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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房改造后
困境儿童有了“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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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土长的“广州囡”
失去了归属感

和不少困境儿童一样，小丽
来自一个低收入家庭。

小丽和父母一家三口蜗居
在破旧杂乱的老房子中，父亲失
业、 母亲在幼儿园做临时保育
员。光是一日三餐和各种生活杂
费，已经让一家人耗尽心力。 每
天放学回到家的时候，妈妈还没
下班，小丽一个人趴在椅子上写
作业，孤独感就不由自主地涌上
心头。

她也曾有过自己的兴趣和
期盼。

小丽说， 自己从小喜欢读
书，然而，每次想要买一本新书
时，看着打零工回来的爸爸疲惫
的样子又偷偷把愿望埋在了心
底里。 与此同时，没人有多余的
精力陪伴和关心她，曾经开朗阳
光的女孩，被卷入了焦虑和迷茫
中，学习成绩逐渐下滑，尤其是
英语，“总觉得学不上来”。

在第一次探访时，李忠黎便
感受到了来自孩子的孤僻感。

“小丽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但
每天看着外边的高楼大厦，回到
家里面，那种破烂和杂乱是没法
想象的，自然而然觉得与城市格
格不入。”李忠黎记得，自己走过
不少困境家庭， 孩子们躲在门
后，回避、抗拒，不愿交谈。

在李忠黎看来，“提供物资
的支持，并不足以帮助他们更好
地成长”。

2020 年，“广州白云阅读空
间”项目已经启动。 李忠黎提出

了一个新想法———“不仅仅是帮
助孩子建起一个阅读空间，同时
也要建立全方位的支持体系，其
中一个方法，就是配备志愿者进
行为期一年的一对一关爱陪伴，
每月分别开展两次线上和线下
互动。 ”

其中，他们将根据孩子的阅
读成长需求，为每个孩子打造一
个可以良好地满足成长发展需
要的个性化“书香小屋”，并邀请
儿童阅读领域权威专家会同阅
读公益领域资深公益人士根据
帮扶孩子的基本情况，推荐适应
性阅读书单，根据书单精准配置
图书。

“像英语差的孩子，我们就
会配备多一些英语书籍。根据每
个孩子的情况，实现一人一策式
阅读书籍配置。”李忠黎分享道，
此外， 机构还筛选了一批认同
“陪伴式成长，做孩子们大朋友”
理念的志愿者，以阅读为切入口
引导孩子探索更多可能性。

小丽在这一年，成为了“广
州白云阅读空间”项目的服务对
象之一。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朋友了”

小丽的结对志愿者，是在广
州大学就读的婷婷（化名）。

过去，婷婷也参与过大学支
教。 在收到招募志愿者的消息
后，她通过面试、笔试等一系列
筛选，参与到了对小丽的第一次
探访中。 那时候，面对眼前孤僻
的女孩，婷婷很想说一些安慰的
话，却在看了一眼杂乱破旧的房

间后，突然发现，“找不到任何合
适的话了。 ”

走出小丽家， 婷婷觉得心
里闷闷的， 她第一次深切感受
到环境对孩子的影响。 那一刻，
她打心底决定，“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小丽的大朋友， 陪伴她
面对挫折和困境，一起成长。 ”
正值五一假期， 婷婷主动申请
陪工人师傅一起到小丽家施工
建设阅读空间。

婷婷的想法很简单， 她觉
得，既然是朋友，就要给这个胆
怯地小女孩一个真正地在这个
城市的家，自己也要参与其中。

从墙面粉刷到家具安装，婷
婷放弃了五一假期，连续三天天
从大学城坐一个多小时公交到
小丽家， 跟着工人师傅忙活，然
后又回到大学城。 那时候，婷婷
还带上了小手信装饰阅读空间，
最终一起完成了阅读空间的硬

装建设。
当她蒙着小丽的把她带到

房间的时候，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这是曾经那个杂乱破旧的小屋。
而小丽则在睁开眼的那一刻，激
动得说不出话来， 愣了好几秒
钟， 才兴奋地扑到婷婷怀里，几
乎用喊的声音重复着：“太棒啦，
我感觉自己终于有个家了。 ”

小丽还没意识到，这只是改
变的开始。

在此后的定期陪伴中，婷婷
根据小丽偏科严重等情况，安排
了一系列环节引导她突破学习
瓶颈。 小丽英语经常不及格，婷
婷就找来英语电影和卡通片，约
上小丽一起看，一起学。“孩子喜
欢看了，就产生了兴趣，从单词
学到语句， 一年后回过头看，分
数从 50 多分提到 80 分。 ”

令李忠黎和婷婷印象深刻
的是，2020 年 11 月， 项目设计

了“护苗成长，阅动未来”青少年
创新成长营，带动孩子一起通过
夏令营，在社会中学习，小丽也
是其中一员。“那时我们安排学
员在社区采访周边店主的来穗
经历， 小丽是问得最仔细的人，
也是第一个举手分享的。 ”李忠
黎说。

在临近服务的尾声，李忠黎
等人进行了第二次探访， 那一
次，小丽不再孤僻，做了些叠纸
手工，送出来，还展示自己的成
绩和进步，“这种变化让我们每
个人都很欣喜，现在小丽也还和
志愿者保持着朋友关系。 ”李忠
黎说。

100 个孩子成长
需要更多人支持

“无论是书籍，还是环境，抑
或他人的陪伴，对孩子的成长都
是至关重要。 ”

李忠黎表示，像小丽这样的
孩子在白云还有很多，成长困境
与陪伴缺失给他们的童年天空
涂上了难以抹去的阴霾。 为此，
广州市白云区天天有益青少年
服务中心在 2021 年总结上一年
的执行经验，提出全新的关爱服
务模式。

据悉， 该模式将通过家庭
阅读空间建设、 关爱陪伴服务
与社会融合体验结合的形式，
实现素养教育、心理健康、实践
能力与未来理想四位一体同步
赋能。 除了空间建设和个性化
书单配备，今年“广州白云阅读
空间” 将为困境儿童开展阅读
赋能课程， 提供持续专业性阅
读赋能培养； 继续开展青少年
创新成长营，从素养、心理、实
践和理想等四方面， 赋能白云
区城市青少年成长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将继续
志愿者一对一陪伴支持，建立志
愿者和服务个案的档案日记，一
周一更，不断更新服务情况和需
求，及时调整陪伴的方法和链接
资源支持。”李忠黎透露，了解到
困境儿童也希望家长参与陪伴
后，“我们决定为学生家长提供
亲子阅读课程与亲子阅读赋能
培训，鼓励帮扶青少年家长开展
亲子陪伴阅读活动。 ”

在 2021 年，“广州白云阅
读空间” 还将邀请历届白云好
青年为帮扶青少年开展榜样宣
讲、 阅读推广与成长对话等面
对面陪伴活动； 组建阅读推广
讲师团在全区范围内进行青少
年阅读推广宣讲； 组织帮扶青
少年与山区学校孩子一对一结
对， 通过书信往来的形式互相
鼓励陪伴成长， 在收获朋辈成
长支持的同时， 鼓励帮扶青少
年积极回馈服务社会。

在过去一年，“广州白云阅
读空间”支持了 24 户孩子成长，
“其中大多数产生了很好的改
变。”李忠黎透露，“今年，我们希
望帮扶 100 位困境儿童打造阅
读空间， 我们已经筹集了 50 位
服务对象的服务费用，现在将继
续筹措第二批阅读空间费用。 ”

在他看来， 集众人之力，一
方阅读空间将托起一片困境青
少年的蓝天。 （据《善城》杂志）

“我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城市。 ”
广州市白云区天天有益青少年服务中心秘书长李忠黎还记得，第一次探访小丽（化名）时 ，这个在白云湖边土生土长的 “广

州囡”生活清贫，对着一屋子陌生大人，好不容易憋出来了一句话。话音刚落，女孩避开大家的眼神，话音之外，填满失落、迷茫和
自卑。

那时候，还没人知道———2020 年的第一次见面，将成为小丽生活的转折点。
2020 年，共青团广州市白云区委员会联合广州市白云区民政局、广州市白云区慈善会等相关单位发起了“广州白云阅读空间”

项目，由广州市白云区天天有益青少年服务中心负责执行，进行家庭阅读空间硬装建设，并配备一对一志愿者提供陪伴服务。
“一年后，小丽从当初的抗拒变得开朗，和志愿者一起突破了学习上跨不过的坎，愿意走出家门。 ”李忠黎说，过去一年项目

支持了 20 多户孩子的成长，今年计划筹措更多资源，支持 100 名困境儿童成长。 ”

创新成长营的活动 带孩子进到社区中体验和成长

改造后的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