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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央视记者的调查，张启刚
的班主任回忆，4 个孩子从 5 月
8 号开始就都没上学了。 这一个
多月里她和邻居还有村干部去
家访很多次，始终敲不开门见不
到人，但通过邻居能确认他们在
家。 中间有一次曾敲开过门，最
小的一个妹妹打开最里面的门
告诉他们， 说哥哥不让去上学。
有一次村干部敲门后，张启刚向
他承诺说会让妹妹去上学的，但
也没有兑现。

尽管对教育质量有争论，但
教育是一种义务，基本的义务教
育体系也早已建成，这是不争的
事实。

心理问题缺乏重视

贫困、教育不是主要的直接
原因，那么究竟这四个孩子为什
么会自杀呢？ 要使悲剧不再重演
就必须找到悲剧产生的原因。 随
着警方对张启刚遗书的披露，心
理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
你们对我的好， 但是我该走了。
我曾经发誓活不过 15 岁， 死亡
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

是什么让一个孩子发誓活
不过 15 岁？

贵州省民政厅披露的家庭
情况给出了一定的答案。

“张方其、任希芬夫妇在海
南生活期间有打骂孩子情况，长
子张启刚曾被父亲责打手臂脱
臼，耳朵被扯伤留有疤痕。 2011
年回乡后，夫妻感情恶化，时常
吵架和打闹，男方曾将女方打伤

住院。 女方于 2013 年 2 月离家
出走， 随后男方时常外出打工，
家庭日常事务主要由长子张启
刚承担， 包括照顾三个妹妹、饲
养生猪等。 在父母先后离家后，4
个子女性情发生变化，不愿与外
界接触，经常闭门不出，甚至亲
属也叫不开门。 ”

而自杀事件发生后，村民拨
打了 100 多次张方其留下的联
系方式也没有联系到他的事实
更让人无语。

父母的不合， 长期的留守生
活， 对孩子的心理不可避免地产
生巨大的影响。而这并不是孤例。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2014 年针对河南、安徽、湖南、江
西、重庆、贵州 6 个劳务输出大
省（市）中 12 个县（市、区）的调
研显示， 留守儿童负面情绪重，
女童尤其自卑。 46.0%的留守儿
童会感到烦躁，39.8%会感到孤
独，37.7%会闷闷不乐，19.7%会无
缘无故发脾气。

在此前，无论是政府还是人
们的公益慈善行为， 着重关注的
都是留守儿童的就学和生活。 政
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义务
教育的投入， 加上民间扶贫助学
的努力， 已经为解决这两类问题
建立了系统的体制机制， 需要努
力的是不断查漏补缺、提高水平。

而留守儿童的心理等精神问
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缺少
体系建设。

社工介入心灵救护

谁来抚慰留守儿童的心灵

呢？ 陈日发表示，为贯彻落实李
克强总理、王勇国务委员的批示
要求，民政部决定会同有关部门
开展社会救助专项督查，重点督
查临时救助制度落实情况。 会同
财政部进一步抓好“救急难”综
合试点，帮助群众及时解决生活
困难， 在提供物质救助的同时，
通过社工介入等方式为救助对
象提供心理关爱。

陈日发提到的社工，是一门
助人的专业，相对于医学关注在
人类生理运作，心理学关注在个
人心理现象，社会工作的焦点在
于人类与环境的互动，目的在协
助个人、家庭、团体、社区能适应
所在的社会环境脉络，增强或恢
复其社会功能的能量，及创造有
利于达成目标的社会条件的一
种专业活动，以预防或舒缓社会
问题。

社会工作在基层开展，社会
工作者的工作区域会落实并针
对具体的社区和人，长期开展工
作。 这就与一般的公益慈善组织
捐钱、捐物资的一次性或短期性
帮助区别开来。

对于儿童工作，社工既可以
驻校， 也可以在社区开展工作。
通过小组、个案等专业服务解决
儿童的各种成长问题。

社工的介入，对构建留守儿
童与父母亲人的和谐关系将发
挥巨大的作用。

映诺社区发展机构开通的
“留守儿童热线”，就是一个同时
关注工厂父母与学校留守儿童

并将双方联系起来的综合性项
目。 项目人员分驻工厂与打工父
母孩子集中的老家学校，以孩子
与父母能够无障碍沟通为目标。

如果张启刚等四个孩子与
父亲之间不是长期处于事实失
联状态，如果当地有社工提前介
入，悲剧或许不会发生。

目标：到 2020 年广泛参与

2014年 5月 1日实施的《社
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发挥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作用，为
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社会融入、能
力提升、心理疏导等专业服务。

问题是，由于社会工作在我
国开展仅有三十多年，对很多地
方来说还是新生事物。 目前，只
有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
发展较快， 但同样面临政策、资
金、人才、进入社区、项目等多方
面问题。

贵州这样的地区社会工作
发展明显滞后，“目前全省社会
工作从业人员约有 1 万多人，主
要包括省民政厅近年培训的全
省上万名社工人员及通过全国
社工职业水平资格考试（持证）
的 627 人。 ”贵州省社工中心主
任助理罗蓉在贵州国际社工日
宣传活动期间介绍，持证社工中
有约一半在贵阳。 据测算，在贵
州经济社会发展至少需 4 万多
名专业社工，目前仍存在三万多
人的缺口。

作为主管部门，民政部设有
社会工作司，着力促进社会工作
在全国的发展。 而查阅毕节市民
政局的机构设置，目前还没有专
门的社工科室。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的
统计， 目前中国已经有 18 个省
（市）级社会工作行业组织，而贵
州省级目前尚没有此类组织。

6 月 10 日，民政部网站公布
了民政部、财政部 5 月 4 日联合
制定的《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救助
领域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意
见提出争取到 2020 年，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广泛参
与社会救助，社会救助工作人员
普遍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知
识与方法的局面初步形成，社会
救助领域社会工作的可及范围
和受益人群显著扩大，专业作用
和服务效果不断增强。 同时要求
从投入力度、教育培训、研究宣
传、工作试点四个方面切实加强
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的支持
保障。

社工介入的速度将有可能
得到提升。

当然，社会工作不是儿童心
理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 陈日发
表示，民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积
极推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体系建设，在依托有关部门推进
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同时，
也充分发挥社区建设、 社会组
织、 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作用，形
成工作合力，推动建立留守儿童
关爱服务体系。

� �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
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
员杨团

毕节事件凸显中国城乡差
别已不是差别 ，而是鸿沟 ，是吞
噬生命的大裂谷。 经历过汶川地
震的人都知道那一刻的恐怖，但
现在那种恐怖时时侵袭着我们
的乡村，我们的孩子。 关注农村、
守护生命， 不仅是关注孩子，还
有他们在外打拼的父母、在家种
地的爷爷奶奶。 不是用怜悯同情
和大包大揽的方式去救济，而是
支持他们以合作与联合的方式
真正自己站起来， 改变现状，做
生活的主人。 这绝非小修小补、
个别救济政策能奏效的，三农领

域的深刻改革不仅涉及多领域，
而且直接关乎生命的存续。 并非
只要经济上去乡村什么问题都
解决了，现在到了必须抛弃三农
领域的单纯经济观点，树立综合
的、整体的、系统的、彻底的改革
观的时候了。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我们的政府应该开始对留
守儿童问题负责了，因为我们已
经有了剥夺不负责任监护人监
护权的政策出台了，但现在的问
题是， 没有相应的具体措施、具
体队伍来落实这些政策。 我们的
父母都很爱孩子，但是他们缺乏

知识，有研究认为我国 40%的家
庭都有不同程度虐待孩子的行
为，其中 4%的家庭尤为严重。 所
以这样一定要建立起一套行政
系统来监测不负责任的行为，采
取一定的惩罚措施。 这是现在应
该被提上日程的问题。

我们急需要建立起与我们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儿童福
利制度。 儿童福利是当前社会的
短板 ，不仅需要立法 ，同时还要
有比较强的、国家层面的儿童福
利行政系统，即有专业化的工作
人员 、有足够的资金 、有相当多
的政策优惠。 如果地方政府只是
简单强调政策 ，却在无钱 、无机
构、无专业化人员的“三无”状况
下工作，就很容易发生这些难以

管理的现象。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
会秘书长卢迈

现在对留守儿童的关爱 ，在
一定程度上陷入两难，大多数外
出务工父母生活的环境并不利
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或者是他们
无力在城市抚养孩子，留在农村
又无人照顾 。 除了生活上的照
顾 ， 对儿童的心理关爱尤其缺
少，应引起高度重视。

●北京歌路营教育咨
询中心总干事杜爽

完整的儿童保护工作是一个
庞大的系统工作， 但留守儿童保

护工作已是燃眉之急， 我们是否
可以从最危急的人群入手， 针对
6000 多万留守儿童中的 205 万独
居儿童提供紧急保护计划？ 首先，
可以建立留守独居儿童保护问题
的数据档案、信息管理系统。 这项
工作并不一定必须由政府牵头，
每个公益组织都可以在自身服务
的学校、社区先行开展，让这些数
据成为制定有效干预策略和实施
保护方案的基础；其次，开通留守
儿童热线服务，为处于困境的儿童
提供各项服务和保护；第三，民间
组织可以起到所在地留守独居儿
童保护的保护政策宣传、 信息报
告、短期照顾、资源协调、协同保
护和监测作用。 （高文兴/整理）

� � 广州映诺社区发
展机构发起的 “七天
支教” 活动不同于传
统的短期支教 ， 他们
将课程着眼于安全教
育、卫生教育和生理健
康等， 这些短期课程，
正是留守儿童教育中
缺失的部分。

� � 毕节 4 名孩子离开后，有人探访孩子的家，简陋的生活环境令每
个看到这样景象的人心里都很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