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走访慰问
传递爱的温暖

各地精心组织筹划、严密部
署落实， 统筹未成年保护机构、
儿童福利机构、乡镇（街道）未保
工作站、村（居）民委员会及儿童
督导员、儿童主任等基层工作力
量，针对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和“关爱工程”三年行动摸底
的困境儿童进行一次走访探视，
并做好信息采集，及时更新儿童
福利信息系统。 萍乡市民政局领
导带队，为困境儿童送上节日问
候。 宜春市协调多方力量，组织
志愿者走访陪伴留守儿童，做儿
童成长路上的陪伴者、 筑梦者、
守护者。

一次政策宣讲
共建爱的长城

各地组织社会专业力量，开
展法律政策宣讲， 进一步指导村
（居）民委员会督促指导困境儿童
监护人或受委托照料人切实履行
监护主体责任或委托照料职责。
赣州市组织困境儿童及家长们观
看未成年人保护政策法规宣传
片。上饶市组织专业老师开展“未
成年人自我保护”主题讲座，督促
未成年人监护人认真履行监护主
体责任，加强对儿童的亲情关爱、
情感关心。 南昌市组织教师和在
校学生， 开展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法制宣传、扶贫助困、心理抚慰、
教育指导和亲情代理行动。 金溪

县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作用，
帮助留守儿童与在外务工的父母
进行视频连线， 让留守儿童感受
与父母“久别重逢”的快乐。

一次安全检查
筑牢爱的防线

各地按照新型冠状病毒“乙
类乙管” 防护及居住环境安全的
要求，加强安全宣传教育。抚州市
组织小朋友及家长共同观看防疫
知识科普宣传片《“阳” 了怎么
办》，养成“戴口罩、勤洗手、常通
风、不聚集”等良好习惯，提高自
我防护能力。 景德镇市组织志愿
者走村入户， 向家长和儿童详细
讲解防寒防冻、防火灾、防触电、
防取暖过程中煤气和一氧化碳中
毒等安全知识，并进行安全检查。
贵溪市慈善总会发放“爱心防疫
包”500 余份，解决困境儿童日常
防护等需求。 余干县为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送去“爱心防疫包”。

一次心理关爱
彰显爱的力量

各地组织专业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者、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为
困境儿童提供心理健康评估，开
展心理疏导、社会融入、家庭关系
调适等服务。 南昌市协调组织专
业力量， 通过读书分享、 亲情陪
伴、手工制作等方式，引导青少年
儿童培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 鹰潭市月湖区邀请赣鄱红
色娘子军宣讲团家庭教育讲师设
立疫情背景下心理疏导健康讲
座。 萍乡市牵手多家社会组织利
用童心港湾、 儿童之家等关爱服
务平台， 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娱和
心理关爱活动。万安县组织“童伴
妈妈”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给予困
境儿童更多精神上的关爱。

“一对一”亲情结对
牵起爱的纽带

各地广泛动员巾帼志愿者、
文明实践员等爱心力量、 志愿
者，与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
等建立帮扶对子。 九江市相关部
门联合组织丰富多彩的关爱活
动，积极动员党员干部、青年志
愿者和巾帼志愿服务队与留守
儿童结成帮扶对子，对实行一对
一有效帮扶。 吉安市动员巾帼志

愿者、 文明实践员等爱心力量，
与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建
立帮扶对子，用心用情做好儿童
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守护人、筑
梦人。 新余市开展“把爱带回家”
关心关爱活动， 增进了感情，收
获了信任，为留守儿童们带去精
神上的鼓励。

一系列课外活动
强化爱的传承

各地整合阵地资源，开展多
形式的文娱活动。 乐安县组织困
境儿童参观红色基地展示馆、县
博物馆、VR 体验馆等研学基地，
让他们快乐学习、增长见识。 靖
安县充分挖掘春节文化内涵，
“童伴妈妈” 悉心教导孩子们认
真描绘画卷、绘画游戏，组织孩
子们进行别开生面的羽毛球比
赛、风味年俗知识竞赛、趣味运
动踩气球等活动。 乐平市组织
“童伴妈妈” 与留守儿童一起绘
制年画、书写对联、集体游戏、共
庆生日等方式让留守儿童在节
日期间感受到温暖和陪伴，洋溢
着浓浓的温馨与幸福。

（据江西省民政厅）

”

为做好寒假春节期间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
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江西各地开展

“情暖新春 共护未来”关爱服务活动,各地充分发挥未保机
构作用，积极协调各方力量，整合阵地资源，开展“六个一”服
务，把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传递到儿童及其家庭中
去，确保困境儿童温暖过冬、幸福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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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各地开展

“情暖新春 共护未来”关爱困境儿童服务活动

日前，辽宁省部署开展“情
暖新春 共护未来”2023 年寒假
春节期间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农村留守儿童等各类困境儿
童关爱服务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 各地积极
行动，由民政部门牵头，统筹儿
童福利机构、 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站、村(居) 民委员会等
主要工作阵地和儿童督导员、
儿童主任等基层工作力量，在
寒假春节期间对本地区困境儿
童进行全覆盖走访探视， 重点
了解儿童监护或委托照料状
况、健康情况、寒假春节期间儿
童去向和面临的困难问题等。
针对困境儿童的实际困难，明
确专人做好关爱服务工作，保
证儿童在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
能够得到关爱服务。 排查中发

现父母均在外地过年的农村留
守儿童，由村(居)民委员会督促
指导其监护人或受委托照料人
认真履行监护主体责任或委托
照料职责， 并加强与儿童的亲
情沟通。 对于父母及其他监护
人因突发事件影响、 不能履行
监护和抚养责任的， 由所在地
民政部门采取临时监护、 优化
简化审批程序落实保障政策、
启动临时救助等方式， 第一时
间将儿童保护起来。

截至目前， 全省共走访探
视 2 万多名困境儿童， 妥善安
置 68 名无人照料儿童，督促指
导外出务工父母与被委托照护
人签订 800 余份委托照护协
议， 协调解决 200 名困难儿童
就医问题， 临时帮扶救助近
6000 名困境儿童。

（据辽宁省民政厅）

辽宁寒假春节期间开展
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根据国务院未保办《关于
开展情暖新春、 共护未来 2023
年寒假春节期间困境儿童关爱
服务活动的通知》 和湖北省民
政厅开展关爱帮扶困难群众
“五大行动” 部署安排，2023 年
寒假春节期间， 湖北省各地积
极开展“情暖新春、共护未来”
活动， 全方位关心关爱困境儿
童、农村留守儿童。

竹山县未保办、民政局围绕
“情暖新春、共护未来”主题，以
“六个一”为抓手，即开展一次走
访慰问、 一次心理健康关爱服
务、“一对一” 亲情结对帮扶、一
次政策宣讲、 一次安全检查、一
系列课外活动，扎实开展困境儿
童关爱服务活动。县民政局采购
学习用品、防疫物品、吉祥兔等
儿童关爱服务大礼包， 结合家
访、走访慰问活动，为部分困境

儿童进行了入户发放。
来凤县民政局组织工作人

员对全县 90名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进行逐一家访慰问。走访过程
中，工作人员主要围绕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的生活环境、 学校环
境、保障资金发放、社会帮扶等
情况，直接与儿童及监护人开展
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儿童的生
活、学习、家庭情况以及实际需
求，了解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和
内心愿望，向监护人宣传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救助政策、 监护知
识，确保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
保障政策落实到位、健康成长。

洪湖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联合市妇联， 组织心灵驿站社
工机构共同开展“情暖新春?共
护未来”2023 寒假春节期间困
境儿童关爱服务系列活动，为
50 余名困境儿童送去了社会的

关爱和党的温暖。 在走访慰问
中， 工作人员与困境儿童及监
护人进行亲切交流， 全面了解
困境儿童的学习、生活、健康情
况， 并鼓励困境儿童要自信自
强，保持乐观心态，勇敢面对生
活中的困难和挑战； 同时激励
困境儿童要珍惜时光， 刻苦学
习知识，培养优良品质。

据初步统计，2023年元旦以
来， 湖北省各级民政系统共走访
慰问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等各类困境儿童
近 13 万人次， 为 15000 多名困
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了各类物
资帮扶，为困境儿童发放卫生健
康防疫包 38200份，开展了 1184
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法律法规政
策宣讲活动， 使广大未成年人尤
其是困境未成年人温暖过冬、幸
福过年。 （据《湖北日报》）

湖北各地积极开展
“情暖新春、共护未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