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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谈·

7月 3日，本报法人微博发布微话题“如何更
好守护留守儿童成长路？ ”引发网友热议———

聚光镜··暑期生活如何多彩又安全①①

·微话题·

·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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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蜗居 2012:我们不仅要关爱留
守儿童，带去物质慰问和精神慰藉，也
要创造条件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和进取心，让孩子们成长进步，实现人
生价值。

@ 泉河边的娃: 有些地方建成了
儿童之家，但留守儿童很少去。一方面
缺少相关玩乐设施， 另一方面是人员
不足、管理不到位，有的儿童之家甚至
多数时间并不开放。 建议加强人员配
备、严格考核管理制度。

@ 剑居闻铃: 希望政府可以在广

大农村地区创造更多就业、创业机会，
让年轻父母可以在家乡就业、创业。城
市也应该多为农村孩子随迁就学、异
地入学提供便利。

（本报记者 殷骁 整理）

让关爱从“心”出发
■ 殷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要关心留
守儿童 ，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 ，加强
管理和服务 ， 让他们都能感受到社
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近年来，从中
央到地方 ， 各级各部门陆续出台一
系列关爱保护留守儿童的政策措

施，逐步推动解决留守儿童生活 、学
习等问题，收到了良好效果。 但实际
工作中仍有一些困难与短板 ， 需要
重视解决。

从留守儿童自身来说 ， 他们平

时与父母沟通交流过少 ， 隔代教育
又存在重物质轻关怀等问题 ， 导致
一些孩子幸福感 、满足感 、获得感不
足 ，乐观 、开朗 、自信等正向情绪缺
乏 。 调查研究发现 ，手机 、网络成瘾
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呈上升趋势 ，
而沉迷网络显然不利于他们的身心

健康。
从关爱工作实际来看 ， 许多关

爱举措尚难满足留守儿童情感方面

需求 。 不少地方做留守儿童工作的
多是村居干部等兼职人员 ， 关爱工
作停留在物质层面上 ， 对孩子的心

理、精神需求无暇顾及。 有些地方虽
然有专门队伍 ，但人员素质不高 ，专
业技能欠缺 ， 不能帮助留守娃正确
面对成长烦恼。

关爱留守儿童 ，要从 “心 ”出发 。
相关部门要引导家长重视孩子的精

神需求 ，无论是在外务工的父母 ，还
是实际负责抚养照护的祖父母或其

他亲属 ， 都要改变重物质轻关怀的
做法 ，平时多与孩子交流沟通 ，了解
他们的内心世界 ， 尽量让他们体会
到情感上的满足 ， 从而塑造积极健
康的心理。

学校 、 村居是关爱留守儿童的
重要力量 ，应创新工作方法 ，给予留
守儿童必要的情感关怀和心理关

爱。 比如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配
备专业的心理辅导和咨询老师 ，为
有需求的孩子提供专业心理服务 。
同时 ，尽可能利用现有资源 ，依托留
守儿童之家等平台 ， 多组织相关主
题活动 ，丰富留守儿童的课外生活 ，
充实他们的精神世界。

从“心”关爱留守儿童，还要打造
专业的人员队伍，构建更完善的服务
体系。要加强对农村儿童专干等人员
的培训， 尤其是在情感交流方面，让
他们掌握跟孩子沟通的方法技巧，真
正把关爱工作做到孩子心坎上。在此
基础上 ，引入专业社会组织 ，常态化
开展走访慰问、心理关怀等活动，让孩
子们感受到更贴心的温暖。

■ 本报见习记者 朱茜

记者：在暑期，缺乏父母监管的留
守儿童面临较多安全隐患， 如何让留
守儿童的暑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崔建梅： 留守儿童所在社区和学
校应和家长联系， 明确假期有责任的
监管人。学校要加强宣传教育，培养留
守儿童安全自护意识。 学校可以根据
留守儿童特点和喜好相应开设一些兴
趣班，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他们度过
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尽力做到“放假不
放羊”。班主任和科任老师在暑期要加
强家校互动，建立联系机制，与监护人
和留守儿童及时沟通。 如对留守儿童
进行重点家访，了解他们的暑期生活，
让他们感受到关爱。 政府部门应切实
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动员群团、社会组
织等开展走访慰问、结对帮扶，做到关
爱不缺位。总之，留守儿童暑期安全问
题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共同努力，为
孩子们营造安全、舒适、贴心的环境。

汪育红：一方面，学校在假期可以
充分利用闲置场地供留守儿童学习、
活动。 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增设值守人
员，延长服务时间。如果学校服务能力
有限，可以在假期前，通过购买服务等
方式，引进声誉较好、资质过硬的培训
机构或专业社会组织， 为留守儿童提
供相关服务。这样，既解决了部分家长
的后顾之忧， 又充分利用了学校闲置
资源。 另一方面， 学校要多与家长沟
通， 建议他们在假期尽量抽空陪伴孩
子。 老师可以通过班会、家长会、家访
等多种形式，跟踪留守儿童假期学习、
生活、安全情况。

记者 ： 留守儿童长期缺少父母
关爱 ， 对生活和成长会带来哪些不
利影响？

崔建梅： 留守儿童正处于需要关
爱的阶段， 如果父母在成长过程中长
期缺席，就可能导致孩子缺乏安全感，
性格变得孤僻，且常常敏感、自卑，严
重的还会酿成自闭等症状。 一部分孩
子由于缺少来自家庭的正确引导，易
受一些不良风气影响， 从而产生不正
确、不健康的行为习惯。还有的为了博
取关注或出于好奇， 故意做出违反纪
律和社会规则的行为。

汪育红：对孩子而言，“精神留守”
更可怕。 很多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父母
关爱，在本应撒娇的年龄无处倾诉，在
遭遇困难和问题时不能及时获得父母
帮助，长期处在无助中，就容易产生心
理问题。在以后和父母相处时，也许会
表现得很生分。如果不及时正面引导，
有些留守儿童就会对亲情冷漠， 对社
会有怨恨，甚至走向歧途。

记者： 如何做好留守儿童心理健
康工作？

崔建梅：首先，要深入了解摸排，建
立留守儿童心理档案。 其次，老师应多
与其沟通，了解心理状态，发现问题及
时疏导，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正确引导
其形成积极健康的价值观。 最后，可以
开展其他同学帮扶留守儿童等活动，鼓
励留守儿童多参与各项课外活动，通过
丰富多彩的集体生活填补内心孤独。

汪育红： 学校要重视心理健康教
育，可以成立心育部门，让专业人员担
任指导员， 缓解心理问题； 让善于沟
通、 受孩子们喜欢并信任的老师担任
教师干事，关注留守儿童动向，及时发
现和解决其心理异动； 让班级人缘好
的学生担任学生干事， 关注同学们的
动态，及时反馈或处理。假期可提供线
上心理服务， 教会留守儿童一些心理
调节方式，并及时接受心理咨询。

暑期来临，农村留守儿童如何安全快乐
地享受暑期生活？ 记者就此对话全国人大代
表和省人大代表———

为留守儿童撑起“保护伞”

对话人：全国人大代表，蚌埠第一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党委书记、校长 崔建梅

省人大代表，黄山市歙县育鸿留守儿童学校
校长 汪育红

近年来，我省各地强化学校、乡镇、村居等相关单位责任，共同参与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关爱留守儿童如何持续深入？ 记者深入一线探访———

关爱留守娃 还能做点啥

● “父母不在孩子的身
边，更要多和孩子进行情感
上的交流，疏导他们心理上
的压力。 ”

———寿县刘岗镇刘岗小

学教师郑红信

● “维护留守儿童和父母
的亲情纽带， 学校可以发挥
一定作用。 ”

———寿县刘岗小学校长

杨广周

● “暑假开始后 ，我们在
儿童之家组织了绘画 、唱歌
等活动，孩子们都喜欢到这
里玩。 ”

———肥东县众兴乡华光

社区儿童主任徐禄梅

● “儿童主任多是村里或
社区的全职妈妈， 他们对照
顾孩子既有责任心， 也有技
巧方法。 ”

———肥东县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

● “无论是建设场地，还是
组建队伍，都需要资金保证。 ”

———寿县刘岗镇妇联副

主席、民政所副所长魏志豪
● “对于儿童专干和督导
员，强化培训肯定是必要的。 ”

———肥东县店埠镇镇北

社区儿童主任金冉冉

完善保障 关爱保护需提档

近年来，从建设儿童之家到配备儿
童专干等，我省在留守儿童关爱方面做
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去年 7 月出台
的《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要求民
政、教育 、卫生健康等部门应为开展家
庭教育存在困难的家庭提供相关帮扶
和指导。

但记者走访发现，目前留守儿童的
相关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儿童之
家管理不规范，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许
多儿童之家利用率不高，有些本该开放

的时间也是大门紧闭。 二是儿童专干队
伍不健全，不少地方都是由村“两委”成
员兼任 ，加上缺少相关激励政策 ，很多
人没有干劲，工作难以开展。

“关键还是资金问题。 ”寿县刘岗镇
妇联副主席、民政所副所长魏志豪对记
者说，无论是建设场地，还是组建队伍，
都需要资金保证。 她建议，政府应该持
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出台相应的人员
激励政策 ，推进儿童主任专职化 ，健全
考核评价体系，为农村儿童工作注入源

头活水。
“对于儿童专干和督导员 ，强化培

训肯定是必要的。 ”肥东县店埠镇镇北
社区儿童主任金冉冉告诉记者，社区有
个留守儿童眨眼频率过快，家里人都以
为是习惯问题。 但学习过儿童常见病症
知识后，金冉冉判断孩子眼睛可能有问
题，就建议爷爷奶奶带孩子去体检。 检
查发现， 孩子患有斜视。 “幸亏发现得
早，能及时进行矫正。 ”

农村地区儿童主任普遍文化水平
不高，专业素养需要加强。 肥东县每月
会对儿童主任进行两次培训，内容主要
是教育学、心理学、儿医、儿童服务相关
专业知识，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陪伴成长 “兼职家长”来上岗
孩子们放暑假了，徐禄梅更忙碌了。

她是肥东县众兴乡华光社区的一名儿童
主任。 2017年，正在广东打工的她听说家
乡招聘儿童专干，便辞去工作回乡应聘。
“我自己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知道孩子
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徐禄梅告诉记者。

每周一次上门访视， 及时更新留守
儿童信息， 周末把孩子接到留守儿童活
动之家集中看护， 节假日带着他们开展
文娱活动，丰富日常生活，这是徐禄梅的
工作内容。 “暑假开始后，我们在儿童之
家组织了绘画、唱歌等活动，孩子们都喜
欢到这里玩。 ”

近年来，肥东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为全县乡镇配备 22 名儿童督导员，社区
配备 335 名儿童主任。有了专职负责人，

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更加精准到位。“儿童
主任多是村里或社区的全职妈妈， 他们
对照顾孩子既有责任心 ， 也有技巧方
法。 ”肥东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徐禄梅看来， 帮助留守儿童健康
快乐成长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工作。 社
区留守儿童小范，父母长年不在家，一直
由爷爷奶奶照顾。第一次家访时，徐禄梅
发现他身上涂满药膏。 原来小范很久没
洗澡，皮肤发炎，身上起了很多疙瘩。“11
岁了，1 米 3 都不到，看着就让人心疼。 ”
徐禄梅从点滴做起， 指导小范养成卫生
习惯，和他一起玩耍，让小范生活逐渐规
律。如今上初中的小范学习刻苦、开朗活
泼，并经常与徐禄梅互动交流。

留守儿童最需要的还是父母陪伴。

为了让孩子们得到更为完整的家庭亲
情，徐禄梅经常与留守儿童家长交流，劝
他们尽量将孩子带在身边照顾。 经过徐
禄梅和同事们的努力， 华光社区原有在
册 13 名留守儿童，10 名都被父母带在
身边生活。

如今，在儿童主任的作用下，越来越
多的家长开始注重对孩子的陪伴。目前，
肥东县在册农村留守儿童仅 1908 人，相
比于 2017 年造册时的 4045 人减少了一
半以上。

亲情交流 学校搭起“连心桥”
“每一次离别，我对爸爸妈妈都会有

些埋怨，埋怨他们为什么要去外面工作，
为什么不能时常陪着我？ ”前不久，寿县
刘岗镇刘岗小学举办了一场 “一封信两
地情”活动，让班上的留守儿童给在外务
工的父母写一封信。 小桐在信里说出了
自己的心里话。

父母长期在外地打工， 小桐一直跟
爷爷奶奶生活。父母不在身边，小桐对他
们特别思念， 尤其是看到同学都有父母
陪伴， 她希望自己的父母也能回家陪伴
自己。不过，小桐一直把这些心思憋在心
里，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

“要不是组织活动 ，还真不知道她
有这样的心思。 ”小桐的班主任郑红信
把孩子们的信拍成照片 ， 用微信发给
他们的父母 ， 并且专门给小桐的父母
打电话 ，让他们平时多和小桐沟通 ，听
听孩子的心里话。 在郑红信的指导下，
父母经常跟小桐视频 ， 还承诺暑假回
来接小桐 。 父母的关心解开了小桐的
心结 ，她也变得更加开朗了 。 “父母不
在孩子的身边 ， 更要多和孩子进行情
感上的交流 ， 疏导他们心理上的压
力。 ”郑红信说。

留守儿童物质生活一般不成问题，

但父母不在身边造成的亲情缺失， 是他
们成长中最大的障碍。“维护留守儿童和
父母的亲情纽带， 学校可以发挥一定作
用。 ”刘岗小学校长杨广周介绍，学校经
常组织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活动， 让他
们写下心愿单、亲情信等，引导他们主动
向父母表露心思。

在学校的留守儿童活动室，记者看
到墙壁上贴满了心形贴纸，上面都是孩
子们的心愿单。 郑红信告诉记者，孩子
们的心愿 ，有想要礼物的 ，学校往往会
和一些爱心企业沟通联系，满足孩子们
的愿望 ；思念父母的 ，老师就通过发照
片或视频的方式，告知他们的父母。 “有
些父母看过后 ，也很难过 ，给孩子打电
话的频率更高了，有条件的都想着回来
照顾孩子。 ”

“护航” 朱慧卿/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