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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月 2 日， 民政部组织召开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
困境儿童保障工作部际联席会
议联络员会议暨深化“合力监
护、相伴成长”关爱行动视频会
议，研究部署加强改进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
工作，推进“合力监护、相伴成
长”关爱行动持续深入开展。

会议指出，儿童是最需要关
爱保护的特殊群体， 由于种种原
因， 仍然有一些儿童面临监护不
到位、侵权伤害、人身安全等问题
的威胁，全社会广泛关注。民政部
将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
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作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
容， 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
步查问题、找差距、堵漏洞、抓整

改、强落实，持续深入开展“合力
监护、相伴成长”关爱行动，并将
行动范围向困境儿童群体拓展。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
童保障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作用，
督促各有关部门落实职责分工，
抓好本部门本系统职责任务的
落实。 各级民政部门要发挥好牵
头作用， 推动形成各司其职、各
尽其责的工作局面。 要进一步督
促落实父母的监护责任，下大力
气、用真功夫加强家庭监护的指
导、监督和干预。 要切实履行民
政部门兜底监护职责，对处于监
护不力或受委托监护人无监护
能力状态的农村留守儿童，要依
法及时给予临时监护。 要进一步
督促落实强制报告义务，指导学

校、幼儿园、村（居）委会、救助管
理机构、福利机构等及时发现和
报告儿童遭受或疑似遭受家庭
暴力、监护人实施严重侵害被监
护人身心健康行为，以及怠于履
行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处于
危困状态的行为，及时有效预防
和阻止相关后果的发生，维护儿
童基本权益。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基
层儿童工作力量。 持续推进不同
层级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
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作用，面向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开展知识
宣讲、提供关爱保护。 进一步加
强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队伍
建设，做到事有人干、责有人负。
进一步在强化动态管理上用力，

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每个
季度要对系统数据进行更新。 建
立健全责任机制，加大排查督促

力度， 建立重大事件倒查机制，
堵塞漏洞，对不抓整改的按照有
关规定追究责任。

“儿啊，回来啊。 ”7 月 7 日下
午，放暑假第一天，海南澄迈福
山镇文学村 5 名学生结伴去水
塘边玩耍， 一名 15 岁留守男生
不幸溺水身亡。

出事后，孩子的母亲哭成泪
人，悲伤过度几度昏厥。 事发至
今，她依旧沉浸在失去儿子的悲
伤之中，时常在半夜禁不住号啕
大哭。

“每当学生放假，教育部门
都会很紧张。 暑假前后，频频下
发学生防溺水的紧急通知，然
而，通知年年发，学生溺水年年
有，让人悲痛不已。 ”海南师范大
学老师郭敏叹息道。

事实上，溺水事故一直是危
害中小学生安全的“头号杀手”。
数据显示，溺水是我国儿童的第
一位致死原因。 我国每年有 5.7
万余人溺水死亡， 其中 0 至 14
岁的就占 56.58%，远高于交通事
故和失足跌落的意外伤害，而每
年七八月份是儿童溺水高发季。

面对这一频发事件，海南公
安消防部门多次发出警告，教育
部办公厅也发布《关于预防学生
溺水事故切实做好学生安全工
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可为什
么学生溺水事件还是无法避免？
是学校监管不严，还是家长监督
不力？ 留守儿童溺水事件频繁发
生，究竟是谁之过？

“该做的工作都做了 ”，还
是防不胜防

一到夏暑，溺水事故就会成
为避不开的沉重话题。 记者梳理
发现，今年 4 月 1 日到 7 月中旬，
三个多月时间海南已有 10 余名
学生溺水身亡，尤其是近一个月
就有 7 名学生溺亡，其中大多为
15 岁以下留守儿童。

7 月 20 日，记者对海口周边
一些废弃的水塘走访发现，这些
水塘形成已久，在暑假期间适逢

雨季， 这些坑塘大部分积满了
水，积水深度难以预测。 而且，这
些危险水域没有设置任何防护
措施和警示标识，许多孩子不顾
危险依然在水中嬉闹。

“湖、河内严禁游泳、洗澡，
我们在沿湖、河岸边设立了禁止
游泳的警示牌。 但是，每年都有
小孩儿不听劝阻，随意下水。 ”一
名村民对记者说。

据了解，暑假前夕，海南省
教育厅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
各校认真落实溺水防范工作，指
导家长做好暑假期间学生安全
教育。

“印发《告家长书》，校讯通
发短信提醒……该做的工作都
做了，然而学生溺水事故还是未
能杜绝。 ”海南省教育厅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为防范学生溺
水，他们制作了公益广告在当地
电视台黄金时段连续播发，并让
学校通过校讯通向家长时常发
送提醒短信。 针对留守儿童，他
们要求基层学校老师上门家访，
一定要与家长面对面沟通。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
很紧张，早早就与相关部门联系
加强监管，可溺水事故还是防不
胜防。 ”该负责人无奈地表示。

多环节掉链子，孩子游“野
泳”难防

事实上，减少儿童暑期溺水
风险的关键环节，除了儿童自身
外，还在于学校、家长和设施防
护，只有环环责任到位，才能减
少悲剧发生。 可在现实中，这些
环节往往不同程度地“掉链子”。

“缺乏安全意识，许多监护
人监管不到位。 ”郭敏曾参与一
项关于校园安全与青少年权益
维护的项目调研，她发现，儿童
溺亡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农村
的现状是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
老人、孩子留守。 老人往往缺乏

安全意识，对孩子的监管常常不
到位。

“你留意下会发现，这些溺水
死亡事故大多发生在脱离家长监
护和学校老师管理的时段。 很多
溺水学生的家长因为忙于工作，
无暇顾及孩子的去向。 ”郭敏说。

“为了生存，我们也是没办
法。 ”在工地打工的姜峰告诉记
者，他和妻子长年在外打工，7 岁
的儿子就被送到乡下由爷爷看
管。 爷爷奶奶主要是给孩子做
饭，至于其他方面，老人们并没
有想那么多。

郭敏无奈地表示，留守子女
溺亡事故所占比率较高，很多时
候是由于孩子没人监管， 另外，
相比城市的孩子丰富多彩的假
期生活， 留守儿童多生活单调，
加之天气炎热，孩子们在水塘中
玩耍就成了暑期生活的一部分。
即使年迈力衰的老人寸步不离
孩子，也难盯住孩子戏水。

谈起近几年来接触的多起
学生溺水事故，海口 120 调度科
科长张彩云心痛不已。 她坦言，
从多起溺水事故来看，农村发生
事故的数量明显高于城市。“城

市拥有众多经营规范的游泳池，
配有救生员等。 而农村孩子想要
消暑，大多是三五成群去游‘野
泳’，安全没有保障。 加上地处偏
远，一旦发生事故，救援力量短
时间内很难迅速到达现场。 ”

在她看来，农村的基础设施
差，孩子们只能在一些无人管理
的小水塘、水库游泳嬉水，危险
系数大大增加。

如何织密防溺水保护网

“儿童暑期溺水难题并非无
解，关键是能否在各个环节进行
改善。 每个环节的力量增强了，
整体安全效能就能体现出来。 ”
业内人士认为，预防溺水事故需
要家长、学校、政府部门、社会力
量共同参与。

据了解，为加快推进中小学
生“学游泳、防溺水、懂救生”系
统教育工程，海南省教育厅决定
于 2019 年暑假继续将全省普及
中小学生游泳教育纳入暑假作
业活动，各地各校可根据情况对
家长带孩子参加的游泳培训给
予适当奖补。

郭敏认为，有针对性地对学
生进行安全教育至关重要。 虽然
每年暑假前，各个学校都会进行
安全教育， 班主任也会加以强
调， 但只念文件的效果并不好，
还需要用办展览、看视频等更直
观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 与此
同时，家庭监管缺位的问题也需
要加以解决， 对不负责任的家
长，相关部门应当给予警示。

“此外，有关部门可以结合
正在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利用一
些水塘资源建设一批简易游泳
池，有深浅区、有标识，最好还有
人管。 农村中小学生有了安全的
游泳场所，一定程度会减少他们
去溺水隐患的河流、水塘玩水。 ”

“相对城里的孩子能够享受
到优质公共资源， 农村学生尤其
是留守儿童的暑期生活太过单
调， 怎样填补留守儿童假期的空
白也是有关部门应该思考的。 ”郭
敏建议， 可以将学生非正常死亡
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范围，切
实推动各个相关部门尽职尽责。
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相互补位，
才能最大限度地不留空当、无监
护盲区。 （据《工人日报》）

夏暑留守儿童溺水身亡频发

如何编织防溺水保护网？

� � 入汛以来，受强降雨影响，
黑龙江省多地发生洪涝、 风雹
等自然灾害。 黑龙江省民政厅
向社会发起号召， 动员社会爱
心单位和人士用慈行善举彰显

社会责任感， 助力灾区群众渡
过难关。

黑龙江省社会组织管理局
建议黑龙江省广大社会组织就
近广泛参与灾民帮扶活动，鼓

励涉灾地区各类社会组织以及
办公地点在受灾区域内的省本
级社会组织就近参与灾后爱心
帮扶。

（据《哈尔滨日报》）

广东：全省性社会组织“年检”改“年报”
� � 日前， 广东省民政厅印发
《关于社会组织年度工作报告
的实施办法（试行）》，将以往全
省性社会组织“年检”制度改为

“年度工作报告”制度。

此次监管方式的转变，意
味着需要提交 2018 年度年报
的 3268 家全省性社会组织，
只需打开电脑即可完成年度
工作报告的填报、 公开和存

档，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截至
今年 7 月底， 广东省已有 700
多家社会组织提交了年度工
作报告。

（据广东省民政厅）

� � 8 月 2 日，青年志愿者（左二）在内丘县金店镇大垒东村指导孩子
们绘画（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