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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
告》 显示，2020 年我国青少年抑
郁检出率为 24.6%， 其中重度抑
郁为 7.4%。 普通青少年心理健康
问题已逐渐成为社会性议题，不
容忽视。

医疗水平提升、社会关注增
多，普通青少年心理问题得到有
效缓解。 但在一些偏远地区，由
于资源不足，现有帮扶手段较难
改善困境青年群体心理状况，个
体融合发展专业性较低。 在这个
过程中， 社会工作被寄予希望，
通过专业手段找到行之有效的
方法解决发展困境， 成为政府、
民间协同发力的目标。

叩开困境儿童的心灵之门

北京市通州区的张丽（化
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弟弟属
于心智障碍患者，父母对其关爱
有加，这让尚在成长期的姐姐时
常对父母抱怨，情绪低落，家人
多次开导未果。 儿子每月大量治
疗费用本就让一家人一筹莫展，
女儿的“闹腾”更让这个家庭苦
不堪言。 最终，张丽的丈夫外出
打工，她自己在家照料孩子。

当地民政、居委了解情况后
上门探望，但几乎每次都未能成
行。 女儿不愿意开门配合让张丽
很是头疼，导致自己也慢慢自闭
起来。

春晖博爱儿童工作督导员了
解到这家人的遭遇后， 开始“问
诊”“开方”，但第一次探访吃了闭
门羹。随后，督导员拿着民政部门
早前入户调查表上的统计信息，
通过专业方式制定帮助计划，开
展第二次探访。 这次督导员带着
张丽女儿喜欢的玩具陪她玩耍，
游戏互动， 不经意间完成了对张
丽女儿的情绪评估。

游戏中，女儿真实输出了自
身情感，评估儿童工作督导员获
得了真实信息，这成为社会工作
专业化的体现。 之后，张丽也逐
渐打开了心扉。 从最初的回避，
到如今隔着老远就与督导员打
招呼，拉着聊家常，张丽一股脑
将多年生活的积怨全部倒出，督
导员们的倾听让她有了很好的
情感释放。

在这个过程中，专业方式沟
通让困境者心理纾困成本降低。

“如果入户都问一些敏感问
题会刺激孩子， 也会让孩子产生
逆反心理，不愿意配合评估。 ”春
晖博爱联合创始人邢戎表示，春
晖博爱儿童工作督导员有一套专
业方法，比如上门探访，老师会根
据当地政府提供的在册材料，有

针对性地带上相应的玩具， 见到
孩子后先跟孩子游戏， 再慢慢让
孩子进入状态， 这有利于走进孩
子心里，增强评估效果。

“春晖博爱老师多年与孩子
打交道， 有着完整的方法和工
具，通过游戏方式很容易与孩子
建立起信任感。 上门带着玩具前
往， 很快就能与孩子打成一片，
用孩子的语言沟通消除彼此不
对等。 ”邢戎补充道。

打造专业评估和融合发展
路径

据介绍，春晖博爱以生态系
统理论为指南，设计了一套标准
化的评估量表，以评估困境儿童
所面临的多重挑战。

邢戎表示，评估不是目的而
是开始，是帮助全面了解儿童生
活状态和挑战的工具，基于评估
给儿童制定一对一个性化支持
计划。 春晖博爱儿童工作督导
员在困境儿童基础评估中发
现， 自我认知和家庭支持最困
扰儿童成长， 近六成的困境儿
童自评生活质量处于中下等，
低自尊、低自信，学业、社交、师
生关系都需要提高。 亲子沟通、
亲子依恋也都成为困扰儿童和
家庭重要课题。

除了运用个性化方式精准
“纾困”困境儿童心理，打造融合
发展观， 增强儿童和家庭抗逆
力，解决人格发展困境，也是春
晖博爱专业性的另一方面。

邢戎介绍，“儿童活动中心就
是一种日常生活场景的再造，为
困境儿童在原有主要生活场域之
外建起一种新的人与人相处的场
景，并在场景中接纳儿童、建立自
尊、给予认可、融入群体。 在这样
的氛围中，儿童原本扭曲、萎缩、
压抑的内在自我和人格逐步得以
舒展、疗愈与发展。 ”

社会组织与政府有效协同

2019至 2020年，春晖博爱公
益基金会分别承接了贵州省儿童
福利机构重大风险评估、 贵州省
儿童福利机构儿童心理健康和德
育基本状况评估、 铜仁市散居孤
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养育状况
评估三个评估项目， 摸排了解了
困境儿童面临的诸多挑战及养育
现状。 这为基金会扩大服务群体
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2021 年，基金会与贵州省未
成年人保护试点工作服务项目在
铜仁市落地，以铜仁市江口、沿河
两县为试点地区， 着力打造儿童

福利服务示范中心， 为试点区域
儿童提供专业化服务及支持。

在一次筛查中，春晖博爱儿
童工作督导员遇到一个特殊的
案例。 某家庭有两个女儿，母亲
离家出走，父亲因性侵大女儿被
判刑，刑期即将结束，但回家后
父亲还将与两个女儿一同居住。
这让督导员看到了风险，他们评
估后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民政
部门，并强烈建议相关部门关注
这个问题。 同时，春晖博爱为孩
子和其家庭提供持续的心理支
持， 及时关注孩子的身心变化，
引导孩子健康成长。

督导员在给民政部门汇报
的同时还给孩子进行了心理评
估。 测评显示，孩子属于边缘性
心理抑郁， 自我价值认同感很
低，处于崩溃边缘。 督导员在评
估阶段与政府协同推进，干预阶
段则需要政府部门链接不同部
门资源，落实低保、事实孤儿补
贴等政策。

筛查、评估、干预、预防……
每一步动作，春晖博爱儿童工作
督导员都会携手政府一块完成。
邢戎谈道，在筛查中有些孩子看
起来较为正常，但评估结果显示
他很可能处于心理抑郁边缘。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会首先告
诉相关政府部门，因为不干预可
能导致事态朝着严重方向发展。
如果是普遍现象，政府会要求儿
童工作督导员制定一套帮助方
案。 可以说，每个阶段都离不开
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密切协同，在
这个过程中双方产生很好的互
动和互信。 ”

专业人才亟待补充

人才匮乏是社会组织发展
中遇到的最大挑战。

春晖博爱儿童工作督导员
进驻贵州开展项目时，在招募人
员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
让基金会始料未及。

据基金会工作人员介绍，很
多当地人热衷公务员考试， 一些

项目团队的人员进来时甚至直接
表明，备考公务员是个人目标，而
平均工资低也难以留住人员。

春晖博爱儿童工作督导员
经研判后，通过提高项目人员工
资标准以及提升人员在工作中
的成就感和获得感等方式，想方
设法留住人才。

“我们会提供相当于当地教
师水平的工资，也积极与政府部
门合作，争取把这些岗位纳入公
益岗位， 让其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时， 我们也注重人员培训，提
高其专业技能，让其在工作中获
得成就感、专业度，让员工有被
需要的感。 可以说，工资+情感双
向留人的方式取得了一定效
果。 ”邢戎表示。

田晓燕是春晖博爱公益基
金会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困境儿
童家访中，困境儿童屋中的异味
令她十分震惊。 简单交流后，她
发现孩子们心理特别脆弱。 而一
些看似生活、学习两不误的独立
孩子，从三年级开始便一个人生
活，坚强背后难掩恐惧。 这些无
不时刻困扰着孩子。

在田晓燕的干预下，困境儿
童心理状况逐步改善，从之前郁
郁寡欢到喜笑颜开，从独自活动
到团队共融，孩子们的变化也让
她喜上眉梢，自己也真心爱上了
这个工作。

邢戎表示，从数量和质量上
看，当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儿童福利
和保护服务需求。“一是当地儿
童工作督导员招聘困难，尤其是
地处偏远山区的儿童工作督导
员类的人才特别缺乏，很难招聘
到有一定专业基础的儿童工作
督导员。 二是下沉到社区、乡村
人员的工资待遇较低，留不住人
才，培养一段时间后，有一定经
验的人才容易流失。 三是人员流
动性大，主要是基层儿童工作督
导员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职业
发展前景不明确，造成人才不安
定，流动性大。 ”

据了解， 基金会贵州项目中

共计有 24 名春晖博爱儿童工作
督导员。 按照春晖博爱的项目设
计，团队服务期满撤离后，培训的
当地员工要能够继续执行项目，
落实帮助困境儿童成长目标。

目前，贵州省已明确，项目
实施三年后，政府将通过购买服
务的形式继续支持运营。

公益产品化可复制推广

可否复制、推广是检验公益项
目社会化效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十余年间，春晖博爱公益基
金会与民政部门开展了一系列
互信共赢的业务合作关系，在贵
州省、河南省及北京市拥有多年
困境儿童及家庭关爱服务经验，
依托 30 余名拥有 10 到 20 年专
业儿童工作经验的专家队伍，建
立起了一整套困境儿童家庭关
爱服务流程和评估工具。

“在形成公益产品的过程
中，部分评估工作和依据已经形
成公益产品并逐步推广。 如儿童
福利机构重大风险评估、家庭监
护能力状况评估、未成年人家庭
监护能力评估指南系统等。 ”邢
戎透露，基金会计划三年内在东
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分别选择一
个试点省份探索模式，并逐步向
全国推广，同时建立起政府政策
引领与社会组织专业指导相互
结合的示范工作机制。

邢戎表示，基金会将依据评
估结果呈现的个性化需求，为困
境儿童提供系统个案跟进、小组
活动、社区服务等不同形式的个
性化、专业化服务；为家长提供
家庭教育指导、 增能培训等服
务，推动建设以社区儿童活动中
心为基地的家庭教育支持平台；
打造困境儿童家庭支持体系，增
强其风险抵御能力，促进困境儿
童健康成长。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市
已有九家社会组织开始应用家
庭监护能力状况评价估量表，未
来也将在春晖博爱的指导下在
其他地区进行复制推广。

社会工作专业先行

为困境儿童人格融合发展“问诊”“开方”

春晖博爱儿童工作督导员与孩子交流沟通

“看，姐姐给你带来了上次你想要的玩具熊猫，咱们一
块牵手熊猫跳舞吧。 ”在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儿童

工作督导员的鼓励下，来自北京通州的 10 岁女孩小丽终于鼓
足勇气站到了众人中间一起跳舞。 而从早前的闷闷不乐到现
在的喜笑颜开，中间的转变并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