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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需要专业社工持续发力
� �“姐姐，我现在是班里的课代
表啦，老师都夸我呢! ”看着小虎
（化名） 欢快地走进驻点办公室，
河南省安阳市欣和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的社工单晓盼由衷地笑了。

还记得小虎第一次走进驻
点办公室， 主动找到单晓盼时，
他垂头丧气地说，“我就是个可
有可无的人， 老师不喜欢我，爸
爸妈妈也不要我了，他们只要妹
妹，本来说好了上初中以后也带
我去郑州的， 他们骗人……”小
虎的转变得益于河南省民政厅
实施的“三区”社会工作支持计
划，得益于像单晓盼这样的专业
社会工作服务者。

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问题
一直以来备受各界关注，为了让
留守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各地
一直积极探索，试图运用社会工
作专业方法关爱留守儿童。 社工
专业人才介入留守儿童保护与
其他的志愿活动有何区别？ 如何
发挥社工的专业力量为留守儿
童提供精准关爱？ 记者进行了相
关采访。

关爱留守儿童
专业社工不可替代

2016 年 2 月，国务院《关于
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
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快孵化培
育专业社工机构开展农村留守
儿童监护指导、心理疏导、行为
矫治、社会融入和家庭关系调适
等专业服务。 2017 年 7 月，民政
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在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中发挥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用的指导
意见》， 推动社工专业人才在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中发挥积
极作用。

事实上，关爱留守儿童，各类
社会组织、 志愿者等热心人士一
直在行动。那么，为何政府部门多
次提出要发挥社工专业人才的力
量来关爱保护留守儿童呢？

就读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的温志惠认为，当前社会上
送钱、送物、助学等各项活动从
某种层面上确实满足了留守儿
童的一定需求，但是当满足了其
中一个需求后，如何解决后续的
需求，还缺乏一套成熟的应对体

系。 社工做的恰恰是能更加系统
全面地分析问题，并且全方面调
动留守儿童及相关方的能力，通
过更深入和科学的需求调查为
留守儿童提供相应的服务。

在单晓盼看来， 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
识和技能， 可以看到留守儿童行
为背后潜藏的问题。 留守儿童长
期与父母分离， 亲情的缺失使他
们容易产生心理和情绪问题，进
而导致行为偏差， 如不及时引导
将非常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对于留守儿童，我们更多地是关
注他们的精神层面需求和心理建
设需要。在我们的工作中，除了各
式各样的小组活动外， 还特意安
排了个案跟进工作， 通过一对一
的接触，了解他们的心理需求，带
领他们走出心理上的困境。 ”

“社工就是人影响人，生命
影响生命。 ”河南省南阳益博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王玉说，我
们的工作就相当于给孩子们提
供一个支点，把孩子们自身的优
势资源发掘起来，激发他们内在
的燃点，帮助孩子们走出去。

专业社工介入
精准关爱不再遥远

“姐弟俩喜欢养殖多肉植物，
我们就去多肉种植基地吧。 ”王
玉口中的姐弟俩是河南省南阳
市社旗县兴隆镇张岗村的留守
儿童，自幼与爷爷相依为命。 最
近，南阳益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实施了“儿童住我家”陪伴计划，
这对姐弟俩正是王玉的关爱对
象。 为了能拉近与姐弟俩的距
离，王玉便从姐弟俩爱好的多肉
种植入手。“服务留守儿童并不
是一上来就运用各种专业方法
开展工作， 社工是做人的工作，
提供精准关爱的前提是要走进
孩子们的内心。 ”王玉说。

参观科技馆、 手绘花盆、砸
鸡蛋、做烘焙……王玉所在的服
务中心开展的活动看似与社会
工作毫不相关，但是姐弟俩的精
神面貌在悄然改变，原本漠然的
眼神开始充满好奇，紧皱的眉头
开始舒展，脸上也开始洋溢着自
信的笑容。“深入浅出是一个社
会工作者最能接近孩子心理的

技巧，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流
程化、可视化。 ”王玉说。 姐弟俩
离开前，弟弟告诉王玉，长大以
后要当兵。“就是这样，你给他一
个看世界的方式方法，或许就会
成就他的一生。 ”

“社工姐姐，快来看看我画
的城堡。 ”“社工姐姐，来我这儿，
来我这儿，我画了一棵大树。 ”教
室里， 单晓盼正组织孩子们绘
画。 这是根据孩子们的兴趣爱好
开展的绘画班， 每天下课后，孩
子们总是第一时间来到驻点办
公室。 手工艺制作、舞蹈班、英语
班……社工的入驻开拓了孩子
们的视野，让他们的生活不再只
是黑白色，而有了绚烂的色彩。

每每听着孩子们叫“社工姐
姐”，单晓盼的心里暖暖的。“对
于孩子们来说， 社工不是亲人、
不是老师，但却是最能走进心里
的那个人。 ”单晓盼告诉记者，在
驻地陪伴农村留守儿童的经历，
让她深切地感受到，相对于物质
救助，留守儿童更渴望的是心理
陪伴。“我们的帮扶计划包含了
很多文娱活动，让留守儿童参与
进来，可以让这些孩子心情更开
朗。 更重要的是，可以更精准长
效地为留守儿童创造健康快乐
的成长环境。 ”

提供长效关爱
还需助人自助

专业社工的介入， 为留守儿
童组织开展了各类有益身心的活
动，不仅为家长解决了实际困难，
而且对解决因留守儿童引起的社
会问题也有很大帮助。 但在采访
中，记者发现，受项目期限、环境、
职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真正扎根农村的专业社工很少，
而且即使到农村， 专业社工要在
有限的时间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也并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社工
才刚刚摸清当地留守儿童的情
况，可随着项目的完成就要离开。

“如何解决社工离开后的后
续问题，我们一直在思考。 ”广东
省东莞市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
中心项目负责人邓增平说。 2014
年该服务中心在广西平南县大
新镇设立了祥龄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尝试通过发展当地的力量
参与留守儿童保护工作。

“我们一共招聘了两名社工
助理，一位之前是教师，另一位
则是为了不让家里的孩子继续
成为留守儿童，毅然从外地回来
投入到服务留守儿童的工作
中。 ”邓增平说，乡村教师、妇女

干部、留守儿童的家长等熟悉了
解当地情况，将其作为社工的补
充力量，可以快速有效地投入到
留守儿童保护工作中去。 另外，
借助当地友爱互助的浓厚氛围，
中心还将重点打造“互助会”，链
接更多的社会力量和资源共同
保护留守儿童。

事实上，提升、转化本土人
才，将其纳入社会工作培训范围
服务留守儿童，正在各地不同程
度地开展。 山东省济宁市民政局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着力打造以
专业社会工作者为核心、以实际
从业人员为骨干、以志愿者为重
要补充的儿童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队伍; 湖北省荆州市民政局鼓
励基层通过督导、培训的形式将
基层工作人员转换为社会工作
者，培育“赤脚社工”；河南省南
阳市民政局对儿童督导员进行
专业社会工作知识培训，鼓励其
持证上岗……

社工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中与之相伴成长，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让留守儿童健康
快乐，不仅需要专业社工人才的
介入， 更需要他们留下火种，点
燃本土相关各方的参与热情，为
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持续发力。

（据《中国社会报》）

石龙爱青社工会定期开展各色各样的活动或小组工作

2019年 3月 20日起，2019年
“马云乡村人才计划” 开始接受申
报。“马云乡村人才计划”包括“马
云乡村教师奖”、“马云乡村校长计
划”和“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截
止日期为 2019年 5月 20日。

据了解， 与 2018 年一样，各
项目申报对象依然是贫困县和
浙江省的一线乡村教育者，不同
的是今年三项目申报均有变化。
具体申报须知将在基金会官网
（www.mayun.xin）、 微信公众号
和官方微博公布，申报材料统一

通过官网提交，项目进展相关信
息将统一通过官网发布。

据基金会介绍，为了向更多的
一线乡村教师提供机会和让他们
看到希望，发挥入围提名教师的示
范作用，让乡村孩子有希望成为最
好的自己，本届“乡村教师奖”扩大
入围及提名教师人数。入围教师由
原先的 300位扩大至 400位；提名
教师由 180位扩大至 200位。

符合条件的乡村教师申报
后，先确定 400 名入围教师名单，
并在官网等社交媒体上进行公

示后，由评审委员会进行初评确
定 200 名提名教师， 再经历终
评、复核等流程，最终确定 100 位
获奖教师名单并领奖。

“马云乡村校长计划”依旧
采用推荐制， 但与往届不同的
是， 不局限于机构推荐一种方
式，首次开放个人推荐，推荐人
需要认可项目理念，深入接触推
荐校长本人，熟悉他所在学校情
况，并愿意接受考察。

至于“乡村师范生计划”，本届
将面向全国接受申报。申报对象为

2019 年毕业并于 9 月 15 日前成
为乡村教师的师范生和 2018年毕
业、已成为乡村教师的师范生。

据了解， 源于马云的教师经历
与对教育的情怀，2015 年 9 月 16
日，马云公益基金会正式发起“马云
乡村教师奖”。 2016和 2017年，基
金会又分别发布了“马云乡村校长
计划” 和“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
2018年，开展了马云乡村寄宿制学
校计划和马云乡村少年宫计划。

四年来，乡村教育计划共服
务了获奖校长 40 人、 获奖老师

400 人、入选师范生 100 人，开展
了 5 所乡村寄宿制学校试点和
14 所乡村少年宫；直接影响老师
和校长超过 8 万人，影响学生超
过 100 万人。

据马云公益基金会介绍 ，
2018 年~2020 年， 基金会将持续
聚焦教育助人和振兴乡村经济，
优化乡村教育人才支持，侧重国
家级贫困县、特困连片地区贫困
县和浙江省，并建立乡村寄宿制
学校试点与管理模式，该模式成
型后可不断复制推广。

2019“马云乡村人才计划”申报开启 三项目均有变化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