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0!"!#12*+++*,--

!34567589:;!"#$%#&!

<=>?
!!"#$%&'()*+,-.-/-

@ABC
!C"DEFG@AH*IJ*KHJ*.L

!"#$%&'()*+,
!"#$%&'()*+,-./0

1234567&89:;<=>?@!"
AB0C>?@#!$$$DEFBGHIJ
%$$KL;MNOPQRBSTUVB(
WX+&8BY8B8Z&[\W]1^
_7&8`a9:;
!"#$%&'()*+,-.(/012134
5678#9:2;<3=:3====

1>?@AbBcdefgBhijkB̀ lmn;
B>CDAcdefgBhijkBHopqHrsQt;
E>FG#ucefgBvwfxByz{;
;>HIJ>KL@?AbB|d}|~eB!]"#BH
hij;
:>@MJNOPQRST#$cd}cceBbB|d}|~e;

UVWXA329YB1;2 329YB1E1

!"#$%&

'(#$)&
Z>@?#Z%uc&|deBbB'
()*+,-.W/012;
[>@MJ#34BZ%uc&cc
eB56Qt;
\>I]^_`#34BZ%uc&
cceBH78l8ops9:;
<=9>=?Qt;'()*+
,@.W;
abcJdefghijklm
njopqrsjtuvwjZx
yz{|}~!"#@$%
WX#1EY=23Y1=1=&'(

1E9BE22YY=9)'(

!"#$ MNOPQRS
ABCD3E=FGHIJ*
KLzM+NcJJJNO|N~P

!TUVWXYQRSQTUVUWX
WYTZU[Q[ QVYVZSQ\]
^_ R̀aUQVTbYc RZVU
d>edefghNiXghE
u~cO}dJcu}NdNjdNuk4l
mTQnUnZYVUUc oj3NduU
pq(rQs[ QWZQRt[j\]
!Z[uvwxyz{|H}\
]^_~a!~~d3d~dN3~~dO
pq(r
!\]^^_"#$%&''(
)*+BE,ddO3|cu3dP
/c3|PNjOO-2pq(r
!Z[./0123w456^
_3d3dZNN7~89y1:3
o;<=rf>W>>E?@
3~~d3NJdd3ccP~pq(r

%&'(
-.
/0 !"##$$$%

!"#$ %&'(
)*+, -%-.
/012 3456
789: ;<=8

1 2
\ABC2gDEFBgEGH]pIB!qJ/KL2

MC2/NOKLPQRBCOSTPBUOVWXBYOZ
[\g2;!$!&Z'7&8]^()B;8)*()$$O&*)
$$;*_*$-+?B̀ ;8a*/!$!&Z'7&8O!$!!Z!
7!(82bc*,(d;eGr9fgr9hsr9ijefx
8?k>?Hlrmn*B&,!Ffgopn*;

qr\s
GHtHuvB=wzxy+$"%'-(('%(!$*;

$%*+,-./012k345

3415
o\]zNy{|B

}~!.>" !"""#-
?2$%O#""#-?2
$B&'H()*3+%
.,-;

qr\.
$%6789:;<=

k34565
$%&e>c?u@k345#

>/3c+0hJ1'2
345'6789:*;<B
:*=>?"@6789:*
/Ay; #"#!Z $7 !!8(
BBCDEF0hJ=.GH
2346789:*=>;<
0hJI>=.JKL8Me
j8NOPQR/=S+TU@
uv2VWCD#%&E#X#'
EYG2BZa[\GH;
$%&sAo?B}CJ#D4E

7815
\+]^@1/z_H}\]zNy{|B\]f`[

abcdeabU\!X\]Bf]^@1/z_H}\]g
-h-Bab1iTUjkz_H}\];abO]^@1
/z_H}\]~!.>"$#-?2$BabZ]^@1/
z_H}\]~!.>!$#-?2$BTUjkz_H}\
]~!.>#$#-?2$labZf\]1ma"abZ1
nX\]opqr;

qr\.
.F&GHWIk345

B9B1JEKB:L>stOPuvw_x.y?zU{|}~!BC\]
"#B{|\$}~;

Z>MeNOPQ4RNOSTUVWXWYPO%&&'())
***j+%j,-.j/0)12&)3d3N)~)NO)12&3N33Od~Pcu33~PN~OPJj%&45B6
7x.=O0ihJ89:;

[>MeNOT4RZ[\]RS^_T4R`abc
dTef>gg%

\>4Rhijkl>WXmnopqrefstuvw
RSxy@znvNO%

*>stNOT{|}~#3d3NZ~7338;3d3NZu738
!>qref#TU<u=G.>2?+/Ayl=S+@

A2BPCDXEPlKL?+MWFlzM+JJPcPddclzGH
I+c3~Pc3NJNJKKj/-4

$%"(#$%&)I]CJ#
B9B1JEKB:L

9:;<#%=>&&&?@ABCDE
FGHIJK1LMNOPQRS12

*+,-./01
'()*+,Tx-n4.j
fv/0!1'U23%4
)CD05r678j8v9
Ma:J;;<:=jxy>
?@iABCkDEFHG
!%4@#1::0>1=B0HI
JKLMN1:OPj!Q14
8HIJKHhaRSXT
NUsVWNT%
.4WX#9:2;<33E3E113
1EY:23Y11=3 XYZ6

! " # $
!"#$%&'()*+,

[\]44^o]4j_pO/j4_`abc
defgjhijkjlm44no44jpJq
ZrkGsFtu?jvwxyc(zi4]{
|}%N!QZ48HIJ~!k"HXTjU
sVWNT!"#/0)!1'H#3
23456778793:3 778793:;

3415
TUSLiMNOH}\

](ozNy{|eFKh9(
;<%P~!.>"?2$!
Q-%PO?2$$!#)#-B
<mR?I~xL8M*%8N
F\]gBmRmaqgST
DrU1<|;

qr\.
$%$%r6&'k345

<=>?
J;TuVvWX

C'821CUYZ;
[V\]j u\^92
_G~\^B!>ODB
<= JPcNJDEFB0
C uNJ~NDEFB̀ H
Bab=B\hcd2
efYZ;
UVc#('(
UVWX#1E222911===

!_`aghij^_~awk
!WlB>,~~d3J3NddNduOJ
pq(r;
!bcdTU@mn\]o3p
yq|@r@r4sKhrd
f>nWtBKhrE+~~d3
ddNddOBpq(r;
TU@mnH}\]
!_`auvwxXkz_6^
_y*!NlB>EO3~~d3J
3SQ3U?N|SJtBpq(r
!Z[yzz_H}\]^_;
8{|d9f>B~!E~~d3
J3ddd3uJO~uBqrpq^_;
!Z[./012}~J!`"
+6^_:3#[<=rd>
?@3~~d3JudNNJu3Npq(r
!Z[a$%@r&'8kV(
o;)^_TU@@r*+?
+,-.a,3d3dZd|73u
89y1/]'H0;8{|
f>B1W2y"k3,O3~~
d3ddSQ3JuN[V~4Bpq(r

)*+( !ef^^_TU@@r*+?
+,-.a,3d3dZd|7NO
89y1/]'H0;8{|
d>B1W2y"k3,O3~~
d3ddSQ3Juu4cPdBpq(r
!Z[a#Y5u6:3H7
^_\!NlBpq(r
!Z[8Lu.9w:H}\]
^_y*!WlBpq(r
!g))^_`v~;qk;e
<Oc3NdddddNc~uJBOc3Nddd
ddNc~uOBOc3NdddddNc~cdB
Oc3NdddddNc~c3Bpq(r

!Z[uv2$%=]R`>6
^_TU@@r*+?+,-
.a,3d3dZdO73N89y1
/]'H0;8{|f>B1W
2y"k3,O3~~d3ddSQ3bJ
d̀tPRBpq(r

!hij?@_/TU2H}\
]^_\!>E~~d3d|NdddNP
PuBpq(r
!klm^_TU#AB8H}
\]]C1y*By*3,d~
~d3NOddNdcBy*E,d33PJO
duBDEN~uuPNP-pq(r

,-./
@ A B C D

3;::7772

A13
责编/高凯 叶飞 审读/胡红亚 美编/严勇杰

今锐评 2021年3月25日 星期四 广告

三江热议

不合格父母“回炉再造”
筑牢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家庭防线
然玉

众所周知，“熊孩子”的背后往
往是“熊家长”，然而尴尬的是，很多
时候，我们既对“熊孩子”无能为力，
也对“熊家长”束手无策。在未成年
犯罪通常不诉不捕的大背景下，惩
戒办法不多、矫治手段不力的弊病
越发凸显，甚至引发了全社会的普
遍担忧与不满。为之求解破局，“监
护人强制亲职教育”无疑是一个值
得尝试的方向。以之倒逼父母担起
教养责任，藉此提升父母实际教育
能力，理论上说，这将大大有利于涉
罪未成年人的矫正。

所谓的“亲职教育”，可以从两
个方面理解。一者，就是“义务敦
促”。很多家庭内部，家长由于各种
原因长期对孩子疏于管教。监护人
未能履行基本的监护义务，子女处
于实质上的“失管”状态，自然容易
误入歧途。“亲职教育”就是要改变
这一现状，让失职失责的父母们履
行好法定的角色职能；而除此以外，

“亲职教育”也可视作是一次技能强
化。现实中，不少父母不是不想管，
而是不会管、管不了。此番有了专
业机构的“辅导”，情况有望大不一

样。
一直以来，

相 当 一 部 分 家
长，对孩子的管教往往在两个极端之
间跳转。孩子不闯祸，不管不问；孩
子闯祸了，拳脚相向。这种冷漠的、
暴力的、偏激化的家庭环境，注定是
极其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
的。必须看到，家庭作为一个内向
的、封闭的结构，本身是有其惯性和
路径依赖的，往往是缺乏自我修正、
文化进化能力。适当的外力引导，是
打破这种“稳态”的必要条件。而“强
制亲职教育”，就是实现问题家庭到
正常家庭的重构，这是避免涉罪未成
年人“重复犯罪”的治本之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制“亲职教
育”，就是对过往犯罪未成年人“一
放了之”乱局进行堵漏。“工读学校”

“社区矫正”“强制亲职教育”等制
度，彼此协作、环环相扣，构成了家
校社会三位一体共育共管共治的完
整链条。让“熊家长”变成“合格的
家长”，让“熊孩子”在一个健康的家
庭里“走上正路”。一切可以期许，
一切值得努力。

高端寝具、助眠神器……越
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在“睡个好
觉”上花钱。3月21日是世界睡
眠日，而据中国睡眠研究协会3
月18日发布的一份《2021运动
与睡眠白皮书》中显示，目前中
国有超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宁
波人，特别是年轻人，愿意在改
善睡眠上加大投入。

3月22日《宁波晚报》

步履匆匆，工作繁忙，无序
加班，灯红酒绿之下，人们睡眠
质量下降得越来越厉害了。不
少商家在“睡眠障碍”现象里看
到了商机，于是褪黑素、助眠精
油、助眠蒸汽眼罩等“睡眠神
器”，成了近年来走俏的助眠商
品。

但是，“睡眠神器”未必就能
换来“好梦一场”。由于“睡眠产
品”属于新生事物，加之缺少行
业标准，事实上不少都是“概念
炒作”“忽悠模式”。一些“睡眠
神器”不仅不能让人“酣然入
梦”，反而惊扰了“一帘幽梦”。

正如相关专家所指出的那
样：依赖保健品甚至药品肯定不
是助眠的首选。对于如何拥有
良好睡眠，建议首先尝试改变睡

眠习惯，学会判断睡眠问题出在
何处，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状
态。

在“好梦一场”的诉求之下，
要关注“睡眠障碍”。对于市民
而言，需要辩证的看“金钱追逐”
和“健康身体”的关系，多休息少
加班。还要养成良好习惯，告别

“抱着手机入眠”的坏习惯。对
于监管部门而言则需要严格审
批“睡眠产品”，不能让忽悠人的

“睡眠神器”大行其道，惊扰了市
民的“好梦一场”。而对于劳动
监察部门来说，则需要看到“睡
眠障碍”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治
理“无序加班”乱象，把科学的作
息时间还给劳动者。

年轻人的消费观中，有一
个 比 较 明 显 的 特 点 就 是 社 交
化，很多产品卖得好可能不仅
是因为功效作用，更多的时候
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在用”或
者“ 某 个 平 台 上 很 多 人 在 推
荐”。其实就是属于“冲动消
费”“跟风消费”，交了智商税也
就不足为奇了。

“香甜入梦”不能指望“睡眠
神器”，“好梦一场”别再让“睡眠
神器”忽悠了。“好梦一场”最终
需要科学地提高“睡眠质量”，而
不是依靠所谓的“睡眠神器”。

别让“睡眠神器”
惊扰了“一帘幽梦”
郭元鹏

街谈巷议亲情陪伴缺失、家庭监护缺位。
家长的不尽责，不仅给了坏人可乘之
机，也让不少孩子走上歧途，对这些不
称职的父母怎么办？浙江省杭州市萧
山区对这些失职父母强制“补课”，让
不合格父母“回炉再造”。据介绍，强
制亲职教育则是检察机关强制要求涉
罪未成年人或未成年被害人父母接受
专业教育的指导，是国家公权力强力
介入干预对孩子的家庭教育监护。

3月24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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