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真的 ， 这几天
来，每次看到这

个 10 岁留守女孩写给我的
这封信， 我这个五六十岁的
‘代理妈妈’都会感动得流下
热泪， 也从中感悟了很多东
西！”昭通市审计局党组副书
记赵萍感叹。

2017 年 6 月份以来，赵
萍和 33 名女同事组成“代理
妈妈 ”志愿服务队 ，用真心 、
真情和母爱， 为她们挂包扶
贫的镇雄县罗坎镇泡瓜林村
221 名留守儿童撑起一片爱
的天空， 让孩子们健康快乐
地成长， 其间发生了许许多
多的感人故事和动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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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代理妈妈”
为留守儿童撑起爱的天空

一封小学生书信
诉说感人“心里话”

“亲爱的代理奶奶，你好！我
非常地谢谢你，是你给我带来快
乐，带来了学习用品……”在书
信里， 罗丽说，“亲爱的代理奶
奶，其实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
妈一样……我也想和你住在一
起，可我要读书，不过现在好了，
我可以给你写信了。 ”

这是镇雄县泡瓜林小学 3年
级 10 岁女生罗丽利用学校放学
时间， 在教室里工工整整地给她
尊敬的“代理奶奶”（实为“代理妈
妈”，下同）赵萍写的“心里话”。

“以后，我要听老师的话，一
定天天得到 100 分，也要好好听
奶奶的话……我一定会好好努
力的。 ”罗丽在书信里写道。

当天，罗丽写完信后，把书
信交由班主任老师转给昭通市
审计局派驻泡瓜林村的扶贫工
作队员，当时已返回单位的赵萍
看了驻村扶贫同事发来的这封
书信照片后， 当场热泪盈眶、百
感交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真心为这个‘小宝贝’感
到高兴！”在赵萍看来，这封由她
的“小宝贝”罗丽写的书信，字迹
工整，真挚感人，从中“看到”了
一个可爱、懂事、快乐的小女孩，

“看到”了一个感恩、上进、自信
的小学生。

“在书信里，罗丽说自己‘现
在什么也不缺， 也不让你操心
了’。看到这段话，我特别感动和
震撼，她是一个多么善解人意的
孩子呀！ 这么好的孩子，我必须
更好地做她的‘代理妈妈’！ ”赵
萍坦言，相比于她以前在精准扶
贫中碰到过的那些只晓得“一味
等靠要、争当贫困户”的成年人
而言，还只是小学生的罗丽满满
正能量。

一次偶然的见面
她成为“代理妈妈”

现年 10 岁的罗丽和 12 岁

姐姐罗敏命运多舛，出生于泡
瓜林村，两三岁时父亲因病去
世， 母亲带着她们的 16 岁哥
哥改嫁后从此失联，姐妹俩从
小与现已 71 岁高龄的奶奶袁
先秀相依为命。

所幸的是，在各级各方关爱
下，特别是在国家惠农政策和精
准扶贫政策扶持下，作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袁先秀一家渡过了
难关，搬进新房子，享受 3 个低
保金，姐妹俩顺利入学读书。

2017 年 10 月，昭通市审计
局开始挂钩扶贫镇雄县罗坎镇
泡瓜林村， 同年 11 月开始对该
村留守儿童进行摸底调查，次年
3 月开始与当地留守儿童“结对
子”， 成为留守儿童的“代理妈
妈”。 2018 年 3 月初，该局党组
副书记赵萍来到泡瓜林村，走访
时感动于罗丽、罗敏这对姐妹的
不幸、懂事与坚强，当即与姐妹
俩结对子，成为这对孤儿的“代
理妈妈”。

此后， 远在昭通工作的赵
萍像对待脱贫攻坚工作一样，
用心有力用情担负起了职责使
命： 经常给姐妹俩和她们的奶

奶（被赵萍称为“老姐”）打电
话， 对对方的学习和生活嘘寒
问暖；每次到泡瓜林村时，总会
按需给姐妹俩带去玩具、书包、
书籍和食品， 跟姐妹俩交流谈
心，对其进行作业辅导、行为引
导、性格塑造，倾注了浓浓而无
私的母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赵萍与姐
妹俩打成一片、亲如一家，便发
生了罗丽给赵萍写信说说心里
话的感人故事。

一幕难忘的情景
孩子送来一大束花

大爱无疆，母爱如海！如今，
在泡瓜林村，除了罗敏、罗丽这
对姐妹俩，赵萍还先后成为胡亿
航、胡彭、苟朝杨、余佳欣等 5 个
留守儿童的“代理妈妈”，也给了
对方无尽的母爱。

2017 年以来， 为了这群没
有血缘关系的“骨肉”，赵萍除了
平时的密切联系、 努力关心，先
后 30 多次从昭通经 4 个小时的
车程，去泡瓜林村开展脱贫攻坚
工作，抽空走访家长、师生和邻

居， 每次总要花几天时间去看
望、陪伴、帮扶、引导“子女们”，
给他们讲故事、送礼物、发奖品。
为此，赵萍付出了许多，也收获
了很多，一直乐在其中，“从没感
觉到劳累”。

对赵萍来说，这 7 个留守儿
童的每一张笑脸、每一点变化和
每一次进步， 她都看在眼里、乐
在心里：“现在，通过我不断地教
育和引导，罗敏和罗丽变得讲卫
生了，衣服穿得干净，家里的物
品摆放得很整齐， 学习更用功
了， 罗丽上学期还考了 100 分；
以前不爱说话的胡亿航逐渐开
朗起来了；性格好动的胡彭做作
业时比以前专注多了；余佳欣的
笑容更多了……”

“至今，我依然忘不了我在
盐津县滩头乡新田村当‘代理妈
妈’时，一个小学生大清早跑到
山上， 摘了一大把野苦荞花，再
用青草把花捆扎起来送给我的
情景。 ”每每说起自己给“子女
们”讲故事时，赵萍总会浮现出
这样的幸福场景：孩子们两手托
起小耳朵，用心地听故事；讲完
故事后，争先恐后地举起小手发
言，像一群“叽叽喳喳”闹个不停
的小鸟；讲完故事后，纷纷“小鸟
依人”地投入她的怀抱里。

值得一提的是，从 2012 年，
赵萍就紧跟着昭通市审计局“代
理妈妈”志愿服务队开展公益服
务至今， 先后成为 20 多个留守
儿童的“代理妈妈”，与“子女们”
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保持着深
厚的母子或母女关系。

一个志愿者团队
让 800 名儿童沐浴爱

“作为代理妈妈，我不是一
个人在战斗！ 现在，我们单位的
其他全部 33 个女同事也跟我一
样，都在为留守儿童做些事情！”

赵萍说。
2017 年 10 月， 昭通市审

计局开始挂钩扶贫泡瓜林村
以来，继续开展“代理妈妈”全
覆盖活动， 该局的 34 名女干
部职工倾情出动，按照本单位
提出的“携手、传情、关爱、帮
助”帮扶主题，实施“大手牵小
手”文明共建活动，对泡瓜林
村 4 所小学 221 名留守儿童进
行结对关爱全覆盖，并通过送
物资 、做家访 、做游戏 、讲故
事、搞辅导等方式，让“代理妈
妈”的爱沐浴到每一个留守娃
娃，让受助留守儿童切实感受
到“身有人护、心有人疼、难有
人帮、学有所教”的家庭温暖，
让孩子们的童年生活不再缺
失母爱，用真情真爱促进孩子
健康快乐地成长。

另据了解，近 3 年来，昭通
市审计局结合泡瓜林村实际，
除了开展精准扶贫、“代理妈
妈”志愿服务，还积极开展 12
期针对当地农村留守儿童的普
法宣传、诚信教育和感恩教育活
动，为当地留守儿童、社区少年
宫学生捐款捐物合计 5 万余元，
赠送书籍 2000 余册， 在农村留
守儿童心中根植起爱心、 上进
心、感恩心和守法心。

让人感怀的是，泡瓜林村仅
仅只是最近 9 年来昭通市审计
局“代理妈妈”志愿服务队工作
覆盖的一个点而已。 9 年来，“代
理妈妈”们先后来到昭阳区苏甲
乡井底村、盐津县滩头乡新田村
等地，为当地留守儿童送去浓浓
的母爱。

早在 2012 年， 昭通市审计
局就在昭通全市范围内率先组
成了一支“代理妈妈”志愿服务
队， 本单位的全部女职工都入
队，开展“代理妈妈”公益活动。

如今，这支“代理妈妈”志愿
服务队已持之以恒地在关爱留
守儿童的这条路上走过了整整
9 年的历程，一代代“代理妈妈”
们洒下了无数爱的足迹：通过电
话督促、实地家访、不定期辅导
作业等方式，用真心做好孩子的
学习成长工作； 通过做一顿饭、
理一次发、过一次生日、讲一个
故事等方式，用真爱浇灌孩子健
康成长，抹去童年的孤独；通过
亲子陪伴、与妈妈的一天、歌声
中的少年、 心灵沟通等方式，用
真情填补孩子童年生活中母爱
的缺失。

一份坚守母爱无边，一路芬
芳馨香满园！ 9 年来，昭通市审
计局的女同胞们一直致力于开
展“代理妈妈”志愿服务活动，周
美娟、何丽萍等 5 位代理妈妈因
年龄退休了，王思语等年轻女同
事立即接过爱的接力棒，先后把
浓浓的母爱厚植在 800 余名留
守儿童的身心里，为受助留守儿
童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

（据《春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