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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童心港湾：给留守儿童一个家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2020 年 12 月 9 日
晚 ，伴着 《听我说谢谢你 》的音
乐，来自 10 多个省（区）的 100 多
名 “童伴妈妈 ”和项目管理员站
在四川省团校阶梯教室里，跟着
节奏，演练舞蹈。 其中有的人动
作熟练 ， 看起来已是这方面的
“老手”， 有的人则动作生疏，显
然几遍操练还没能形成足够的
“肌肉记忆”。

这是发生在 2020 年度共青
团“童心港湾”培训班授课前的一
幕。2020 年 12 月 8 日至 11 日，培
训班主会场培训在此进行。

培训“妈妈”，科学陪伴

刘倩是湖北省黄冈市黄梅
县茨林树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
同时还是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
在参加培训前，她接触关爱留守
儿童的工作并不多，如何与孩子
沟通、如何走进他们心里，这些
对她来说都很陌生。

“童伴妈妈来源多样，有村
（社区）干部、村小教师、幼儿园
教师，还有全职妈妈。 她们照顾
留守儿童的经验参差不齐，这就
显示出培训的必要性。 ”共青团

“童心港湾”全国项目办主任、中
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党委书记、理
事长侯宝森说。

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全国性
培训，两次培训都在专业知识与
应用技能上下足了功夫。

本次培训邀请到公安部刑侦
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 奥运会
冠军邓亚萍、 航天专家叶朝明等
嘉宾开展留守儿童安全、 励志教
育、中国航天发展等主题讲座。

在留守儿童安全知识讲座
上，孟庆甜围绕我国拐卖、侵犯
儿童犯罪严峻形势， 结合拐卖、
侵犯儿童犯罪组织集团化和职
业化、对象低龄化、多样化等特
点，告诉“童伴妈妈”们有哪些可
能发生在身边的犯罪行为，并针
对不同年龄、不同情景的留守儿
童，讲解防控、补救对策。

为了更好地帮助“童伴妈
妈”们掌握、教授相关知识，孟庆
甜还专门准备了“儿童版”课件，
以便她们直接使用。“对公安机
关来说，不但要打击犯罪，还要

预防犯罪。 ”她说，“童伴妈妈”是
孩子们最信任的人，这些授课内
容可能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

培训班上，奥运会冠军邓亚
萍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为“童伴
妈妈” 们带来了一场励志教育。
她的励志故事和永不言弃的精
神让现场很多“童伴妈妈”落泪。

航天专家叶朝明则为“童伴
妈妈”们讲述了中国航天的创立
和发展史。

参加完培训的河南三门峡市
卢氏县南窑小学的李娟告诉记
者：“回去后就知道如何开展工作
了，要反思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以
后把更多精力放在关爱孩子上，
尽最大努力让他们感受到爱。 ”

不仅如此，培训班还为“童
伴妈妈”安排了有针对性的技能
培训。

中央团校青年发展战略研究
院副教授何玲讲解了“童心港湾”
项目和建设标准， 内容涉及项目
运行的原则、定位、场地建设，“童
伴妈妈”的遴选、工作职责及工作
内容、考核评估、项目点的日常管
理、 服务内容、 宣传倡导等多方
面； 社邻家创始人闫加伟讲解了
如何参与社区营造推动项目创
新；“青年之家” 相关工作人员则
为“童伴妈妈”详细讲解了“童心
港湾”信息管理系统等。

建设“港湾”，稳扎稳打

长期以来， 留守儿童问题备
受社会关注。2015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贵州调研时强调要关心留守
儿童、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机制
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让他们
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
暖。 2016年 2月，国务院印发《关
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
作的意见》，提出建立完善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2019年 9月， 共青团中央在
四川遂宁市召开“童心港湾”建设
工作培训推进会。会议强调，要立
足团的实际，明确目标标准，压实
工作责任，精心实施“童心港湾”
项目， 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大局中发挥积极作用。

经过近年的发展，“童心港
湾”已初具规模。 截至 2020 年年
底，“童心港湾”项目已建成运行

330 余个项目点， 覆盖河北、山
西、黑龙江、安徽等 15 个省（区、
市），服务近两万名留守儿童。

如今，各地建设情况也不断
完善，日益规范。

在建设过程中，各地在遵照
建设标准的基础上还结合本地
特色，整合资源，为“童心港湾”
建设打上了本地标签。

在河北省滦平县， 各村根据
留守儿童实际需求，制订了“服务
菜单”，“童伴妈妈”和留守儿童可
以通过“服务菜单”选择有针对性
的活动。 5 个试点村的活动逐渐
形成特色： 偏道子村的“读书圆
梦”、 孙营村的“港湾圆你钢琴
梦”、两间房村的“小小朗诵家”等
都得到孩子和家长的好评。

在河南省，“童心港湾” 开设
“两线一室”，加强学校、家庭和留
守儿童三方联系。开通亲情热线，
让外出务工家长定期与子女通电
话；开通教师热线，让外出务工家
长可随时与班主任取得联系；设
立心理健康咨询室， 安排有经验
的教师担任心理医生， 及时帮助
留守儿童解决心理困惑。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百侯
镇的“童心港湾”还引入当地非
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大锣鼓，
开设锣鼓培训班，免费教授留守
儿童锣鼓演奏技艺。

对此， 侯宝森评价说，“‘童
心港湾’形成本地特色，才能让
它具备持久的吸引力。 ”

“童伴妈妈”是距离留守儿
童最近的人。 调研发现，当前“童
伴妈妈” 年龄集中为 25—50 岁，
其中，92%有孩子，99%的“童伴妈
妈”会说普通话和当地少数民族
语言，84%的“童伴妈妈”具有高
中及以上学历；80%的“童伴妈
妈”能保证合理的工作时间。

在广东省，目前大部分“童
伴妈妈”由专业社工担任，具有
丰富的镇村工作经验，经常对接
镇村的留守儿童工作。

在照顾留守儿童的过程中，
“童伴妈妈” 们还不断发动社会
爱心人士，集合爱心力量。 在江
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就组建了由
团干部、退休教师、返乡大学生、
老乡贤等人组成的情暖童心志
愿者队伍，他们在“童伴妈妈”的
组织联系下，联合开展日常志愿

服务活动。

“嫦娥五号”点亮梦想

“哇！太厉害了！”火箭点燃的
那一刻，伴随着轰鸣声，孩子们欢
呼雀跃。 11月 24日，河北省滦平
县的留守儿童来到海南省文昌市
现场观看了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五
号任务探测器的发射。

“现场看嫦娥五号发射，我
感到特别骄傲自豪，感受到国家
科技进步， 今后要好好学习，为
国家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来
自河北省滦平县山前村“童心港
湾”11 岁的王晴说。

“全国项目办开展的‘嫦娥五
号·点亮梦想’活动邀请了我们县
3名留守儿童。 2名儿童的绘画作
品电子版还搭载中国探月工程嫦
娥五号任务探测器一同飞往月
球。 孩子们非常自豪。 ”滦平县项
目办管理员聂慧告诉记者。

实际上，类似的活动已经不
是第一次。 上一年 12 月，长征五
号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升空，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嫦
娥奔月公司邀请来自四川省射
洪市武安镇店子村“童心港湾”
的“童伴妈妈”和 5 名留守儿童
现场观看发射过程。

为了开拓留守儿童的视野，
培养阅读习惯， 共青团中央、中
国光华科技基金会联合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央视频开办了《一起
上书房》文化公益类栏目，为留
守儿童捐献书籍，奉献爱心。

“我们从上一年首批 100 本
增加至 2020 年的 500 本，在培训
中也加入如何提升阅读能力的
讲座， 就是要让孩子多读书，读
好书。 ”侯宝森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开展安全教育和
自护教育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对
此，各地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开展
相关宣传教育活动。

在 9 月未成年人保护宣传
周，江西省组织各“童心港湾”开
展民法典主题教育工作，宣传未
成年人法律法规， 努力营造关
心、 重视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
山西省则在“5·12”、“6·26”、全国
宪法日等时间点， 开展无毒青
春、法制教育、平安校园、抗震防
灾等安全教育活动。

在中秋节期间， 安徽省朱腰
庄村的“童心港湾”还开展了“家
乡味道———把思念带去远方 把
爱带回家”活动，让留守儿童为父
母寄去亲手写的书信和家乡土特
产，增进他们亲子的情感互动。

疫情期间，各地“童心港湾”
也并未停歇，做到了“在最需要
的时刻陪在孩子身边”。

在安徽省，各试点“童伴妈
妈”们通过微信、电话等不同形
式，摸排孩子们身体健康及家庭
情况，积极引导家长和孩子们学
习防疫知识，消除孩子的恐慌心
理，确保学生们无一感染；河北
省则充分利用现有网络平台，联
合喜马拉雅等互联网爱心企业，
为留守儿童和家长朋友们送去
免费线上福利。

扎实实施，逐步深化

“刚开始接触是当工作来对
待，经过培训，我觉得这是一份
责任。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更
多的留守儿童感受到家庭、社会
对他们的关爱。 ”参加本次培训
班册亨分会场的冗渡镇大寨村
的“童伴妈妈”韦定香这样说。

受疫情影响，为缓解主会场
压力，本次培训班首次在贵州册
亨设立分会场，开启云直播互动
授课模式，来自贵州省 110 名“童
伴妈妈”在线观看学习。

不仅如此，分会场的“童伴
妈妈”们还自发组织“笑”出您的
青春·童伴妈妈笑脸征集活动和

“青”听您的声音·童伴妈妈心声
畅谈活动。

增加线上培训只是“童心港
湾”创新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随
着项目不断推进，“童心港湾”的
服务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2020年结合中央单位定点帮
扶工作，“童心港湾” 数量已经由
12 个省份、114 个项目点拓展为
330个项目点。在中国联通的支持
下，仅贵州册亨一个县就建设 100
个项目点；此外，在工商银行的支
持下， 四川金阳设立 20 个站点；
在国强基金会支持下； 广东揭阳
设立 10个站点，在腾讯基金会支
持下，湖北设立 30个站点。

“通过‘童心港湾’这个阵地，
可以拉动社会联动， 提升各地团
组织在基层的社会影响力。 ”中国
光华科技基金会光华研究院执行
院长、共青团“童心港湾”全国项
目办专职副主任张华伟说。

为了响应打赢脱贫攻坚战，
“童心港湾” 还加大了“三区三
州”的服务范围，走进四川省凉
山州金阳、雷波、贵州毕节等地，
把服务深入到最贫困的地方。

“我们没有一味求大求全，总
结借鉴了上一年‘童心港湾’的经
验，要先做稳做扎实。 ”谈到下一步
规划，侯宝森说，今年会选择一个
合适的时间尽快出台《童心港湾
建设标准》， 用好信息管理系统，
给“童伴妈妈”提供更多服务，对
项目管理员的培训也将纳入到工
作计划中。 （据《中国青年报》）

� �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百侯镇“童心港湾”引入客家大锣鼓文化
举办了锣鼓培训班，2019 至 2020 年先后培养了 3 批小鼓手

“童心港湾”组织开展“嫦娥五号·点亮梦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