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有不到一周就是
春节了，很多‘打

工人’响应号召就地过年 。
但让这些就地过年父母无
比牵挂的是， 他们留在老
家的孩子能否得到妥善照
料，安全、幸福地度过一个
特殊的春节？

记者采访了解到 ，各
地实施了相关措施 ， 从心
理辅导、 心理关怀和物质
援助等各个方面帮助留守
儿童平安欢度春节 ， 着力
解除外出务工家长的后顾
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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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就地过年 留守儿童有保障

父母“缺席”的春节

得知爸妈今年又不回家过
年，11 岁的李淏忍不住泪光闪
闪：“去年爸爸妈妈就因为疫情
没回来。 ”

李淏常年和爷爷奶奶生活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太平镇
金堂村，他的父母亲都在北京打
工。 爸妈在北京打工，省吃俭用
存下的钱用来抚养孩子、赡养老
人。

一年到头，李淏和父母朝夕
相处的时间寥寥无几，春节就成
了他最期待的节日。“每年春节，
爸爸从北京回来，都会带来好多
零食、玩具和衣服。 ”李淏说，父
母陪在身边、带他游玩，让他感
到自己也是个被宠爱的孩子。

留守的孩子想念爸妈，他乡
的爸妈牵挂孩子。“已经快两年
没和儿子见面，不知道他会不会
生我的气。 ”远在北京的李琪最
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李淏，对他
来说， 春节是家人团聚的时节，
老人和孩子少了自己陪伴，难免
孤单。

除了思念，在这个无法与父
母团聚的春节， 孩子们身上的

“小缺失”也被留了下来。“我的

书包用了好多年了，背带都断了
2 次了，一直想换个新书包，但爸
爸妈妈不回家这个愿望就没法
完成了。 ”山东省菏泽市 11 岁的
刘雪媛（化名）说。

冬日清晨的大别山区，格外
清冷。 在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毛
尖山乡板舍村，11 岁的小江还未
起床，乡留守儿童服务中心的刘
磊老师已经上门，在向她爷爷奶
奶询问家里情况。

小江生长在单亲家庭，她快
一年未见到在外务工的父亲，虽
然今年过年无法团聚，但活泼开
朗的她说并未感到孤单，“有爷
爷奶奶陪伴，有村里小伙伴一起
玩。 和爸爸约好了春节后找时间
见。 ”

“爱不缺席 ” 带来不一样
的温暖

日前， 民政部下发通知，就
加强寒假春节期间父母就地过
年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

作作出具体部署。 要求乡镇（街
道）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
要组织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切
实担起职责、发挥作用，春节前
夕对父母双方均就地过年的农
村留守儿童情况至少开展 1 次
集中摸底。 要切实强化监护责任
落实，确保每一名父母就地过年
的农村留守儿童都有明确的被
委托照护人妥善照料。

据甘肃省民政厅副厅长蔡
强介绍，民政部门正在发动各地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社区工
作者等定期探视， 落实各社区、
各村的留守儿童监护情况，摸底
排查消防、 食品等安全隐患，并
组织提供助医、助学和生活照料
等服务。

得知当地民政部门对儿子
李淏和父母的关切，李琪总算松
了口气。“感谢政府对老人和孩
子的照顾，这让我们这样没法回
家过年的务工人员心里踏实多
了，等疫情过去，我就带儿子来
北京完成他的心愿， 看天安门、

爬长城！ ”李琪说，每天他都会和
儿子视频通话，通过这种方式多
陪陪儿子。

就在一周前， 刘雪媛想要一
个新书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
山东省菏泽市妇联举办“情暖童
心·让爱回家”2021年寒假儿童关
爱服务活动中，“爱心妈妈” 为她
送去了羽绒服、 棉裤还有一个装
着各种漂亮文具的崭新的书包。

在安徽省，当地民政部门组
织了全省近 2 万名儿童督导员、
儿童主任在春节前夕对父母双
方均就地过年的农村留守儿童
开展 1 次集中摸底，确保每名农
村留守儿童都有被委托人。 淮南
市启动“心语新愿·关爱同行”关
爱保护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新
年微心愿活动，由社工、义工代
表和媒体代表集中收集心愿礼
包、转送到每位孩子手上。 先期
投入的 100 个心愿仅仅 20 分钟
就被爱心人士领取完毕。

“心愿上写着想要 6 个甜甜
圈，我们又多买了些蛋糕，由社

工统一送去。 虽然他父母在外过
年，希望小朋友也可以过个甜甜
的年。 ”市民许娟在媒体平台看
到心愿墙后，和读四年级儿子领
取了一个心愿。

做好留守儿童“后半篇文章”

虽然当前多地都在积极采
取措施关爱留守儿童，但由于基
层力量不足、专业人士匮乏等原
因， 也出现了服务体系不够健
全、关爱措施不够精准、政策落
实不够到位等问题。

“通过集中摸底，全县有近
50 名父母就地过年不返乡的留
守儿童。 我们会进一步细化分
类，为留守儿童提供更精准的关
爱服务。 ”甘肃省会宁县民政局
儿童福利股股长万彩红坦言，虽
然这些留守儿童得到了各地重
视，但基层在心理疏导方面还存
在欠缺。

“妥善照顾留守儿童，既是
外出务工人员的现实关切，也直
接关系到就地过年之举能否落
地。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广
海认为，应统筹解决好就地过年
外出务工人员“大后方”的问题，
真心真意、用心用情帮助留守儿
童安心、舒心地过好年。

马广海建议，深入了解当前
留守儿童学习、生活、家庭监护
等状况，摸清底数，建立台账，一
人一策、一户一策；针对不同需
求，开展亲情关爱、心理疏导、学
业辅导、生活照料、项目帮扶等
多方面的关爱服务。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
究所副所长高利平认为，外出务
工人员所在的企业，要了解其家
庭存在的实际困难，力所能及地
给予关爱和帮助。 外出务工人员
输入地、输出地所在街道、社区
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
组织，要加强对接、协作联动，深
入摸排、掌握每一名农民工的家
庭情况和现实困难，了解他们的
所需所想所求所盼，理出服务保
障清单。 （据新华社）

谯城区观堂镇蒋瓦行政村留守儿童基地的孩子们正在高兴地读书 （蒋宗秀/摄）

值此新春来临之际，珍爱网
党委响应北京妇女儿童发展基
金会号召，向北京援冀医务人员
家庭捐赠颈部按摩仪，为他们送
去节前的温暖问候，表达对北京
援冀医务人员及其家属辛劳付
出的感谢。

近期河北疫情紧张， 北京市
60 名医务人员紧急集合，驰援河
北抗疫工作。 北京妇女儿童发展
基金会号召企业为抗疫前线医务
人员家庭送温暖， 珍爱网作为北
京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理事单
位， 公司党委第一时间购入颈部
按摩仪进行定向捐赠， 以实际行
动表达对医务人员以及家属的关
爱，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疫情期间，珍爱网在公司党

委引领下，充分发挥互联网婚恋
服务企业优势，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配合各级党委政府、共青团
和妇联等组织，陆续举办了多项
针对单身医务人员的婚恋公益
交友活动， 助力忙于抗疫一线、
无暇顾及个人情感生活的医务
工作者寻找幸福。

2020 年 3 月，珍爱网便启动
了针对全国援鄂一线医务人员
的婚恋交友公益服务项目，活动
向数百位援鄂一线医务人员赠
送了珍爱网专业红娘牵线服务
以及多项珍爱 APP 线上会员专
属特权，帮助他们早觅良缘。

此外，珍爱网党委还配合广
东团省委为全省援鄂医务人员
开展白衣天使线上 1V1“云相

亲”“520 致敬最美逆行者”线上
相亲会活动， 并联合北京五大
医院举办了“520 只为遇见你”
线上相亲活动。 据珍爱网官方
数据显示， 疫情期间共有 3000
余位医务人员参与了线上交友
公益活动。

珍爱网党委自 2017 年正式
成立以来，一直积极配合全国多
地党团组织及其他单位，协同推
进青年婚恋工作，迄今为止已举
办了数百场公益交友活动，服务
超 50000 单身青年，树立了民营
企业“党建+公益”服务典范，并
连续三年获得中国公益节授予
的中国年度责任品牌奖， 以及
2020 广东十佳网络公益团队等
荣誉。

面对严峻疫情形势，珍爱网
将继续在党建引领下，以党委为
核心，聚拢各方资源，为广大青

年朋友提供高质量、 有温度、精
准化的公益服务，为抗疫奉献企
业能量。 （皮磊）

珍爱网向援冀医护人员家属定向捐赠颈部按摩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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