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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

蓝信封：
用书信帮助 2 万名留守儿童

有些“天大的秘密”
无人倾听

在蓝信封的办公地，有一个
专门存放信件的办公室。 每天，
约 1000 封手写信寄往此处，有
的是志愿者写给结对留守儿童
的， 有的是留守儿童的手写信。
蓝信封的专职人员负责把信件
影印，传给信的另一边。

在他们看来，志愿者正通过
相互通信的方式，让父母不在身
边的孩子能得到陪伴和慰藉。有
时， 好奇瞥了一眼端正的字迹，
通信的内容有时让工作人员动
容；有时，信中的情况让他们紧
张；有时，则是对一系列天真可
爱的对话，忍俊不禁。

每一天，每一封回信，都在
填补孩子心里的一个“洞”。

志愿者豆豆在第一次收到
留守儿童小姿的信时，对方在信
里写道：“感到心中有一个‘洞’，
一个人在那里飘，无法埋上的洞
……姐姐（哥哥），难道我看书多
是我的错吗？ ”和许多留守儿童
一样，她重视朋友，却刚刚融入
新环境，被排挤，委屈无处诉说。

志愿者小丽收到第一封来
信时，那个远方的孩子不相信有
人陪伴自己， 才 13 岁的她说：
“我的妈妈在我 2 岁就离开了，
我爸爸在广东打工，我和爷爷奶
奶住在一起。您真的会像老师那
样写信陪我吗？ 您会给我回信
吗？ 您不回信也没关系，我早就
习惯了。 ”

孩子们没想到的是，信的对
面， 志愿者已暗自许下诺言：从

现在开始的一年半，都将用书信
和孩子一起面对那些永远无法
说出口的孤单。 第一封信，小丽
对妹妹说：“我在广州工作，我会
在这里静静地陪着你， 听你说
话，也给你说说我的故事。 我们
要成为好朋友啊！ ”

而豆豆在第一封回信中亦
是推心置腹写道：“你可是姐姐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到的
小宝贝呢……我们都喜欢肖战，
我们都喜欢侦探推理小说，我们
也都是天上孤独的星星需要彼
此靠近……”这些开场白不自觉
地，把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

孩子们在每次书信中，一点
点地溢出自己的心事。有时是打
架了，有时是早恋，有时是被孤
立，有时是愤懑不平……家里的
爷爷奶奶辈很难察觉少年心中
“天大的事”，父母总会把问题扯
到学习上。 这些秘密，一直没人
倾听。

写信的哥哥姐姐在回信中
回想起自己类似的成长经历，同
时也尽可能地支招。一位志愿者
说：“支招并非否认他们，而是肯
定他们的分享，发挥同理心理解
他们这些苦恼背后的故事和原
因，说说自己的经历，提供更多
选择。 ”

7 天一回信
有时并不容易

写信的近 3 万名志愿者中，
大部分是大学生，同时也不乏在
职人士。

当他们决定成为志愿者，按
照约定，便要在收到孩子信件的

7 天内回信。 减去信件在路途中
的时间， 至少一个月要写一封
信，一年半时间写下 18 封信，也
收获 18 封信。 现在的人们学习
和工作越来越忙，这个频率对大
家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挑战。

“我们会通过考核筛选合适
且愿意长期和孩子通信的志愿
者，初期还会模拟写信，并且进行
线上培训。 ”蓝信封一位工作人员
透露，“我们不需要志愿者在孩子
这成为榜样完美的大人， 更重要
的是， 接纳真实的孩子， 接纳自
己，展现自我。 当一个人的想法得
到回应，就会分享更多。 ”

说易行难， 蓝信封同时还会
给予志愿者支持，比如定时提醒，
或者疑难解答。 其中，心理咨询师
一馨加入蓝信封后， 每天需要处
理上百条通信志愿者的咨询案
例，通信孩子的“早恋”“厌学”“打
架” 甚至极端想法被赤裸裸地宣
泄于信纸上，有时大家无法应对。

一馨鼓励志愿者无条件地
接纳孩子的情绪，把各类负面情
绪汇总为 12 个故事， 运用心理
学理论向志愿者支招，遇到极端

个案，还会和其他工作人员及时
联动当地学校进行介入。令她欣
喜的是，在多番通信后，不少孩
子都越来越喜欢和志愿者分享
更多情绪。

有孩子在最后一封信里写
道：“哥哥，你是我的亲人！”还有
的写：“一个大姐姐和农村的一
对兄妹通信，等到这对兄妹成年
时，参加了这个节目，希望能找
到这个姐姐，结果这个姐姐出现
在节目现场， 这对兄妹哭了，我
也哭了，如果可以，我以后也要
找到你，和你谈天论地，哈哈！ ”

与此同时，大人也有大人的
烦恼。

工作、就业、学习、情感……
人生并不一帆风顺。蓝信封并不
要求志愿者不能分享负面情绪，
他们同样可以分享自己的缺点
和难处。 豆豆也遇到过艰难时
光，令她诧异的是，信对面的孩
子写道：“姐姐是我见过最坚强
的了，姐姐最棒！ ”

还有的志愿者在异乡求学，
孤独无助。 转眼间，收到孩子的
来信，一个内向腼腆的小男孩摇

身一变成了小大人， 宽慰自
己———“这很正常……海绵姐
姐，既然你和你的闺蜜像海绵宝
宝和派大星一样，那我就当小蜗
吧。 我也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

大人们那些艰难的时刻，被
孩子们治愈了。 还有的孩子说：

“姐姐，我给你介绍另一半吧，是
我的家里人。”看到这里时，看信
的人忍俊不禁。而蓝信封的工作
人员知道，孩子已经真真切切把
信的另一边“一个穿着蓝衣服、
写着蓝信封的人”想象成自己的
亲人。

这些书信
他们曾压在枕头下

书信不能解决整个留守儿
童产生的社会问题。但在蓝信封
看来，书信正在解决一直被忽略
的问题。

蓝信封发起人周文华想起
了自己读研二的时候，在报刊亭
前看到一条骇人听闻的新闻：

“12 岁的安徽留守儿童章杨宇
在村祠堂后的一间小屋中自杀
身亡。 在此之前，他亲了亲陪伴
自己的爷爷，还给父母留下了一
封遗书：你们每次离开我都很伤
心，这也是我自杀的原因……”

那时的周文华担任一网络
论坛的心灵版版主，他决定发起
公益项目， 用书信陪伴留守儿
童。于是，成立团队、留守儿童地
区调研、 学校结对……一次，他
到湖南省汉寿县发现，很多孩子
会给父母写很多信，但这些信都
藏在枕头下面，不好意思寄出。

而基于书信疗愈的蓝信封
留守儿童心理支持项目中，他们
结对学校，招募志愿者，培训，然
后结对写信， 期间不断赋能支
持，写信期结束后，还会访谈调
研了解项目成效。 他们发现：
亲情缺失下的留守儿童经常具
有更强烈的倾诉欲望。

外界一直为留守儿童家庭
套上了“贫困”的标签，但实际
上， 他们真正面临的问题是：当
倾诉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厌学情
绪、暴力倾向、孤僻性格较为容
易形成；如倾诉需求长期得不到
满足，将诱发厌学到辍学，暴力
倾向到犯罪行为、忧郁性格到自
杀倾向等一系列问题行为。

一位蓝信封工作人员还记
得，疫情期间，他们走进了一所学
校调研探访。 其中一个孩子父母
给志愿者做了一顿饭吃， 一遍遍
聊着孩子的成绩：“那个孩子其实
很聪明，但不听话，离家出走了两
三次。 ”工作人员回忆道，家长说
着眼眶就红了，“他们必须出外打
工挣钱， 但他们不知怎么教育好
下一代，觉得自己很失败”。

还有更多时候，孩子们沉迷
玩手机，“这其实是他们情绪的
一个疏导，但家长可能看到他们
玩手机就火了， 没办法沟通，一
沟通就争执起来， 矛盾一直存
在”。该工作人员说，其实邀请孩
子们参加蓝信封，和志愿者分享
自己的情绪，也是在和手机抢时
间，希望书信成为他们认识外界
的渠道，感受到爱和被爱，成长
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

（据“善城广州”）

过去 13 年，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以下简称“蓝信
封”）带动了近 3 万名志愿者，为广东、湖南 、四川 、河

南、贵州等地逾 400 所乡村中学约 2 万名留守儿童，提供过一对
一书信陪伴服务，书信往来超过 32 万封。

日前，蓝信封的《基于书信疗愈的蓝信封留守儿童心理支持
项目》入选 2020 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
宣传推选活动的“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名单。

即便相隔千里互不相识，即便一开始是抱着给予的态度，然
而，在一次次收到书信并在 7 天内回信后，许多志愿者都被孩子
天真和淳朴的话语打动了，他们发现，写信的同时，是自己陪伴
孩子，也是孩子陪伴自己

■ 余和

蓝信封成堆的信（最前面那几封有点露出信息需要打码）

写信人和收信人合影

湖南省平江县余坪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收到哥哥姐姐的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