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3 月，86 名学生营养餐中毒
贵州毕节市织金县八步镇小学生食用营养餐后出现

大批身体不适、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部分学生当天食用
早餐后出现呕吐、 肚痛等中毒症状，86 人送医院治疗。 当
时，八步镇纪委书记王子铭称，该早餐属于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营养餐主要包括牛奶和面包。 事发后，
有关部门已封存剩余早餐，并提取样品化验，营养餐停止
供应。

2012 年 11 月，五名留守儿童闷死在垃圾箱
贵州毕节市 5 名儿童被发现死于毕节一处垃圾箱内，

这些孩子躲进垃圾箱是为了避寒， 结果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而死。 这些孩子最大的 13 岁，最小的约 7 岁，多名村民称，
毕节官方对垃圾箱做了相应的措施，在箱体上写了“严禁人
畜入内”5 个大字。

事件后续：时隔三年，失去两个孩子的陶学元，妻子远
走他乡，他拒绝外出打工，常醉酒度日；陶进友的妻子在失
去孩子后病死；死亡两个孩子的陶学伍病死，妻子改嫁，家
里的房子已被村民租下来成了小卖部。

2013 年 12 月，交通事故致 5 名孩子死亡
12 月 13 日 16 时， 毕节市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农用车失控冲向人群，并侧翻到十
几米深沟。 事故造成 5 名小学生和儿童死亡，2 人受伤。 自
2012 年惨剧发生后， 当地政府对擦枪岩村启动危房改造工
程，并对出村道路水泥硬化，施工车辆频繁进出村庄，造成
另一悲剧。

2014 年 4 月，毕节教师强奸案至少 12 人受害
4月 21日 8时 40分， 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公安分局小

吉场派出所接到报案：小吉场镇南丰村发生一起强奸案。 民
警赶赴现场调查，并于当日将嫌疑人黎某抓获。 据受害女学
生家长统计，此案至少涉及 12 名女生，最小者仅 8 岁。 受害
女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家长常年在外打工。

2015 年 5 月，学前班多名幼女被猥亵
贵州毕节大方县瓢井镇中寨村小学学前班多名幼女被

猥亵，5 月 12 日，学生家长找到学校校长理论，但被告知需
要证据，否则自己承担后果。 次日，部分受害家长专程把孩
子送往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基本上都是阴
道口充血、处女膜撕裂和发炎”。 5 月 14 日，4 名受害儿童家
属前往瓢井镇派出所报案。

2015 年 6 月，4 名留守儿童自杀
2015 年 6 月 9 日晚，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

竹村 4 名留守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 被发现后送医经
抢救无效死亡。 最大的孩子现场留有遗书称，“谢谢你们的
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好，但是我该走了。 这件事情其实计
划了很久，今天是该走的时候了。 ”

6 月 11 日， 当地公安机关公布调查结果称，“4 名儿童
确系服农药中毒身亡。 4 名儿童中最大为 15 岁男孩，另外三
个均为女孩，最小的仅 5 岁。 ”

（闫冰/整理）

留守儿童悲剧：
不仅仅因为贫困
关心留守儿童心理 需建构社会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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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月 9 日， 贵州省毕节市七
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张启刚等 4
名儿童在家中服农药致死。 消息
传来， 在被刺痛内心的同时，人
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又是毕节？
为什么又是留守儿童？

2012 年 11 月，也是在毕节，
5 个男孩在冷雨夜躲进垃圾箱生
火取暖，结果因一氧化碳中毒死
亡。 他们同样是留守儿童。

“悲剧不能一再发生。 ”得知
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十分关切并做出重要批示，要求
有关部门对各地加强督促，把工
作做实、做细，强调临时救助制
度不能流于形式。

避免悲剧重演，需要找到悲
剧发生的原因。 贫困、 教育、心
理，究竟是什么出了问题，我们
是否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贫困有低保救助

民政部新闻发言人陈日发
12 日表示，获悉舆情后，民政部
高度重视，立即责成贵州省民政
厅组成工作组赴当地了解情况。
工作组通过实地调查、 走访群
众、 查阅低保救助档案等方式，
初步掌握了 4 名留守儿童及家
庭基本情况，贵州省民政厅已向
社会公布。

从公布的情况可以看到，张
启刚等 4 名儿童的父母从 2012
年第二季度起被纳入农村低保；
2014 年低保享受对象变更为张
方其、张启刚。2012 年，该户领取

低保金 1275 元，2013 年领取
1760 元，2014 年领取 2124 元 ,
2015 年 1—4 月领取 768 元 。
2013 年春节领取一次性生活补
助金 400 元，冬春救助粮 30 斤；
2014 年领取春节一次性生活补
助 300 元，冬春救助粮 30 斤。 经
统计，2012 年 4 月至今， 该户共
领取低保金等民政救助资金
6627 元。

该 户 银 行 存 折 余 额 为
3586.02 元 ， 其 中 低 保 金 为
786.02 元。

该户拥有砖混结构三层楼
房，约 200 平方米，于 2011 年修
建。 据当地村民介绍，该房屋建
筑成本在 10 万元以上， 修建时
获得政府农村危房改造资金 1
万元。

据村干部及当地村民反映，
该户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水
平。 很显然，贫困、社会无着至少
不是这起自杀事件的主因。

实际上，低保等社会救助措
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
贫困留守儿童的生活提供了基
本保障。

据民政部发布的 2014 年社
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14 年底，全国有农村低保对象
2943.6 万户、5207.2 万人。 2014
年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 2777
元/人/年， 比上年提高 343 元，
增长 14.1%； 全国农村低保月人
均补助水平 129 元，比上年增长
11.4%。

尽管水平不高，但对贫困问

题，我们已经开始进行系统性的
社会保障机制建设。

学习有义务教育

生活之外， 对留守儿童而
言，学习是另一个成长过程中的
主要活动，也是社会上大多数爱
心的出口———助学与扶贫几乎
是人们心中全部的公益慈善。 事
后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中也可
以从反面印证这一点。

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杨黔、教育局局长叶荣和田坎乡
茨竹村包村领导薛廷猛被停职
检查；七星关区田坎乡党委书记
聂宗献、乡长陈明福被免职。 毕
节市和七星关区已经成立联合
调查组， 对该事件进行深入调
查，待调查结束后，将视情节对
七星关区田坎乡分管教育的党
委委员、 政法委书记胡海峰，七
星关区田坎乡教管中心主任潘
峰，田坎小学校长曾兴玉，田坎
乡茨竹村党支部书记高华成，七
星关区驻田坎乡茨竹村同步小
康驻村工作组组长钱波，4 名死
亡儿童的结对帮扶教师杨小琴
做相应的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
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从区教育局到教师各级教
育部门均有人被处理。 但很明
显，就目前的证据来看，此次自
杀事件并不同于之前多次发生
的由于学校与学生、老师与学生
冲突导致的学生伤亡事件。

（下转 09 版）

编者按
毕节，一直以一种近乎悲惨的方式将

公众的目光汇聚在这里。 2012 年，5 名孩
童闷死垃圾箱后， 毕节市市委市政府表
态，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市、县（区）财
政每年拿出经费约 6000 万元用于保障留
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 但当地村民表示，
村里至今没有留守儿童档案，也没有相关
财政专项基金来关爱留守儿童。 时隔 3
年，另外 4 名留守儿童的离开，让人们又
想起来这些年毕节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留守儿童问题是近年来一个突出的
社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留守儿童
近 7000 万人， 包括城乡流动儿童和农村
留守儿童。 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
发展， 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
在广大农村也随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
成年人群体———农村留守儿童。

而一再报道发生在留守儿童、流动儿
童身上的悲剧，绝不仅仅是为了唤醒人们
的悲悯，而是为了尽快找到一种行之有效
的解决方式，家、政府、社会组织、公众，都
不再缺位。

关注，是为了警醒，为了改变。

毕节系列事件回顾：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