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夏令营、知识讲座、参观展
览、游戏互动……远离了网络游
戏的沉迷和一个人的孤单、冷
漠， 回归了正常的人际交往，无
论来自农村还是城市，留守儿童
还是困境儿童，在刚刚过去的这
个暑期，他们过得比以往的假期
更加充实。 而这一切缘于党中央
国务院对于困境未成年人关爱
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民政部
门的积极作为, 以及社会力量的
广泛参与。

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家庭的
希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幼有所育”“弱有所扶”，为做好
困境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指
明了方向。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更是明确要“加强对儿童托育
全过程监管”“营造关爱儿童的
良好风尚”。 党和政府时刻关心
关注着困境未成年人的成长状
况，这就要求我们各级儿童工作
者，要从党和国家发展的高度着
眼，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做好困境未成年人关爱
保护的相关工作。

作为关爱保护困境未成年
人的政府部门之一，民政部设有
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不
但通过摸底排查弄清了困境未
成年人的底数，而且从体制机制
上对困境未成年人的关爱保护
予以相应的保障。 今年，各地陆
续开展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活动“百场宣讲进工地”，
以及暑期多地开展夏令营等形
式多样的关爱保护活动，都是在
其指导下有序进行的。 这些举措
让困境未成年人和其家庭受益
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认可和好评。

同样是祖国的花朵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未来发展的
接班人，关爱保护好困境未成年
人，就是在为他们“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给其家庭以希望，为
国家发展积蓄力量， 可以说，责
任重大，意义深远。 各地党委政
府应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以担
当有为的姿态把困境未成年人
关爱保护作为重中之重，主动作
为，做实、做细。

前不久，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
召开，再次释放了党中央国务院
对于困境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
作高度重视、 持续关注的信号。
各地区各部门须从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出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积极推
进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
境儿童保障工作。

把关爱带到社区带到大山

暑期，是深入困境儿童家庭
家访的最好时机。 为了掌握困境
儿童的监护状况以及家庭状况，
让更多的未成年人及监护人掌
握了解儿童安全知识，从而提高
保护儿童的效率，提高保护覆盖
面，陕西省宝鸡市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中心联手宝鸡新星困境儿
童援助中心开展了“爱于心 践
于心”儿童安全知识社区行系列
活动。 工作人员先后 5 次去 5 个
社区，为孩子和家长近 100 人带
去实用的安全知识讲座， 并且 3
次进入宝鸡市陈仓区西部山区，
走访了 20 户困境儿童家庭，与
孩子沟通，与监护人交流，掌握
了一手的监护情况，为今后开展
帮扶找准了切入点。

暑期，儿童的安全是个大问
题，而这一点对于困境儿童更应
该格外注意。 宝鸡市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中心副主任杨珺说：“为
了增强孩子和家长的安全防范
意识， 我们到社区开展讲座时，
专门安排了涉及预防溺水、拐
卖、 性侵犯， 以及交通安全，用
电、用火安全等内容。 ”

以往的工作经历证明，困境
儿童的问题根源多在于家庭、家
长。 为了让讲座更加有成效，宝
鸡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特
别邀请了家长（监护人）、社区工
作人员共同参与，目的在于提高
监护人的责任意识。“在普及知
识的同时也告诉家长，在孩子的
成长中，好成绩并不代表一切。 ”
杨珺说，“让孩子懂得乐观、感
恩、勇气，建立好的人格修养，这
些常常被父母忽略的问题才是
决定孩子命运的关键问题，所以
我们一直在强调。 ”

相比城市社区的困境儿童，
山区的困境儿童，他们更需要什
么？ 监护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到
底需要怎样的关爱与保护？ 带着
这些疑问，宝鸡市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走进了宝鸡
市陈仓区西部山区，走访了那里
20 户困境儿童家庭。

“通过走访了解到山区儿童
的困境来自监护的缺失、亲情的
缺失、 部分家庭教育的失当，以
及经济的困难。 ”杨珺表示，同是
困境，然而困境的原因却大大不
同，需求也不同。 只有明白困境
儿童的需求是什么，我们才能有
的放矢，对症下药，找准问题的
症结， 制订精准的帮扶计划，从
而使困境儿童真正受益，帮他们
走出困境。

由于前期精心谋划，认真筹
备，宝鸡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
心在今年暑期开展的困境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
果。 得到了孩子、家长以及社区
工作人员的肯定。 社区工作人员
表示：“我们特别缺少此类讲座，
你们的讲座既及时又到位，孩子
们爱听，家长们也受益。 ”

“孩子、家长有收获，这证明
我们的工作有意义。 ” 杨珺说，

“这次暑期关爱困境儿童的经
历，让我们深感对监护人的教育
引导还需更加专业、更多频次。 ”
她倡议，相关政府部门、社会各
界关注困境儿童健康成长的机
构和个人可充分与社区、学校合
作，把关爱带进社区，增强家长
的监护意识，从而激发全社会共
同保护儿童的意识。 通过家庭、
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教育保护
模式，方能让儿童健康快乐地成
长，乐享童年快乐生活。

欢乐的游戏+专业的辅导

为加强对困境未成年人的
关爱保护， 丰富其暑期生活，湖
北省孝感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
中心牵手孝感市阳光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在孝感市孝南区陡岗
镇万安儿童之家、祝站镇李畈村
儿童之家和孝昌县花西乡大庙
中心小学，围绕“快乐成长”的主
题，开展了为期近一个月的“爱
满荆楚·守望麦田” 暑期夏令营
活动。 此次夏令营既是孩子们欢
乐的海洋，也成为专业社工服务
孩子们的平台。

活动伊始，为了拉近孩子们
之间的距离，夏令营准备了 2 个
破冰游戏，前面的孩子都按照游
戏规则顺利地完成了自我介绍
环节，轮到小哲（化名）时，他一
言不发，沉默了数分钟。 其间社
工重复了游戏规则，志愿者进行
了示范，邻座的孩子也在向小哲
递词，但是小哲依然沉默。 是没
有理解游戏规则？ 还是对活动不
感兴趣？ 或是装酷想破坏游戏规
则？ 小哲一开始的“格格不入”，
吸引了社工的注意。

接下来几天的活动，小哲被
分到了社工组。 几次交谈后，小
哲渐渐吐露心声。 原来他认为自
己太胖， 担心其他同学不愿意与
他玩，担心主动加入会遭受拒绝，
干脆就一直保持着“高冷范儿”。

在了解小哲的真实想法后，
社工开始通过耐心的鼓励、陪
伴、倾听，帮助小哲放下内心的
顾虑。 社工的付出起了作用，小
哲慢慢和大家成为好朋友，渐渐
融入到夏令营欢快的氛围中。

围绕“快乐成长”的主题，夏
令营活动设计了各种团体活动，
例如，绘画、舞蹈、手工、合唱、经
典诵读等等。 其间，通过专业社
工的介入， 观察孩子们日常行
为， 记录他们的表现以及特征。
如情绪变化、 环境融入程度、兴
趣爱好、性格等，通过专业辅导
的形式，为孩子的家长提供专业

的建议，促进亲子之间的交流。
10 岁的小玺（化名）是一名

有些瘦弱的男孩，初次见面的他
性格内敛，不善言谈。 通过几天
夏令营的生活，很快就与小伙伴
们打成一片，活泼开朗积极主动
的天性一览无余。 但是每当当天
活动结束， 家长来接孩子回家
时，小玺又表现得沉默寡言。

在与小玺进行深度交流后，
社工发现小玺的母亲平时很忙
碌， 而且对孩子的教育很严格，
甚至因为教育问题，带着孩子多
次转学， 很少顾及孩子的感受，
由于母子之间缺乏沟通，小玺认
为自己的母亲不喜欢他。

社工将小玺的情况记录下
来，转交给小玺的母亲，并开展
亲子关系辅导，促进母子之间的
相互了解。 在结营仪式当天，小
玺将自己在手工课上亲手编织
的香囊送给了母亲，母亲笑着拥
抱了小玺。

在夏令营期间，除了社工开
展个案服务，孝感市未成年人社
会保护中心每周还会定期组织
开展安全教育主题班会课堂。 内
容涵盖交通安全、 饮食安全、防
雷电、防火、防触电、防溺水等方
面。 通过社工讲解、宣传栏安全
知识点展示、安全知识抢答等多
种形式把活动安全、 卫生安全、
食品安全以及自我防护等安全
教育融入其中，帮助孩子们在有
趣的活动中提升安全意识。

留守儿童的非遗体验

“同学们，左手用力把鼓拿
稳， 用右手的细竹签击打鼓面，
要注意节奏……”随后，教室里
响起了一片“哒哒哒哒”的鼓点
声。 近日，在山东省济宁市微山
县昭阳街道综合文化服务站，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鼓腔传
承人杨成兴手把手教孩子们拿
端鼓、敲端鼓、唱端鼓腔。

为丰富留守儿童的暑假生
活，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 昭阳街道举办了暑期兴趣
班，组织志愿者，免费给孩子们
上课。 兴趣班以国学诵读为主，
同时积极动员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及社会各界力量，邀请专业人
士，给孩子们开设了剪纸、书法、
学唱端鼓腔、绘画、象棋、乒乓球
等丰富多彩的课程。

昭阳街道三孔桥社区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邀请国学爱好者
带领孩子们一起诵读《论语》，结
合国学小故事， 深入浅出地给孩
子们讲解其中蕴含的“大道理”，
教导大家要学会感恩、珍惜时光、
尊老爱幼，形成相亲相爱、向上向
善、共建共享的文明风尚，以良好
的家教促进良好家风的形成，营
造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

“咱这个兴趣班真是解决了
大问题，我和他爸都上班，孩子
在这上课，我也不用担心没人照
顾了。 ”几个接孩子的家长交谈
时说，“谁说不是呢， 学校离家
近，兴趣班又免费，这不我两个

孩子都来了。 ”
在昭阳街道新建村留守儿

童活动站，几名大学生志愿者正
在给孩子们讲解防溺水常识，通
过这种暑期大课堂的形式让留
守儿童既能学到知识还能得到
关爱与照顾。 在“悄悄话室”里，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一个孩子正
通过网络视频与千里之外的父
母亲交谈。

此外，昭阳街道还根据各村
实际情况，由街道组织大学生志
愿者以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为
阵地， 开设丰富多彩的课程，让
留守儿童快乐过暑假。

跨越空间的友谊

“以后我们可以写信，这是
我的通信地址，老师不准我们上
课的时候用手机，所以我们可以
多写信。 ”8 月 16 日，“牵手共成
长 情系浏河源”暑期夏令营结
束了，临别前，浏河源村的留守
儿童谢红露对长沙市的小伙伴
杨睿臻说了这番话。

“牵手共成长 情系浏河
源” 暑期夏令营 8 月 13 日开营
至 16 日，为期 4 天。 是由湖南省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指导，长沙市
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发起。 参
加夏令营的孩子中，10 名来自大
围山镇浏河源村的留守儿童与
长沙市雨花区黎郡小学的 10 名
学生结成对子，共同开启一段友
谊之旅。

这 20 个孩子是由长沙市流
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牵头，联合
长沙市雨花区东山街道边山社
区、浏阳市大围山镇浏河源村共
同挑选的。 其中，浏河源村的孩
子都是来自农村留守家庭，渴望
陪伴和关爱，而边山社区的孩子
都是黎郡小学的学生，物质生活
充裕，相对缺乏自我约束。

4 天的时间里， 孩子们在夏
令营中接受了文化素质拓展和
军事素质养成课程。 夏令营还特
意邀请了美术、手工、音乐以及
外语专业的老师授课，课程设计
偏重让浏河源村的孩子们拓展
视野，增强自信。

20 名小朋友在夏令营中共
同生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夏
令营结束时，在送浏河源村的孩
子们回家的车前，不少孩子流下
了不舍的眼泪。

夏令营除了让孩子们结下
跨越空间的友谊，也促使他们自
身得到成长。“夏令营使我发现
了自己的不足与优点，也学习到
他人的优点。 既发现了一个团队
的重要，也明白了如何在团体中
成为一名优秀的队员，更加知道
了坚韧的真正含义。 ”来自浏河
源村的李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经过四天的磨炼，孩子们
学会了生活自理，学会了礼貌谦
让，学会了团结合作。 ”长沙市流
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主任丰硕
伟说，“只要让孩子们受益，我们
的工作就有价值。 ”

（据《中国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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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就困境未成年人精彩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