渠道。

市未保委办公室调至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据悉，为更好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5 月 25 日，市政府批准同意调整北京
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未保委）。一是
调整市未保委组成及其办公室设置，由市政府分管
民政工作的副市长担任主任，市政府分管民政工作
和分管公安工作的副秘书长、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
民政局局长、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分别担任副主任，
成员单位 36 家。市未保委办公室由团市委调整至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二是调整市未保委及其办
公室职能，参照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职责设定，承担统筹协调全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督
促检查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政策落实等职责。三
是原市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保障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职能整体并入，不再保留。
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非遗传人亮绝活儿
京味画家谈传承

本报讯（记者 刘婧）印一张木版年画，
剪一张剪纸
作品，体验臭豆腐制作中的关键环节……昨日下午，
多位非遗传承人带着非遗技艺，走进北京市东城区东
四九条小学，为孩子们带来一个寓教于乐、充满传统
文化气息的儿童节。
活动一开场，国家级非遗口技项目代表传承人方
浩然的一段口技“百鸟朝凤”马上吸引了孩子们的注
意，接下来模仿的各种动物叫声更是让孩子们的欢笑
声不断。北京非遗传承人“天桥坛子周”周仁喜的耍
花坛绝活儿，让大家看得紧张又惊喜，现场数次响起
掌声。京味画家杨信带来了自己绘制的画作《王致和
非遗故事》：北京的胡同、街巷和发生在这个古老城市
中的故事。在场的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很多孩子
说，自己的家就在东四的胡同里，
“胡同里虽然都是老
房子，但是经过改造，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环境越
来越优美。
”
非遗进校园，
不能光是看和听，
动手环节也必不可
少，北京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张阔带领孩子们一起
印年画，北京泥彩塑第五代传承人张忠强为孩子们讲
解了兔儿爷的制作、着色技艺，
不少孩子跃跃欲试。一
张纸、一把剪刀，
国家级非遗剪纸项目传承人刘晓迪用
简单的工具，
就带领孩子们剪出各种美丽的图案。
大家还发现，北京老字号王致和也变得“年轻”，
卡通形象“王小和”也出现在了木版年画、泥彩塑和剪
纸作品中。在接下来的环节中，国家级非遗王致和腐
乳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将王致和腐乳磨豆、卤水点
豆腐、搓毛、红曲灌浆等制作过程一一向孩子们展示，
不少孩子还亲自参与其中，体验这种有着 300 多年历
史的食品的制作过程。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史家胡同小学办
主题画展庆建党百年
本报讯（记者 武文娟）为庆祝建党百年，日前，北
京史家胡同小学三年级 7 班同学们办起像素主题画
展，用一万块像素绘出《童心向党，礼赞百年》像素
画，表达爱党之情。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这幅《童心向党，礼赞
百年》像素画由一万块一平方厘米的像素组成，共分
为四大部分，分别是：
《开天辟地，红船启航》
《百折
不挠，星火燎原》
《科教兴国，富民强邦》
《砥砺前行，
不负韶华》。通过这 4 个部分的有机组合，像素画展
示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所走过的峥嵘岁月和光辉
历程。
三年级 7 班班主任邢超告诉北青报记者，全班同
学历时近一个月，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的关于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故事，并自发组成学习小组，到首
都博物馆参观“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党史展。在积累了必要的数学知识和大量的
党史素材后，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发挥想象，团队
协作，完成了党史像素画的创作。
同学们表示，用自己的双手一格一格地将像素
画填满，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每填满一格，他
们对于数学知识的掌握就增加一点，对于像素画背
后的党史故事的理解就加深一层，对未来的憧憬也
更多了一分。
邢超介绍，长期以来，史家胡同小学一直秉承
“和谐教育”的办学理念。此次活动利用数学课程中
面积的知识点及与像素画之间的关系，孩子们通过
设计像素画，可以更好地把党史教育和学科知识融
合起来，让孩子们在掌握数学知识点的同时，把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种子潜移默化地植根在孩子
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