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位妈妈”筑起爱的港湾

“张妈妈，新年快乐！ ”“张妈
妈，我爱你！ ”……走进绥阳县风
华镇溪源村儿童之家活动室，一
眼就看到墙上密密麻麻地贴着
一幅幅充满童稚的绘画。

孩子们口中的“妈妈”，就是
溪源村儿童之家的童伴妈妈张
贵荣。 2017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
贵州省民政厅和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在贵州长
期开展了关爱留守儿童公益项
目———“童伴计划”。 项目落地
后，张贵荣经过遴选培训，成为
溪源村陪伴呵护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的童伴妈妈。

从童伴妈妈工作职责牌来
看， 张贵荣的主要职责包括：走
访调查、帮助办理保险、帮助申
请相关福利、 组织开展活动等，
而实际做下来，远远不止这些。

“村里大量村民外出务工，
留守儿童数量较多，尤其是很多
女孩到了青春期，没有妈妈在身
边，很多生理上的知识都不懂。 ”
回忆起担任“童伴妈妈”以来的
经历，张贵荣说，“这不仅是一份
工作，我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他们
的妈妈，和他们交心谈心，帮助
他们解决一切困难。 ”张贵荣用
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心，换来
了一声声“张妈妈”，每当听到孩
子们热切地呼唤，她的心里都特
别温暖。

同样感到温暖的还有绥阳县
蒲场镇蒲场社区 8岁的熊俊伟。

父母离异后，熊俊伟的父亲
一直在外打工，将他交由爷爷奶
奶抚养。 但如今每天放学后，熊
俊伟都和爷爷熊荣华一起到蒲
场社区的儿童之家去，由童伴妈
妈吴红梅辅导课后作业。

熊荣华说，由于从小缺少母
爱，熊俊伟平时少言寡语，自从
有了童伴妈妈的陪伴，他变得活
泼了很多。

目前，绥阳县“童伴计划”项
目共涵盖 10 个镇 28 个村 (居)，
受益儿童达 33048 人，其中留守
儿童 1942 人。

不仅是绥阳县，在遵义市儿
童福利院，通过民政部“蓝天计
划”资助项目，61 名弃、孤(残)儿
童也有了“爱心妈妈”。

2016 年 7 月， 经过选聘，何
腊维来到遵义市儿童福利院，成
为了孩子们的爱心妈妈。 在福利
院里，像何腊维这样的爱心妈妈
家庭一共有 7 户，由院方提供住
房和补助，她们负责养育和照料
36 名弃、孤（残）儿童。

正是因为这样的“妈妈”们，
让更多的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得到关爱， 为他们补齐了爱的

“短板”，筑起了爱的港湾。

“医教结合”拯救折翼天使

“我们都一样，一样的坚强，一
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
在福泉市康复医院举行的庆祝“六
一”儿童节活动中，伴随着歌声，孩
子们在医生和护士的帮助下，跟着
音乐旋律欢快地起舞。

“这些孩子跟普通孩子不
同，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智力障

碍或身体缺陷。 ”福泉市中医院
康复区主任罗毅告诉记者，这些
孩子目前都在康复医院内接受
治疗。

正如罗毅所介绍的，福泉市
康复医院是一家为广大贫困残
疾儿童康复治疗提供保障的公
建公营机构， 坐落于历史悠久、
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的“平越古
城”西环线社会福利苑内，在去
年 11 月 17 日正式成立。 该院内
设有感同治疗室、 自闭症训练
室、传统治疗室等配套设施。 同
时配备了 8 名专业医生、12 名康
复师、8 名护士，可以为残障儿童
提供全方位的康复治疗服务。

医院建成后，联合福泉市民
政局未成年保护中心、残疾人联
合会、 志愿者联合会等相关机
构，对全市残疾人儿童进行入户
摸排， 掌握残疾人儿童基础数
据，动员每一户残疾人儿童到医
院就诊。

该院还对自闭症、 脑瘫、智
障、听障残疾儿童康复实行补助
政策。 除医疗保险报销外，0 至 8
岁每人每年每周期 1.2 万元，8
至 17 岁的每人每年每周期 6000
元，以 10 个月为一个周期。 对于
行动不便的残疾儿童家庭，医院
一改之前找医问诊的服务模式，
为他们上门治疗，极大方便了患
者，提升了他们的就医体验。

在解决了残疾人儿童的康
复治疗问题后，今年 4 月 15 日，
医院又与福泉市特殊教育学校
携手启动医教联动工作，充分发

挥行业优势， 通过资源整合，强
强联手，创新出“医教结合、综合
康复、潜能开发”的工作方式，切
实解决了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他们从患儿的注意力、情绪
调节、动手能力、语言和认知等
方面入手，制定出科学、合理、个
体化的康复计划，建立起一人一
档的康复训练方案，定期有针对
性的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效果
评估， 及时对方案进行调整，以
确保患者的康复效果，从而进一
步完善残疾人康复服务体系。 目
前， 该市 45 名残疾儿童正在通
过“医教结合”的方式进行康复
治疗，部分效果明显。

和福泉市康复医院一样，遵
义市儿童福利院以省民政厅“聪
聪计划”为依托，与遵义市特殊
学校合作办学，在儿童福利院开
办分校，将医院康复方法和专业
教育方法相结合，开展文化课程
辅助康复训练，使福利院孤残儿
童有学可上，有书可读，切实保
障了孤残儿童依法享受教育的
权利， 增进了孤残儿童福祉，为
这些“折翼天使”插上一对对“隐
形的翅膀”。

“精准关爱”点亮七彩童年

6月 4日，一堂“花蕾护航·女
童保护” 防性侵公益讲座在福泉
市仙桥乡月塘村谷粑组展开，贵
州财经大学教师为当地孩子们详
细讲解了防性侵的相关知识。

月塘村属贫困村， 地处深

山，交通不便，谷粑组坐落其中，
是建档立卡户最多的村民组，留
守儿童数量较多。

此前， 为全力关爱留守儿
童，福泉市依托村委会或学校在
许多村中建立了儿童之家。 但市
民政局的社工却在走访调查中
发现， 月塘村虽建有儿童之家，
可对像谷粑组这样几公里外的
村民组来说，形同虚设。

“放学后，孩子大多都要赶
着走路回家，根本不能在儿童之
家参与活动。 ”福泉市未成年保
护中心主任张华坦言。

面对“有形无实”的问题，福
泉市民政局探索创新，将儿童之
家建到了村民组里。

今年 4 月，首个“儿童之家”
在谷粑组落户，5 月正式投入使
用。 福泉春露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的义工和社工进驻村中，对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家庭情况进行
挨家挨户的摸排了解，有针对性
地开展帮扶工作。

同时，当地民政部门积极协
调社会各界力量，通过发动志愿
者、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让深
山里的儿童之家“活起来”。

中心的服务人员开设了“四
点半”课堂，每天帮助他们孩子们
辅导课后作业， 并且链接福泉市
民政局志愿服务资源。 他们根据
孩子们的特长、 兴趣和爱好组建
了象棋、歌唱、篮球、读书等活动
小组。 社工们还从孩子的心理健
康、安全等问题入手，开展“一对
一”服务模式，以确保在一定程度

上消除留守儿童内心的孤独感，
为他们点亮快乐的七彩童年。

目前，福泉市还有 5 个这样
的村民组正在修建儿童之家。

“筑巢引雁”圆梦幸福家园

“每月工资 3000 多元，去年
年底分红就有 1 万多元，妻子每
月上班近 3000 元……娃娃们读
书成绩都很好，很懂事。 ”6 月 5
日，站在养蜂基地里说起现在的
生活，黔西县杜鹃街道岔白社区
养蜂合作社负责人余海的嘴角
始终挂着笑容。

而这样的生活，在几年前他
连想都不敢想。

2011 年， 迫于生活压力，余
海带着妻子到厦门打工，他 7 岁
的大女儿和刚出生的二女成了
留守儿童。 这种现象，在岔白社
区并不少见。

面对留守儿童越来越多的
问题， 近年来岔白社区转变思
路，通过大力发展产业，引进企
业等方式，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
业创业的新机会。

2017 年，在当地干部和民政
部门的劝导下，余海和妻子回到
家乡发展。 如今，他已成为了养
蜂合作社的负责人，每月除了拿
固定工资， 还能投资入股分红，
妻子也在家附近的家具厂上班，
一家人其乐融融。

通过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
就业，岔白社区留守儿童数量已
从 2010 年的 316 名降到了现在
的 18 名。

同样，在黔西县林泉镇海子
村， 通过积极强化社会参与，开
展“一对一、多对一”结对帮扶的
模式，将教育、产业、就业扶贫相
融合，为贫困的留守儿童家庭送
政策、送思路、送技能，使他们优
先享受到产业覆盖、 财政注资、
易地搬迁等政策。 同时，村中大
力发展“一万亩猕猴桃、一万亩
蔬菜、一万亩李子、一万亩烤烟”
产业，立足美丽乡村建设，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增加就业岗位和
创业机会。 此外，该村还协调落
实“特惠贷”扶贫政策，成立专业
合作社 705 个，带动近 1300 户贫
困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家庭参与
其中，大力发展精品蔬菜、精品
水果、乡村旅游等产业，让留守
儿童父母融入到返乡创业就业
的浪潮中，使其在家门口就能实
现就业、见到收益，从源头上有
效减少留守儿童数量。

该县仅今年就开展就业培训
18场次， 提供就业岗位 1080个，
劝返 624名留守儿童家长返乡创
业、就业。 目前，海子村共引导回
家务工或创业的留守儿童家庭
97户，留守儿童仅有 8户 9人。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是我
国现阶段中一个很特殊的社会
群体， 但他们仍然是祖国的花
朵，民族的希望，需要社会各界
的关注和帮助。 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的帮扶工作也是一项繁杂
的社会工作，但越是复杂，就越
需要我们从多渠道、多方位不断
创新工作思路，用切实的关爱和
帮助， 为他们撑起一片蓝天，让
心的守护随时随地，让爱的陪伴
一路“童”行。 （据《中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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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留守儿童
让爱一路“童”行

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的贵州，大量农民工长期在外务工，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成为社会
关注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贵州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
关于保障儿童合法权益的决策部署，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全面构建了“政府、社会、家庭”三位一体关爱救助保护体系。 与此
同时，全省各地也纷纷创新举措，以多形式、全方位的工作手段使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生存、成长和教
育环境得到明显提升。

童伴之家里正在学习的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