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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点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

的家长感受到艺术教育的

重要性。家长想培养孩子

全面发展，就不单单只是

让孩子接受应试教育，更

多的是相互结合着学习。

艺术教育对孩子的成

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已是

不争的事实，广大家长对

艺术教育的热情投入，推

动了艺术教育的发展，但

绝大多数老师和家长让孩

子学习艺术真正的目的，

并不是让孩子将来走上艺

术的道路，而是通过艺术

教育的手段，使孩子们学

会欣赏与理解，陶冶情趣、

释放天性，变得更聪明、更

可爱。

笔者给各位家长说一

下让孩子参加艺术教育的

好处：

首先让孩子多接触艺

术方面的事物，增强审美

能力，让孩子提高艺术修

养，比如多增强对艺术作

品的欣赏时间和机会，让

孩子的童年多些艺术色

彩，为今后的成长道路多

一些艺术滋养的空间。

其次，培养孩子的艺

术感可以提高智慧和创造

力。艺术的世界是广泛

的，有底蕴的，可以提升孩

子对周围世界感悟力，丰

富想象力，提高孩子的审

美，使孩子情感充沛。很

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成

年人五官不是很漂亮，但很有灵性，气质很好，艺

术感可以让人变得聪明，可以丰富人的内涵。

再次，少儿艺术的学习，能使孩子性格变得更

开朗，能与陌生人更好地交流，培养孩子的社会活

动能力，达到孩子综合素质的提高。少儿艺术培

训的目的就是发掘孩子表演天赋，学习与人沟通

交往，增强适应社会能力。

为了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素质教育已

成为全社会共同认知的热点，很多家长与老师都

发现了素质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少儿艺术

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最好手段之一，从小培养孩子

多才多艺健全的人格是广大有识家长所希望的，

也是现在新时代新的一种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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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习惯将儿童自行车、滑板车、菜蓝等物品放置在公

共楼道，导致楼道混乱，影响通行与美观，并因此引起同楼层邻

居不满而产生纠纷。这一类纠纷在法律上属于相邻关系纠

纷。邻里之间，唇齿相依。《民法典》中设立的“相邻关系”条款，

为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指明了方向，为构建和谐的相邻关系加了

“保险栓”。一起来看看《民法典》中有关相邻关系的规定吧：

什么是相邻关系

答：相邻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毗邻的不动产的

所有人或使用人，依据法律规定在行使不动产的所有权或使用

权时，因相邻各方应当给予便利和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

关系。日常生活中，相邻关系是经常发生的，种类也有很多，比

如相邻土地的使用，用水排水，还有通风采光问题等等。这些

邻里邻居之间发生的矛盾和需要协调商量的事情也就是相邻

关系。其他常见的相邻关系有相邻土地使用关系；相邻防险、

排污关系；相邻用水、流水、截水、排水关系；相邻管线安设关

系；相邻光照、通风、音响、震动关系；相邻竹木归属关系；相邻

安全关系等。

应当以哪些原则正确处理解决相邻关系纠纷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动

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

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八十九条同时规定，法

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法规没

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

小区居民对于邻居侵犯相邻权的行为有哪些救济方式

答：可向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对任

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

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

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结语：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

事情确实需要邻居的帮助，与邻居打交道的次数往往比亲戚还

多，邻里关系和睦，互相帮助，生活能够得到许多便利。《民法

典》规定的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不仅是法院在对相邻关系纠

纷案件进行裁判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相邻各方处理相

邻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特别是其中的团结互助原则，强调在

处理相邻关系纠纷时，要坚持睦邻友善，互利共赢，相互替对方

着想，为相邻权利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便利，反对损人利

己。相邻各方发生纠纷时要保持忍让和克制，尽量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和化解矛盾。

（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婉）

《民法典》关于相邻关系的法律小知识

暑假期间，孩子在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我想玩手机。而大部分的家长都会回答孩子

“那就玩一会儿”。手机是把双刃剑，教孩子合理

利用手机，是我们要长期面对的课题。大多成年

人都无法抵制手机的诱惑，更何况是孩子。爱玩

是孩子的天性，我们希望孩子放下手机的同时，

也要考虑一下，孩子不玩手机的时候能玩什么？

我们来看看广大网友们的热议。

网友苗苗老师：“孩子玩手机，并不是因为手

机好玩得不得了。实际上比起手机，孩子更喜欢

和人一起玩。尤其是6岁之前的孩子，比起手机

上那些虚拟的、抽象的东西，他们更喜欢现实中

的互动。我们观察就会发现，两个孩子或者更多

孩子在一起，他们是不会想玩手机，而是玩各种

各样的游戏。”

网友丸子：“有的妈妈说，孩子不看电视不玩

手机就觉得无聊，不知道干什么好。在孩子玩手

机的问题上，有一个关键词叫做‘替代’。孩子总

是要玩的，有人一起玩就和人玩，没人就和玩具、

手机玩。当手机‘替代’了人和玩具，父母就会发

愁，觉得孩子玩手机太多了、上瘾了。就是这么

个道理。”

网友梦幻：“首先，需要我们做家长的自己减

少看电子产品的时间，言传身教很重要；其次需

要我们家长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陪伴孩子玩跟

学，说起来简单，实践起来难。”

网友蜜先生：“我们基本不给儿子玩手机，我

儿子6岁也没玩过什么正儿八经的手机游戏（益

智类不算），会玩游戏，玩得好，一点也不重要。

我们经常跟儿子玩强手棋，这可比任何一个手机

游戏有意思得多！各位家长们，放下手里的手

机，跟孩子一起玩吧。”

智慧的父母，是最会带着孩子玩的父母。带

孩子散步、旅行、博览群书，孩子会在自然中观察

虫居、鸟鸣、草露，感知山、海、云、雾之美，在书中

拓展眼界和胸怀。从小被自然灌溉，被人文浸

润，被书香熏染的孩子，兴趣自在天外，心中自有

大世界，自然不会沉溺于手机等电子产品中。

（本报记者王忆遥整理）

孩子爱玩手机 家长怎么拆招

近日，松原市中医院组织开展了新冠病毒核酸样本采集技术与个

人防护知识再培训，同时对所有参训人员进行了现场考核，针对考核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指导点评。再次提高了全院护理人员新冠病毒核

酸样本采集、转运及个人防护等相关专业知识，为强化重点人群筛查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近期，该院已经通过组织医院疫苗接种研判专家组对新冠肺炎疫

苗接种研判进行再次培训、对全体保洁人员再次开展院感知识培训，强

化保洁人员对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院感工作的认识等方面工作，不断

提升疫情防控能力，巩固疫情防控成果，为保障群众健康奠定扎实基

础。 （通讯员杨旭 张莹 本报记者张慧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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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白第一实验小学校联合长白县法院组织开展了“少年模拟法

庭”教育活动。本次模拟法庭以一起校内斗殴寻衅滋事案件为例，分别由

13名学生进行法庭法官、书记员、法警、公诉员、被告人、辩护人等角色扮

演，小演员们身着制服，现场模拟法庭审理的全过程。严肃紧张的庭审场

面让小观众们看得专心致志。

长白第一实验小学校今年以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全面落实“六五”普法规划,积极探索学校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

有效防止青少年受社会不良思想、现象的侵蚀，增强青少年自我保护的意

识和能力。通过本次“少年模拟法庭”教育活动，让学生们了解了有关法

律的诉讼及相关的诉讼程序问题，亲身感受案件审判，对法律有了更深一

步的认识，增强了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青少年学法、知

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意识。

（通讯员刘智妍 裴赫南 本报记者张慧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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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是一种很好的减压方式，不但有助于孩子的生

长发育，还能加强与孩子之间的交流。运动虽好，但孩

子们活泼易冲动、自我保护及安全防范意识不足，是运

动伤害发生的高危人群，运动的同时，一系列的安全问

题也就随之而来。到底该如何为孩子选择安全的体育

项目，今天我们就当下几个比较热门的运动项目，来探

讨一下如何避免危险，让孩子们快乐安全地进行体育运

动。

轮轮 滑滑 首先应学会“摔”

轮滑，因为娱乐性强，一直被孩子们所喜爱。但网上

不断有关于孩子学轮滑受伤的报道，让家长们望而却步。

近期，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个小学生学轮滑时摔了一

跤，就高位截瘫了。刚开始还觉得是骇人听闻，觉得不太

可能，但查阅完资料后才发现，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真

有可能的。

怎么避免危险，科学学习轮滑？经走访了解，在正规

的轮滑班中，轮滑第一课不是学习怎么滑出去，也不是学

怎么保持平衡，而是学习怎么安全摔倒。初学轮滑的孩

子，在摔倒时会本能向后仰，这样可能会摔到后脑。如果

孩子直接坐地上了，万一摔到尾骨甚至腰椎骨也会造成严

重伤害。所以轮滑中正确的摔倒姿势，是在护具齐全的情

况下，向前跪趴倒下。切记一定要戴全套护具，并学习安

全的摔倒方式。全套护具应该包括头盔、护肘、护手、护膝

和护臀，尤其是护臀，经常被大家忽视。轮滑的护臀，其实

就是给孩子的后半扇小屁股罩上一层硬海绵。初学的孩

子最好还是戴上。总之要牢记，轮滑要安全，摔倒姿势很

重要。

舞 蹈 切忌拔苗助长

女孩子要优雅，要气质好，秉承这种想法，很多家有

女宝的父母都把孩子送到了舞蹈班。但是要让孩子安全

地学舞蹈，需要家长多花点心思。今天重点说的是“下

腰”。不是说小孩子的柔韧性特别好吗？怎么一个下腰

动作，竟然会导致孩子瘫痪呢？但是我们都小看孩子脊

柱和脊髓的脆弱性了。脊柱是从颈部到尾椎的一长串骨

头，它具有一定的柔韧性，能够在前后左右一定范围内弯

曲。所以，咱们才能做出弯腰、后仰等许多动作。跟大人

相比，小孩子的脊柱柔韧性更强。不过，柔韧性太好，也

不全是好事儿——正是因为脊柱的柔韧性太好，所以小

孩子的椎体活动度很大，活动度大意味着如果有外力施

加在孩子的脊椎上，椎体很容易发生位移，脊柱的椎管内

有脊髓，那些因为下腰而瘫痪的孩子，无一例外都是因为

“脊髓受损”。

一个简单的“下腰”动作，是如何引发截瘫的呢？原因

在于神经压迫。在下腰时，孩子的脊椎需要向后弯曲，并

保持住不动。实际上，这个动作已经超越了正常人的活动

范围，具备一定的难度和危险。练习下腰时，切忌乱动。

可是，孩子一般都比较活泼好动，易分神。比如说下腰的

时候，若是旁边出现一些声音，孩子们可能就会扭头看一

下，而这个轻微的动作就会造成脊椎侧弯15度，进而可能

引发脊椎损伤。

查阅北京舞蹈学院的考级信息，发现五级（8岁以上）

的考级内容中，才会出现简易版的下腰动作。相比标准的

下腰动作，北舞舞蹈考级第五级的这个动作简单多了。孩

子的腰不用弯太大，腿不用打直，脊柱承受的压力要小得

多，因此，也安全很多。神经外科医生的权威建议也好，北

京舞蹈学院的考级标准也罢，都说明孩子8岁前是不适合

练习下腰的。

竞 技 减少冲击为重

和轮滑一样，踢足球时，首先学的也是如何摔倒。正

规教练会教孩子摔倒时，怎样着地和翻滚才能减小冲击和

受伤的可能，所以如果孩子在开始学习足球时，一定要让

孩子多练习摔倒技巧，形成一种习惯，真正在球场上就会

避免出现很严重的摔伤。同时，足球最常见的运动伤害是

胳膊。因为孩子们踢球时，腿部肌肉力量练习的比较强

壮，摔倒时手撑地，就很容易胳膊骨折、脱臼。其次是腿部

容易受伤，最严重的腿部伤是迎面骨（医学上叫腓骨）骨

折，所以孩子踢球时带上护腿板很有必要。孩子踢球时的

速度和力量不会太大，所以带上护腿板之后，就可以避免

迎面骨骨折的情况。

要特别注意的是，除非孩子学球时间很长且要走专业

足球的方向，否则孩子一般12岁之前不会练习头球。最

后一定要遵守教练说的规则，比如跟守门员抢球不可用

脚、如果看到对方头球也不可以用脚踢球，这不但是对对

方的保护，也是对自己的保护。

关于篮球，出乎大家的意料，篮球虽然有对抗性，但是

相对安全隐患较少。孩子在篮球运动中，最经常的是崴

脚。严重的崴脚一般是因为起跳落地时踩到别人的脚上，

这种崴脚伤害性极大，所以一般教练会告诫大家别人起跳

后，自己一定要撤脚。有身体接触的体育项目，家长也要

注意引导孩子，最重要的是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运运 动动 需身心共愉

体育运动会有产生意外的可能，但是不能因噎废食，

毕竟体育运动的初心，就是让身体更强壮更健康。因此，

需要增强孩子们的运动安全意识，首先，家长应该向孩子

强调在运动过程中一定要严格遵守“安全第一”的原则。

强调热身运动的重要性，运动前家长要引导和监督孩子进

行10分钟左右的热身准备运动，如慢跑或热身操，以舒展

筋骨，调动运动系统的兴奋性。良好的精神状态、合理的

穿着也非常重要。疲劳会增加运动伤害的风险，而衣服过

松或过紧、穿不恰当的鞋，都会因增加绊倒、跌倒发生率而

对孩子造成伤害。

最后要提醒各位家长，除了运动安全，还要注意关心

孩子的运动情绪，不要因孩子没有体育天赋或者运动能力

差就批评，运动的终极目标是让孩子在运动中体会到努

力、拼搏的体育精神和参与的乐趣，所以应对孩子的表现

多鼓励少批评，让孩子在运动中体会乐趣，身心愉悦。

儿童运动：安全第一
本报记者 王忆遥

现在家长对孩子的体育锻炼越来越重视。儿童体育安全的话题，也被更多人

所关注。这就需要家长对运动安全有正确的认识，对孩子进行运动安全教育，让孩

子知道如何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和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