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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借助科技陪伴留守儿童
2300多名儿童受益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越来
越多的青壮年走入城市，也随之
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
体———留守儿童。 来自农村的父
母为了生计远走他乡，用勤劳获
取劳动收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作出了贡献，但是却要把自
己年幼的子女留在家乡，与孩子
相伴的时间微乎其微。 时至今
日， 留守儿童群体的成长和未
来，依然面临着不少问题。

近日， 由德勤公益基金会主
办、 映诺社区发展机构协办的第
二届“留守儿童的成长与未来”主
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研讨会旨
在探索在新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
下， 社会各界在留守儿童关爱议
题上更多的合作可能， 共同营造
儿童友好环境、增进儿童福祉。

链接企业志愿者与儿童

此次研讨会分为实践分享、
政策研究分析和圆桌论坛三个
部分，来自国内外的知名的企业
伙伴、社会组织代表、儿童教育
专家、研究学者齐聚一堂，从留
守儿童的心灵陪伴、 技术赋能、
儿童参与、教育成长、可行路径
及困难和挑战，分享彼此洞见及
独特经验。

德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
璐表示，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一
样， 都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需
要社会全体的共同关心。 近年
来，社会积极开展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对促进广大农村
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起到积极作
用。 德勤基金会也与映诺社区发
展机构合作开展了“德勤成长陪
伴计划” 这一创新实践项目，利
用创新的方法和技术，致力于给
留守儿童提供必要的陪伴和情
感支持，引导孩子以阳光的姿态

步入纷繁的社会。
“德勤成长陪伴计划”创新

实践项目采用“互联网+公益”的
形式，依托线上平台打破时间与
地域的限制，链接企业志愿者与
偏远地区留守儿童，使得两者保
持长期的视频交流。 至今项目已
顺利运作三年，共有 300 多名德
勤志愿者参与项目，2300 多名儿
童直接或间接受益，累计在线视
频陪伴时长超过 4100 小时。 在
视频陪伴过程中，孩子的积极改
变令人欣喜： 逐渐敞开心扉对
话、乐于分享交流，更有些孩子
的学习成绩显著进步。

“哥哥姐姐是最关心我的
人，有时候通过视频看到我不开
心，还委托义工老师去安慰我。 ”
德勤成长陪伴计划驻点———葛
寨完小的义工老师郭巧娟介绍
说，德勤志愿者的存在，成了孩

子们最大的心里安慰，有什么心
事都会和志愿者去说，带给孩子
们心灵上的慰藉。 在一定程度
上，志愿者们弥补了这些乡村孩
子们父母不在身边，精神上不被
家人关心的苦闷。

映诺社区发展机构总监李镝
表示，三年来，用科技实实在在地
帮扶了这些乡村孩子， 企业志愿
者在陪伴孩子的同时也获得自我
成长。 更重要的是，“德勤成长陪
伴计划” 已用时间证明其可复制
性和有效性， 可协助不同利益相
关方在儿童公益领域建立多方合
作。接下来，德勤和映诺将会联动
社会各界力量， 共同探讨如何各
展其能，令陪伴项目精益求精。

引导留守儿童成长

徐璐进一步解释为何将留

守儿童作为基金会关注的重点。
“德勤的社会责任是长期地回馈
社会。 ”徐璐说，留守儿童是中国
特色的群体，中国留守儿童的人
数多，缺少父母的陪伴。 我们希
望通过志愿者的陪伴和关怀给
孩子们正面的引导。

“‘成长陪伴计划’利用互联
网技术， 连接的是员工和留守儿
童，志愿者的陪伴并不是去授课，
而是通过聆听孩子们的心声，去
正向地引导他们。 ”徐璐说。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徐
璐自己也是成长陪伴计划的志
愿者。 她会给所陪伴的孩子讲
道理， 当孩子在校园苦恼于同
学关系问题时， 她陪孩子一起
分析并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
“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
么对待你”，让孩子学会换位思
考。 徐璐相信，对于孩子面对眼

前问题的引导， 会在孩子们心
里播下一粒能力的种子， 能够
提高孩子们处理人际关系、独
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去迎接人
生的各种挑战。

徐璐认为，中国孩子并不缺
少文化教育，但是孩子的心理建
设还是比较欠缺的。“孩子们缺
少的是阳光的心态及对周围人
的爱。 ”她说，志愿者通过身体力
行的陪伴活动， 也是在传播爱，
在孩子的心里播下爱，共同把爱
带给更多的人。

一直以来，德勤十分重视并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2015 年
6 月， 在重庆成立的德勤公益基
金会标志着德勤中国对企业责
任许下长期承诺。 基金会作为集
中管理平台统筹慈善捐款，整合
并推动德勤中国现有及未来的
所有企业责任项目，并已陆续开
展了“德勤成长陪伴计划”“德勤
流动医疗服务计划”等多个企业
责任项目，并为德勤同事提供多
元化的志愿服务机会。

“基金会有四个关注重点。 ”
徐璐介绍，“分别是教育、 医疗、
环保和救灾，成长陪伴计划就是
教育领域的代表性企业责任项
目。 基金会有三个愿景：第一是
打造一流的企业公益基金会，开
展具有影响力、可持续和可扩展
的企业责任项目；第二，借助德
勤的专业服务能力，帮助慈善组
织及社会企业等完善战略规划、
提升运作效率和管理能力，协助
他们成长和发展；第三，为员工
提供志愿服务的机会，提升他们
的技能，促进个人发展，成为更
全面的人才。 ”

“德勤公益基金会乐于与合
作伙伴一道， 携手促进社会创
新，合力解决社会面临的重大挑
战。 ”徐璐表示。 （徐辉）

2019年 8月 2日， 由中国扶
贫基金会主办，宁夏教育厅、宁夏
扶贫开发办公室、 银川市人民政
府、银川市扶贫开发办公室、银川
市教育局、永宁县人民政府、永宁
县教育局支持，宁夏气象局、永宁
夏消防救援大队、 闽宁镇中心小
学、宁夏义工联合会协办的“2019
宁夏向灾害 SAY NO 活动暨校
园减灾教室项目探访活动” 在宁
夏永宁县闽宁镇中心小学举办。

宁夏气象局减灾处处长黄
峰、宁夏消防救援总队防火监督
部宣传处处长赵志军、宁夏教育
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调研
员臧育海、银川市扶贫开发办公
室主任助理李天纬、银川市教育
局副调研员时钦华、永宁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马燕、永宁县教体局
局长马立云、永宁县教体局副局
长吕乐春、宁夏义工联合会秘书

长朱静茹、闽宁镇中心小学校长
马继业、中国扶贫基金会减灾形
象大使蔡徐坤以及 45 位学生代
表参与了活动。

校园减灾教室项目，是中国
扶贫基金会推出的一项以儿童
为主导，提升学校儿童灾害意识
和避险能力、提升学校老师减防
灾教学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的
校园综合减灾干预项目。 项目通
过在学校建设减灾教室、 结合
《小学生防灾减灾教育指南》开
展减灾课程开发和培训，搭建具
有“教学、展示、游戏、体验”四大
功能的减灾的互动实体平台，从
而提升校园综合减灾能力。 截至
目前共计在云南、四川修建了 22
所校园减灾教室。

《小学生防灾减灾教育指
南》 是 2016 年底中国扶贫基金
会邀请国际应急协会副主席曲

国胜作为编审专家组组长，组建
编审专家组和编写专家组，经过
案例搜集、理论研究、素材编写，
历时近一年时间完
成的编写，包含消防
安全、 交通安全、地
震灾害教育、气象灾
害教育、洪涝灾害教
育、应急救护六大主
题板块，《小学生防
灾减灾教育指南》回
答了小学生防灾减
灾教育的三个问题：
一是应该给不同年
龄段的孩子提供怎
样的防灾减灾教育
内容，既有效提高儿
童能力，同时又可使
儿童可以学会并能
够理解；二是应该通
过哪些方法、哪些资

源为儿童们提供有趣的、互动的
教学， 让儿童能够更好地学习、
理解和掌握内容；三是对于儿童

来讲，最主要的意外伤害的威胁
是哪些，如何尽量贴合儿童的实
际需求。 （苏漪）

提升校园防灾减灾能力
扶贫基金会组织探访校园减灾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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