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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社会组织：

帮助困境儿童上好“云课堂”

疫情下，困境儿童更需守护

早在 2018 年 5 月，广州市社
会组织联合会就牵头设立了广州
社联困境儿童关爱委员会， 发起
成立广州社联困境儿童关爱中心
和广州社联困境儿童关爱基金，
先后完成困境儿童关爱政策梳理
和印发、 困境儿童现状摸查和调
研报告撰写工作， 并开展广州全
市百名困境儿童结对帮扶项目。

此次疫情来袭， 恰逢春节期
间，如何避免困境儿童因新冠肺炎
的突袭而遭遇更多生活挑战，成了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不可忽视的
一部分。 广州社联与关爱中心于 2
月 1日联合发出了倡议书，呼吁社
会组织重点关注困境儿童和因此
次疫情临时陷入困境的儿童。

倡议书呼吁社会组织在进
入社区排查疫情， 或通过电话、
微信、QQ 等方式与困境儿童家
庭联系时，认真评估儿童的生活
状况和风险，及时上报并整合资
源，确保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基
本生活保障，实施更适合儿童的
保护措施。“我们还发出了百名
困境儿童结对帮扶项目工作的
紧急通知，动员相关机构采用多
种方式掌握服务对象情况。 ”广
州社联秘书长焦杨说。

而广州市越秀区齐志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作为困境儿童关
爱委员会成员单位之一，也参与
到困境儿童摸查工作。 自从疫情
发生，齐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
责人李晓辉几乎没停下来，该中
心成为投入到守护困境儿童行
动中的社会组织之一。

爱心口罩，解决大问题

李晓辉回忆道， 疫情发生
后，不少家庭向机构反馈，“有时
一星期用同一个口罩”。 一位困
境儿童的家长透露，对于每天都
要出门打工的他们来说，口罩就
是刚需，“一定要去打工，不然不
见几天，下次就没工作了”。

为了给困境儿童家庭提供支
持， 李晓辉还联系社会各界为困
境儿童提供帮助。那些天，广州市
慈善会联合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

送出 50套“抗疫包”；2月 19日，
中国石油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益
路同行”送出 200 份“儿童健康抗
疫包”；千禾社区基金会也提供了
一次性口罩 500 个， 消毒水 200
支；广东中农企业总公司捐赠了 1
万元购买 2000个儿童口罩。

家住越秀东关汛的 8 岁小朋
友小轩（化名）领到一套防护物资
时，他很开心。 李晓辉还记得，三
年前第一次见面， 和父母一样有
听力障碍的小轩内向怕生， 全家
住在不到 15 平方米的老旧房子
里， 生活主要靠姑姑的收入来支
撑。2018年，他们为小轩对接上爱
心企业资源， 帮小轩家改造书桌
和衣柜， 并引入了企业志愿者每
周日一对一辅导活动。

令李晓辉印象深刻的是，“孩
子有些话， 可能对着亲人说不出
来，但对着志愿者哥哥姐姐，日子
久了就愿意分享了”。 也是在这一
两年里， 小轩在周日活动中逐渐

“活泼积极”。这次李晓辉送来的口
罩，对小轩的家人来说如同“及时
雨”，“疫情下很缺口罩， 有时同一
个口罩用了又清洗，直到实在用不
了了，而这些口罩解决了大问题”。

他们的需要，还有很多

李晓辉说，每个困境儿童都
有自己心酸的故事，性格不尽相
同，需要“花心思”陪伴———相互
理解是陪伴的基础，一个孩子至
少跟进两年， 才能看见变化，现
在更不能因为“疫情”按下陪伴

“暂停键”。 李晓辉分析，除了口
罩需求， 困境儿童的安全保护、
学业辅导、情感关爱、心理健康
等方面，也会因为服务机构无法
开展线下服务而面临挑战。

实际上，根据电访了解的困
境儿童及其家庭实际需求，广州
社联困境儿童关爱中心积极发
动社会力量、 协调社会关系、连
接社会资源。 在广州市游戏行业
协会、广州市越秀区创意产业协
会和广东中达励展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的支持下，购置防疫和生
活学习物资，并发动相关社会组
织为困境儿童家庭送去“2020 蓄
力护童包”。

“2020 蓄力护童包”里面，除

了广州社联困境儿童关爱中心
购买的酒精湿巾、 一次性手套、
优质米、小麦胚芽粉、小表胚芽
面条等防疫和生活物资外，还有
爱心单位广州市游戏行业协会、
广州市越秀区创意产业协会筹
集捐赠的台灯、笔袋、削笔机、动
漫绘本、蓝牙音箱等学习物资和
设备。 李晓辉所在机构负责其中
一部分物资的派发工作。

疫情期间，广州社联困境儿
童关爱中心还开设了困境儿童
心理、法律、健康咨询 3 条援助
专线，分别是联合广州市黄埔区
心灵家园服务中心开设的“困境
儿童心理咨询援助专线”， 联合
广州市君诺未成年人保护公益
服务中心开设的“困境儿童法律
咨询援助专线”， 联合广州市医
疗行业协会开设的“困境儿童健
康咨询援助专线”， 通过合作机
构的专业优势为困境儿童及其
监护人提供支援。

其中， 广州市黄埔区心灵家
园服务中心疫情期间开展困境儿
童在线关爱服务工作，通过微信、
电话等形式， 主动联系黄埔区困
境儿童家庭， 提供疫情防御知识
和心理支持服务， 共服务 120 余
人次， 跟进包括 3 个服刑人员子
女在内的 5个心理辅导个案。

“疫情初起时，主要的问题集
中在大家的焦虑、 担心和恐慌的
情绪上。 ”黄埔区心灵家园服务中
心的许慧介绍说，“还有， 不少困

境儿童由爷爷奶奶带， 有些教育
方法简单一些， 我们也会和家长
们分享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引导家长们在家庭关系中正确处
理个人情绪。但现在，疫情时间拖
得很长，孩子们不能上学，呆在家
里时间长了就会出问题， 所以我
们又想到了利用网课的形式，邀
请孩子们参与进来， 在美术中融
入心灵成长的方法， 来帮助孩子
们度过这一艰难的时期。 ” 许慧
说，自己同时也是一名美术教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在她看来，
美术是心理情感的表现方式之
一，“我会在绘画中分享很多美好
的故事， 比如木棉花开， 落英迎
春， 象征着春天的美好， 一边科
普， 一边让孩子们在木棉花的绽
放中，带来一份信心与期盼”。

复课遇难题，社会组织来助力

此外，广州全市中小学校启
动“云课堂”复课以来，广州市社
会组织联合会还协调市慈善组
织紧急储备上百台电脑，启动捐
赠工作，协力保证每一个困境儿
童“云课堂”中不掉线、不掉队。

“我家里没有台式电脑，也
没有平板电脑，我好想早点回学
校上课，妈妈说疫情还未结束需
要继续呆在家里。 ”就读五年级
的铭晓今年 11 岁，如果是往年，
本该是在学校上课，于校园中和
同学玩在一起。

线上开课给他的家人出了
第一道开学“考题”：由于家庭经
济收入微薄，学校通知网上授课
后，铭晓家里无法为他购置电脑
或手机上网课。 彼时，广州市社
会组织联合会启动了对“云课
堂”必需设备的家庭摸查工作。

松洲街社工站相关负责人
第一时间向广州市社会组织联
合会反映了铭晓的家庭情况。 3
月 3 日，广州社联相关工作人员
在社工的带领下，来到铭晓家中
了解其家庭的实际困难。

核实情况后， 仅用了 3 天，
广州社联项目工作人员便为其
申请购置一部电脑。 3 月 6 日，广
州市社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广
州社联困境儿童关爱中心理事
长焦杨和广州市妇联兼职副主
席、广州市社会组织联合会妇联
主席孟昕来到白云区松洲街送
上了铭晓急需的上课设备。

焦杨告诉记者，电脑是给学
生线上课程学习，因此广州社联
还制定了一份《电脑上网使用约
定书》， 表示电脑需在家长的监
督与指导下使用，不可利用电脑
打游戏、上网聊天等，而赠送方
及监督方有权了解电脑使用情
况。“谢谢叔叔阿姨们”，铭晓边
说边自愿在约定书上正式签下
了自己的名字，虽然笔迹还很稚
嫩，可他脸上满是认真的表情。

据悉，“云课堂”设备捐赠工
作受到了广州各区民政部门的
重视，有需要的困境儿童及其家
庭通过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以
及社工反映需求。 截至 3 月 20
日，广州社联收到白云区、天河
区、越秀区、南沙区、番禺区共 25
户困境儿童家庭提出“云课堂”
设备申请，广州社联通过入户走
访进行核查后， 已经确认对 12
户困境儿童家庭提供适宜的“云
课堂”设备，设备金额总计 30300
元。 焦杨认为，此次疫情大考之
下，广州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接
下来还需要密切关注， 细致排
查， 积极配合各级政府部门工
作，全力保证学童正常复课，“让
我们的工作再细致一些，再温暖
一些”。 （据《善城》杂志）

■ 余和

3 月 2 日，广州全市中小学全面开启网上授课形式保障学生“停
课不停学”。

可是，“我家里没有台式电脑，也没有平板电脑，我好想早点回学校
上课，妈妈说疫情还未结束需要继续呆在家里。 ”11 岁的铭晓（化名）心
里焦灼不已。 实际上，广州还有不少困境家庭的孩子面临着像铭晓一样
的烦恼。 同时，由于口罩供应紧张，这些家庭也面临一罩难求的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 广州市社会组织联合会与广州社联困境儿童关
爱中心于 2 月联合发出倡议， 呼吁儿童服务相关社会组织及志愿者
行动起来，确保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 此后更是动员社会
爱心资源，为困境家庭捐赠包括防疫、生活和学习物资在内的“2020
蓄力护童包”；还协调广州市的慈善组织紧急储备电脑，启动捐赠工
作，协力保证每一个困境儿童在“云课堂”中不掉线、不掉队。

截至 3 月 20 日，广州社联收到白云区、天河区、越秀区、南沙区、
番禺区共 25 户困境儿童家庭提出“云课堂”设备申请，通过入户走访
进行核查，已经确认对 12 户困境儿童家庭提供适宜的“云课堂”设备。

李晓辉向困境儿童派口罩

李晓辉与小轩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