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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ews

他们用智慧和爱心帮扶困难儿童

让孩子们拥有幸福童年

为留守儿童找回亲情

“祝马阿姨母亲节快乐！ ”5
月 10 日一早， 马雪梅收到这条
祝福微信，心头一热，自己陪伴
了 3 年多的留守儿童谢诗悦长
大了，懂得感恩了，一股幸福感
夹杂着成就感在心头翻涌。

今年 28 岁的马雪梅是四川
省射洪市金华镇西山坪村留守
儿童守护专员。 中坪村人均耕地
少，村里的青壮年大都在外打工。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项目“童伴计
划”在村里落地后，曾经是留守儿
童也做过留守儿童妈妈的马雪梅
踊跃应聘，2017 年 3 月正式成为
30个孩子的“童伴妈妈”。 2019年
11 月，金华镇中坪村、上方村、百
箩村合并为西山坪村后， 孩子的
数量增加到了 54 名。

到岗后，马雪梅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家访，摸清家底，为村里
每位留守儿童建立信息档案。 家
访过程中，谢诗悦给她留下了很
深印象：“母亲去世、 父亲失联，
从小跟随外婆生活，家庭无经济
来源，本人还患有矮小症。 因身
体原因，她有自卑心理，对外界
很排斥。 ”从此，马雪梅对小诗悦
尤为留意， 经常去她家陪她说
话，开导她、鼓励她，还邀请她到
村部“童伴之家”跟小朋友们一
起玩耍。 渐渐地，小诗悦变得开
朗活泼起来。 马雪梅通过“童伴
计划”项目尽力帮助她，“去年小
诗悦要上初中，我跑到县里帮她
协调学校，还找相关部门给争取
了 1 万元医疗救助。 ”

每个周末，马雪梅都会带上
自己的女儿赶来“童伴之家”，跟
孩子们一起玩玩具、 做游戏，教
他们唱歌， 还辅导他们做作业，

“寒暑假， 会有大学生志愿者来
陪孩子们，平时也会请交警来讲
交通安全，请艺术机构来教画画
唱歌，有时还带孩子们去城里参
观。 ”马雪梅想着法子增加孩子
们的知识，开阔他们的眼界。

“不仅要让孩子们说话有人
听、烦恼有人解、孤单有人陪，更
重要的是作为一根连接亲情的
纽带，要拉近留守儿童和他们父
母之间的距离。 ”马雪梅通过微
信建立了本村留守儿童家长群，
让每个家长及时了解孩子的近
况，同时也让孩子感觉父母一直
在关注着自己。

“补位而不越位。 ”马雪梅认
为，“童伴妈妈”的陪伴只能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留守儿童父母关
爱的缺失，还是比不了父母在身

边的满足感，所以“童伴妈妈”的
地位不是替代父母，而是督促父
母履行落实监护责任。 让她高兴
的是，目前已有 3 名留守儿童家
长返乡回来陪孩子。

近 4 年来，马雪梅共计开放
“童伴之家”近 500 天，开展活动
400 余场，家访 600 多人次，受到
乡亲父老、留守儿童和家长的一
致好评。 如今，在射洪像马雪梅
这样的“童伴妈妈”已有 40 位。

给事实孤儿一束阳光

保靖县碗米坡镇昂洞村、花
垣县民乐镇洞咋村、 江永县回龙
圩下岩村、 耒阳市坛下乡新建材 4
组、衡阳县井头镇西湖村 5组……
渠吉亮的笔记本上， 密密麻麻地
记满了湖南偏远山村的名字。 这
些村庄，他都一个一个走访过，算
下来，行程有 8000 多公里。

今年 35 岁的渠吉亮在一家
央企的湖南分公司工作，兼任湖
南怀化市企业科协联合会副主
席， 他利用业余时间走访村庄，
最关注的是留守儿童，尤其是事
实孤儿。

“我总是会想起他们无助的
眼神，他们渴望被关注、被关爱
的表情让人心痛。 ”谈起事实孤
儿，渠吉亮很是牵挂。 他所说的
事实孤儿，是指由于父母一方服
刑、一方出走或外出打工，失去
了生活来源和照顾、成为事实上
的“孤儿”的未成年人。

“孩子的童年需要有人陪
伴，可对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
来说，见父母一面是一件很难的
事，他们太缺乏关爱。 ”渠吉亮
说。 2018 年，湖南省司法厅联合
民革湖南省委共同开展“小海豚
关爱成长计划”活动，持续重点
帮扶父母双方正在服刑的 14 周
岁以下的事实孤儿。 身为民革成
员，渠吉亮积极参与其中，尽管
工作异常繁忙，但他几乎每次都
参与，先后带队走访事实孤儿近
40 人，行程约 8000 公里，自费给
孩子购买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
还筹资 30 万元拍摄关爱事实孤
儿公益微电影。

刚刚开始做这个工作，有人
不理解，连有些孩子的邻居也不
理解：“那么多贫困人群需要帮
扶，为什么去关注和帮扶这些服
刑人员的子女？ ”因为这些偏见，
服刑人员的家庭困难往往容易
被忽视，孩子容易受到歧视，“首
先要做的，就是改变歧视。 ”渠吉
亮说。

在走访中，渠吉亮也用实际

行动改变着周围人的看法。 2018
年，渠吉亮和志愿者一起到芷江
看望一户服刑人员家庭。 家里只
有一个 5 岁的男孩和奶奶一起
生活。 一开始，男孩不愿意说话，
奶奶也非常冷淡。 虽然碰壁，渠
吉亮并没有放弃，一直与他们保
持沟通、时时关爱。 去年，再回访
时，孩子一见到他，就兴奋地扑
到他怀中，奶奶也热情地为他们
倒茶：“你们来了以后，邻居慢慢
又和我们来往了。 ”

多次走访之后，渠吉亮和调
研组一起提交了《关于关爱服刑
人员未成年子女成长问题的调
研》，提出了建立视频系统，定期
让服刑人员和未成年子女视频
以及定期组织子女到监狱开展
亲情帮教等系列建议。 走访也引
起了有关部门、 学校的合力关
注，不少孩子就学问题、生活保
障问题得到解决。

“可喜的是，多方关注推动
下，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问题已
纳入政策视野。 ”渠吉亮说，去年
6 月， 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对进一步
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提出
要求。湖南省司法厅联合公安厅、
教育厅等 14 个省直部门联合发
文，形成了多部门联动帮扶体系，
共募集社会资金 5400 余万元帮

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一对一救助困境儿童

2015 年夏天，25 岁的高娟娟
刚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保障专
业研究生毕业， 工作还没确定，
就作为儿童公益组织社工直接
参与了一起事实孤儿的救助。

9 岁的非婚生儿童小华，生
父不详，生母去世，顿时陷入无
人监护状态。 办案律师找到刚成
立一个多月的儿童公益组织南
京同心未成年人保护和服务中
心，参与中心创办的高娟娟受派
对小华进行“一对一”帮扶。

高娟娟和南京市法律援助
中心的律师围绕着小华抚养和
落户问题四处奔波，民政、公安、
基层社区、 小华亲属……历时 2
个多月，多方努力之下，小华的
大舅同意作为其监护人，当地民
政部门办理了事实孤儿补贴，派

出所也办理了落户。 随后，高娟
娟又邀请心理咨询师为小华进
行心理评估和辅导，并对小华的
成长进行持续跟踪。

“一场救助下来，尝遍了酸
甜苦辣，却也更懂得困境儿童救
助工作的价值！ ”高娟娟决定留
下来，成为南京同心未保中心的
专职社工。 这一干，就是 5 年。

这 5 年，高娟娟与众多困境
儿童结下了不解之缘：同心未保
中心所在的玄武区有 200 多个
困境儿童家庭，她和同事一起几
乎跑遍了每一家；她“一对一”帮
扶的困境儿童个案有数十个，不
仅帮助在南京的流动儿童，还跑
到连云港跟踪过流浪乞讨儿童
的监护问题……“非婚生儿童的
落户、 上学问题往往头绪很多，
牵涉许多部门，解决起来很不容
易。 ”高娟娟说，“但看着孩子们
得到救助后的笑容，所有的辛苦
都感到值得，我从中找到了自己
的人生价值。 ”

近年来，加入同心未保中心儿
童公益事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2015年中心成立之初， 高娟娟是
第一个专职社工，如今这里的专职
社工已有 20多人， 除 1名 70后、
两名 80后以外，都是 90后。 1993
年出生的杨蕾， 一开始自己做社
工， 她的丈夫许凯本是志愿者，如
今也主动加入了社工队伍。

“团队的壮大、社工的成长
都凝聚着黄老师的心血，是她一
手带大了这个团队。 ”这群年轻
人交口赞美着一位黄老师。

黄老师名叫黄琼花，是位 70
后， 脸上总挂着轻松的微笑，是
这个公益组织的发起人。 5 年时
间， 黄琼花带出了一个 20 多人
的年轻社工队伍，长期合作的志
愿者达 200 多人，募集善款 1700
多万元，直接资助帮扶困境儿童
超过 5 万人。

“困境儿童救助，最需要的
是有人一对一去做个案，你的每
一次善举，都有可能改变孩子的
一生。 ”黄琼花对她的年轻团队
深情地说。 （据《人民日报》）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童年，是每个人的
乡愁，总是能带给人无忧无虑的美好回忆。 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是
幸福人生的开始。 但有一些孩子，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童年面临着
困境。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参与社会治理，致力于关
心关爱那些面临困境的孩子，守护他们的童年。 “六一”儿童节，我们
采访了其中一些年轻人，听他们讲述和孩子们之间的故事。

六一期间，孩子们在童伴之家集体过生日

“困境儿童救助，
最需要的是有人一对
一去做个案， 你的每
一次善举， 都有可能
改变孩子的一生。 ”黄
琼花对她的年轻团队
深情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