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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留守儿童送去别样温暖与关爱

给孩子们一份陪伴与温暖

高锦萍是湖北仙桃人，今年
35 岁的她和丈夫到苏州打工已
有近十年时间。 高锦萍从事饮料
销售工作， 丈夫在一家工厂上
班。 去年因为疫情原因，他们没
能回家过年，而今年他们再次因
为疫情失去了一年之中唯一能
和家人团圆的机会。

“我们有一个孩子，今年上
初一。 因为疫情我们去年就没能
回家，今年也是因为疫情，政府
提倡就地过年，我们又不能回家
了。 ”高锦萍告诉记者，孩子在家
跟着奶奶生活，去年暑假他们也
没见到孩子，一年之中他们见面
的次数本就非常少，“孩子肯定
会特别失望”。

和高锦萍夫妇一样，由于疫
情防控需要， 多地提倡就地过
年， 加上老家严格的隔离要求，
很多外出打工者不得不放弃返
乡过年的念头， 留在工作地，或
加班倒休，或异地过年。“家里的
孩子谁来陪伴”， 成为很多人心
里最犯愁的事情。

考虑到今年春节将有更多
儿童不能与父母团圆，壹基金儿
童服务站项目组发起了“有爱
就是年”联合活动，号召站点老
师用陪伴与服务让站点儿童过
一个有趣、 有爱、 有陪伴的春
节， 减少因父母无法回家所带
来的失落感。 幸运的是，在高锦
萍老家附近就有一个壹基金儿
童服务站。

这让高锦萍和丈夫松了一
口气。 在孩子奶奶联系下，孩子
现在每天到服务站学习、完成作
业， 同时也能和其他伙伴交流。

“孩子在家的时候， 一个人做作
业，也没有小伙伴陪伴，比较单
调和孤独。 在儿童服务站，他能
和其他孩子在一起，这让我们很
放心。 ”

在其他省市，壹基金儿童服
务站也承担了相同的角色，在这
个特殊的春节假期给孩子一份
温暖的陪伴。

来自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
的程国宇这几年一个人在外地
打工， 妻子在老家照顾两个孩
子。 因为疫情原因，他今年也无
法返回老家过年。 程国宇告诉记
者，孩子上学的地方距离当地壹
基金儿童服务站只有约一公里
的距离，因此孩子几年前就参加
了服务站，并且非常喜欢留在服
务站，“有时候都不想回家”。

“在服务站，老师们不仅仅
是给孩子们辅导功课，每天还有
丰富多彩的活动安排，孩子也可
以和其他小伙伴一起玩耍，这是
非常有意义的。 而在家里，孩子
除了写作业就是看电视，没有其
他的安排，非常单调。 因此家长
们对壹基金儿童服务站的评价
都很高。 ”程国宇谈道。

引导家长表达对孩子的关爱

作为此次受疫情影响较为
严重的地区，在河北，不少公益
机构也关注到了那些父母不能

回家的留守儿童，并有针对性地
开展了相关调研和关爱活动。

石家庄德正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以下简称“德正社工”）服
务对象主要是困境儿童和留守
儿童。 过年前，机构会针对这两
类儿童开展相应服务。 据该机构
项目主任李圣娅介绍，机构工作
人员会提前和乡镇进行沟通，了
解是否有受到疫情及就地过年
政策影响的留守儿童。

“若出现此类儿童家庭，我
们将深入了解家庭情况，并定期
通过微信、 电话等方式了解儿童
过年期间的动态。 我们也会定期
与在外打工的家长联系， 引导家
长多和孩子交流， 通过线上方式
陪伴孩子,了解孩子在家的动态。
同时， 我们也会引导家长表达对
孩子的关爱， 引导孩子去理解自
己的父母。 ”李圣娅告诉记者。

据她介绍，机构还将面向社
会招募志愿者，为困境及留守儿
童提供线上活动和课程，他们对
此也进行了细致安排，如周一开
展线上知识问答活动，周二开展
手工绘画，周三进行一对一作业
辅导，周四开展科学小实验，周
五进行阅读协作分享， 周六开
展亲子互动。“我们会尽量满足
各年龄段儿童的不同需求，让
困境及留守儿童度过一个快乐
的假期。 ”

一直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的石家庄市裕华区暖阳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暖阳
社工”） 也在关注留守儿童这个
群体。

暖阳社工负责人张静表示，
疫情期间，机构项目地不能回家
过年的大多为外出打工的青壮
年，因此提供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的服务势在必行，社工与志愿者
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
为很多留守儿童可能常年都见
不到自己的父母，很多孩子和爷
爷奶奶一起生活。 ”

据她介绍，机构社工和志愿
者们会不定时地去看望孩子们，
为孩子们送去由爱心企业捐赠
的图画本以及由暖阳社工捐赠
的生活和学习必需品。“我们还
会链接一些本地志愿者，陪伴孩
子们读书、学习、画画、写字、做
游戏，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
关爱，也让他们从内心感受到一
份温暖。 ”

发挥专业力量优势

2020 年 6 月， 民政部 2020
年“三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
持计划和团中央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社区治理工作示范性项目，
落地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社区阜东新区，两
个项目均由保定市善和社会工
作事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善
和社工”）承接。 善和社工委派了
四名专业社工具体实施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服务。

在民政部发出《通知》后，该
机构两名老家分别为邢台和哈
尔滨的驻点社工积极响应就地
过年政策，并计划在春节期间开
展多项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服务。

据善和社工总干事韩盛介
绍，从 1 月 29 日起，驻点社工联
合阜东新区党群服务中心，对所
管辖的安居社区、乐居社区等四
个小区的 2456 名 14 岁以下儿童
开展了连续 7 天摸底调查 ，统
计父母今年可能无法回家过年
的留守儿童相关信息。 目前，他
们共排查出 60 名留守儿童，其
中今年父母均不回家的留守儿
童 5 名。

“社工还积极联系阜平县本
土大学生志愿者，成立了阜平县

大学生志愿者联盟，目前已有 24
名大学生志愿者加入。 我们在社
区开设了寒假云课堂，由社工统
筹，志愿者参与，对留守儿童开
展作业辅导、安全教育、兴趣培
养等多项线上活动。 ”

韩盛告诉记者，机构社工还
将发挥专业优势，对留守儿童开
展行为习惯培养、心理辅导等多
项服务。 春节期间，社工也将引
导父母通过视频形式与留守儿
童远程“见面谈心”， 切实做到

“人在外，爱回家”。
不过，要做到精准关爱留守

儿童，为留守儿童提供多样化服
务，还需要动员一切能够发动的
社会力量，尤其是一线力量。 民
政部在《通知》中也提到，“乡镇
（街道）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
会要组织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
切实担起职责、发挥作用”。

在此要求下，为提升儿童督
导员和儿童主任的服务能力，善
和社工在保定市民政局儿童福
利处的指导下，邀请河北省第二
届社会工作领军人才对全市市
县两级未保中心工作人员、儿童
主任、儿童督导员进行培训。

“今年部分外出务工人员不
能回家过年，家中的亲人尤其是
孩子成了最大的牵挂。 部里《通
知》及时下发，动员了各方力量
加入到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服务
中，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父母
的后顾之忧。 此外，社会力量的
加入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作为政府行为的补充， 为留守
儿童提供恰当的、 专业的服
务。 ”韩盛表示。

这一点，德正社工项目主任
李圣娅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在她看来，社会力量的加入
可以补充一家或几家机构在普
适服务上的空白，为困境及留守
儿童提供多样化服务，满足孩子
们差异性需求。“社会力量在提
供资源、服务、合作及关怀等方
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能
够扩大社会影响力，让更多人关
注到农村困境及留守儿童群体，
为他们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 ”

““� � 对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然而，由于疫情防控需要，从国家层面到各地
都发出了就地过年的倡议，也发布了很多相关政策。

就地过年，成为很多人不得已的选择。 然而，对很多外出务工人员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失去了回
家团圆的机会，更错过了一年之中唯一与孩子团聚的机会。 另一方面，对很多留守儿童来说，这个没
有父母陪伴的春节注定会变得更加难忘。

如何让那些父母不能回家的孩子过个好年？ 日前，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寒假春节期间父母
就地过年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加强寒假春节期间父母就地过
年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通知》提出，要统筹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多方力
量，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学习辅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帮助其过好春节、过好寒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