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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有行动 不旁观
如果你觉得留守儿童距离

自己太远， 想帮忙也鞭长莫及，
那么，这些组织可以为你搭建起
爱的桥梁。 全国各地关注农村儿
童的公益组织数不胜数，小编在
此推荐几家特别靠谱的。

从毕节事件可以看到，心
理关怀是留守儿童最为需要
的。 如果家长的确无法在家陪
伴孩子， 退而求其次的陪伴就
是与孩子保持相对固定的联
系。 广州映诺社区发展机构在
这方面有非常创新的方法，通
过社会组织与企业、 学校的三
方合作，在企业有“握手工人热
线”， 在学校则设驻点义工，同

时关注在工厂打工的父母和在
学校的孩子，并用一条“留守儿
童热线”将他们衔接起来。 暑期
则实施美丽的大脚计划和嘉年
华，将父母和孩子组织到一起，
在活动中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和
感情。 这样既帮到了孩子，也可
以让父母更安心地工作。 该项
目负责人认为， 这个项目从操
作上来讲并不复杂， 也可以向
更多的地方复制和推广。

驻校社工是很多公益组织
的选择方式，在普通学校、打工
子弟学校和农村学校都有分布。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
会的驻校社工，就是选派志愿者

长期驻扎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
关注离开父母生活的孩子们。

通过书信与农村地区儿童
沟通往来，达成志愿者与孩子间
的长期朋辈心灵交流。 这种“小
笔友”的形式也为很多公益组织
采用，如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
守儿童关爱中心、北京美新路公
益基金会的大朋友项目。 就像
《玛丽和马克思》 中两个维持 20
年书信往来的怪朋友，来自远方
的友谊，对孩子来说也是独特的
心灵慰藉。

还通过讲故事这种孩子喜
欢的形式， 给他们的生活增添
乐趣， 如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

中心的一千零一夜·农村住校
生睡前故事； 上学路上儿童心
灵关爱中心的由知名人士、志
愿者诵读故事录制的 MP3。 有
了故事的陪伴， 也许没有父母
的夜晚不再那么孤单， 漫长的
上学路也不再无聊。

对留守儿童进行教育、物质
方面帮扶的公益组织要更多一
些。 中国最著名的两个公益项
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
望工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
春蕾计划，都已经开始将关注的
目光移向留守儿童，春蕾计划发
起了“关爱留守儿童特别行动”，
希望工程开启了面向留守儿童

以及流动儿童的“希望社区”。
此外还有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的“鲁冰花”关爱留守儿童公
益计划，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
父母心公益基金，中国少年儿童
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关爱农村留
守儿童专项基金，壹基金给乡村
儿童的壹乐园、温暖包，中华儿
慈会的“童缘”少年儿童公益慈
善资助项目等。

关注儿童安全的，如中华社
会救助基金会的儿童安全·女童
保护、微博打拐项目，还有 5 月
份刚刚成立的中社社会工作发
展基金会儿童安全科技基金。

（王会贤）

“赤脚医生”曾被联合国誉
为卫生领域内的创新典范。 在
上世纪 60 至 80 年代， 这支半
农半医的队伍，极大地满足了
我国广袤农村地区农民的基
本保健和医疗需求。 于是，这
种在服务对象身边确定一个
人，经过一定培训，参照任务和
执行规范提供服务，及时、有效
地满足百姓需求的方式， 被专
家们放诸于儿童福利领域。

自 2010 年 5 月起，为探索
将儿童福利递送体系延伸到
乡村或社区，并建立有效的儿
童脆弱性监测系统，民政部社
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北京师范
大学公益研究院三方，共同开
展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
（2010—2015）”项目。项目在山
西、河南、四川、云南、新疆等 5
个省区的 12 个县中的 120 个
村进行试点，覆盖了艾滋病高
发及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 8 万
余名儿童。

黄晓燕是南开大学周恩来
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
会政策系副教授，拥有社会学
博士学位，也是“儿童福利主
任” 项目专家团队的领军人
物。 如何寻找一名合适的“儿
童福利主任”呢？ 黄晓燕介绍，
从现有的人员情况来看，这些
儿童福利主任均为村民，拥有
基础的识字、算术能力，既能
说当地语言又能说普通话，此
前从事过社区服务并热爱与
儿童打交道，经过笔试及面试
后应聘上岗。

选人不易， 但比寻找人选
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外行人”
的培训。 但与传统意义上各地
缺口极大的社工不同，他们所
接受的培训还称不上社工培
训， 也没有相应的资格证书。
黄晓燕也坦言，“这支队伍的
定位就是满足弱势儿童对于
养育和福利的最基本需求”，
对于社工服务层次的需求，比

如儿童心理介入、儿童发展辅
助等高级服务内容，的确不是
项目设计初衷，更不是这些没
有高等学历的儿童福利主任能
做到的。

但对于贫困县村落的儿
童，这个儿童福利主任在多方
面就如同救命稻草般弥足珍
贵。“儿童福利主任”的工作包
罗万象， 凡是儿童应该享受的
福利政策他都要去落实。 在试
点地区， 他们的主要职能有 11
项，主要包括：了解村里弱势儿
童的情况，及时提供支持；帮助
其申请出生证， 获得基本社会
服务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包括
上社保、申请民政救助、上学、
就医；进行社会交往，获得儿童
保护服务； 确保每名儿童都能
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如今，在
试点的 120 个村内， 在儿童福
利主任的具体支持下，74000
余名儿童获得了应享受的基
本福利和保障，贫困县村落儿
童面貌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作为该项目指导方中的一
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院长王振耀在评价这个项
目时，罕见地在即兴发言中宣
布了下面一组数据，语气中掩

饰不住对试点成功感到的欣
喜：“在项目示范区， 新农合的
参保率从原来的 83.8%上升到
99.7% ; 残疾儿童就学率从
59.4%提升到 84.5%;16 岁以下
儿童打工比例从 4%下降到
2%;学龄儿童辍学率从 5.3%下
降到 1.8%;18 岁以下儿童结婚
率从 3%下降到 1.2%;儿童福利
主任协助了 3550 名儿童办理
了户籍手续，协助了 6649 名孤
儿申请到孤儿津贴，为 8083 名
贫困儿童申请到低保，为 4084
名儿童申请到教育补贴 ，为
708 名病残儿童申请到补助或
辅助设备……”而在项目的试
点村中，现有的儿童福利主任
是按照 1:200~1000 的标准配
备的，这已与发达国家专职儿
童福利人员的比例看齐。

“我们不能靠一般的政策
和简单的号召来落实对儿童的
特殊关爱……我觉得， 专业化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何更进
一步地专业化？ 在中国，如何尽
快地采用自己的办法， 如何用
我们的经验创新出一条制度
来， 我觉得， 其实这是一个挑
战，这需要智慧型的设计。 ”王
振耀说道。 （高文兴）

怎样将渐渐弱化的亲情重新
维系， 也许最终要等待社会能够
满足打工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
的客观条件，但不是所有的留守
儿童及其家庭都可以等到这一
天，公益组织为之而付出的努力
便显得尤为可贵。 考虑到感情的
维系需要双方的有效沟通，只关
注其中一方很难达到想要的效
果，总部位于广州的映诺社区发
展机构(inno)开通了一条“留守儿
童热线”， 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同
时关注工厂父母与学校留守儿
童并将双方联系起来的综合性
项目。

留守儿童热线项目的模式，简
单来说， 就是社会组织与企业、学
校的一次三方合作，映诺为在企业
工作的父母和在老家学校的孩子
搭建了一个沟通与学习的平台。

目前热线项目的工厂主要分
布在东莞、珠海、深圳、中山，驻点
学校分布在湖南、广东河源、广西
等地。 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集中
的东南地区， 企业最关心员工的
稳定性。

执行热线项目的工作人员分
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热线人员及
项目协调员， 另一部分是驻点义
工。 驻点义工除了映诺自己进行
招募、面试和培训的人员，还有来

自于其他合作组织、 有着专业知
识的驻点义工， 比如现在合作的
香港大学的学生们。 对于工作人
员的要求，林晓璇说，首先要真诚
地愿意加入， 一起为留守儿童努
力， 然后要具备机构提倡的“三
心”，即开心、专心、关心，还要具
备执行项目所需的能力。

在被派到学校之前， 驻点义
工要接受一系列培训， 包括了解
机构和学校情况、 教案内容和工
具的使用等等。 项目的其他成员，
也要接受定期的法律培训和心理
培训。

在为期一年的项目中， 第一
个月做前期准备， 各项常规活动
从第二个月开始，包括热线、每月
对父母的培训和驻点义工落地学
校。 而每年的 8 月、9 月则会开展
非常规活动：“美丽的大脚” 计划
和嘉年华， 将父母和孩子组织到
一起， 在活动中加深对彼此的了
解和感情。“美丽的大脚”计划开
始， 放暑假的孩子们与打工的父
母一起进城， 在工作人员设计的
游戏中学习互相沟通的技巧，让
家庭重回温馨。 带孩子来到父母
工作的地方参观， 看到偌大的车
间，孩子们说，一直以为，爸爸妈
妈是坐在办公室， 开着空调打开
电脑工作的。 （王会贤）

儿童福利主任：
扎根村子里的儿童事务代言人

案例二

留守儿童热线：
比起物质，孩子更需要陪伴

� � 在四川省凉山州， 儿童福利主任杨热作工作 3 年中帮助 11
名辍学儿童重返学校，为 7 名新生儿办理了户口登记，引导 2 名
重病儿童到县医院就诊，说服 5 名孕妇到县医院定期做产检，给
全村 70 名 14~16 岁少女做了青春期生理卫生知识普及……

� � 借助寒暑假让留守儿童和家长有短期团聚， 也逐渐成为公益组织
关注的帮扶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