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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本报记者 闵云霄

2013年2月，麻江县碧波乡朝阳
村5名男孩被发现死于一个废弃的
烤烟棚中；

11月，毕节闷死街头垃圾箱的5
个小孩；

12月初，同样是在贵州省毕节
市，当地一乡村小学学生放学途中，

一辆拉水车从坡上下来，撞向人群。

共致5名小学生死亡，2人受伤。
……

一场场生离死别的悲剧，又是几

个家庭的永恒之殇，几次死伤小孩

家属大多外出打工。这些留守儿童

的父母为了改变贫困背井离乡，导

致孩子缺乏父母监护和关爱，人身

伤害、死亡等悲剧时有发生。留守、

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及教育等问题已

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老师就像俺娘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

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外出务工，他们的孩子更多的是留

在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功

能的失调，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

教育、成长、安全等一系列不容忽

视的问题暴露出来。留守儿童不仅

在教学上难以管理，在心理、性格

上也有或多或少的问题。作为乡村

教师与孩子每天接触的时间最长，

老师们更需要有一颗关爱留守儿童

的心。

“爸爸，妈妈，您们外出打工那

年我才10岁，弟弟8岁，您们走后我
就开始担当起照顾弟弟的任务，您

们的离开，带走的是春天的温暖，而

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的是冬天

的寒冷，您们知道吗？我和弟弟时时

刻刻都盼望着您们能回家。”这是安

顺市西秀区杨武乡初级中学留守儿

童的演讲比赛时，一名学生的家书。

贵州省社会调查研究所的一份

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监护人对

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几乎是不关心

的，而且这种情况随着留守儿童的

年龄增加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相关

调查问卷里，有这么一道题：你有心

事时，一般向谁倾诉？结果显示有

80%的留守儿童选择的是教师，18%
的选择同伴，仅有2%的儿童选择监
护人。老师就像亲娘。

孤独的疼痛

有专家推算和保守估计，近年

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至少在4390万
以上。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

留守儿童在当地儿童总数中所占比

例高达18%—22%。据统计，80%以
上的留守儿童是由祖父母隔代监护

和亲友临时监护，年事已高、文化素

质较低的祖辈监护人基本没有能力

辅导和监督孩子学习。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中发

现，农村留守儿童们由于其父母长

时间不在身边，家庭的“缺陷”使留

守子女无法享受到正常的亲情关

爱，生活中的烦恼无法向亲人倾诉，

成长中的困惑无法得到父母的正确

引导和鼓励……久而久之，无助感、

失落感和被遗弃感逐渐形成，严重

影响着留守子女心理的健康成长。

绝大多数留守儿童与父母很少见

面，缺少沟通。据西部某劳务输出大

省在一县域内的调查显示：70%的父
母年均回家不足3次，有的甚至几年
才回家1次；近30%的留守儿童与父
母通话、通信频率月均不足1次。由
于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

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得

不到正常疏导，极大地影响了其身

心健康，形成人格扭曲的隐患，导致

一部分儿童行为习惯较差，并且极

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

控甚至犯罪的倾向。南方沿海某省

一项调查显示，19.6%的留守儿童觉
得自己不如人，11.4%觉得自己受歧
视，9.5%有过被遗弃的感觉。北方某
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青少年犯罪

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已高达20%。
2013年1月4日，教育部连同中华

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央社会管理综

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中央、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五部

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

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

意见》，明确提出了不断提高留守儿

童教育水平的要求，同时对加强留

守儿童心理健康和法制安全教育做

出了细致明确的规定。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在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微有

爱基金最近启动，该基金倡导精神+
物质的全方位扶助，实现个人对个

人的爱心传递，秉持简单、透明的捐

赠理念，实现关爱留守儿童，温暖有

爱人间的公益道德目标。

“我们是要办一个干净的公益机

构，必须经得住时间的推敲”，微有

爱基金刘秘书长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此举旨在号召爱心人士关注

留守儿童的成长,通过自己的微薄之
力,帮助孩子们走出贫困的阴霾和精
神的沙漠,并借此汇聚从善如流的公
益道德力量,为提升社会道德标准贡
献自身的一份力量。”

爸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为了让农村留守儿童感受更多

的亲情关爱，健康快乐成长，2013年
12月，贵州省要求留守儿童达缘园人
及以上的学校按规定建立标准的

“农村留守儿童之家”，留守儿童不

足缘园人的学校要设立亲情视频室或
语音聊天室，为留守儿童搭建与亲

人沟通的平台。

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如何解决？

有关专家表示，改革户籍制度的核

心并不是说要完全取消户籍管理制

度，而是要逐步弱化乃至取消与户

籍相联系的城乡隔离的各种制度，

从而保障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另外

可利用城市中小学生源减少的机

遇，运用现有教育资源，适当鼓励、

帮助民工将其子弟带到城市上学和

生活，充分发挥家庭的难以取代的

教育功能。在配套改革到位前，可先

期开辟打工子女就学“绿色通道”，

使其享受与打工所在地孩子同等的

受教育待遇，免除一切限制和收费。

这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根本所

在。

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习

俗。但是仍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

的原因，无法回家团圆，无法见到自

己的孩子。在这样的背景下，2014年1
月16日至18日，中国下一代教育基
金会微有爱基金将在广东东莞举办

“爸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公益活

动，圆梦留守儿童，春节全家团聚。

旨在向全社会发出呼吁，各慈善组

织、公益机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

等用自身力所能及的微力量帮助身

边的留守儿童们，为他（她）们在节

假日创造条件，通过爱心微传递的

接力行动，让孩子们圆“想爸爸妈

妈、见爸爸妈妈”的梦。

广东东莞企业家们在全国率先

响应。有“务工之都”称谓的广东东

莞，几十年来为其城市的留守、流动

儿童做了大量的工作，东莞企业家

更加深知其员工与孩子们深深的相

思之苦，为孩子们做点事，就是在帮

助自己、温暖企业、传爱东莞。

倡议书
孩子，你在家乡还好吗?身体是否健康，学习是否进

步！

孩子，天冷了，你夜间的被子是否有人替你搭上，手

套棉鞋是否有人为你准备！

孩子，爸爸妈妈想你啊，是否你们也在想着爸爸妈

妈！

每当看到路边街心，别的爸妈牵着孩子的手，孩子啊，

爸爸妈妈就会想起你：很久没见到你了，你是瘦了，还是胖

了！爸爸妈妈的心都在流泪，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团圆如初。

留守的是孩子，牵挂的是爸妈的心；

留守的是孩子，牵动的是社会的爱。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微有爱基金向全社会的爸爸

妈妈发出倡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留守儿童，请伸出双

手，给予他们温暖的拥抱！

留守儿童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个

特殊群体，他们因为父母外出务工而被留在家乡。但他们

不应该是缺少爱的群体，因为今天，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

关注到了这个庞大的青少年人群。

爸爸妈妈们，带着你们的孩子加入进来吧，加入微有

爱的大家庭，因为你们的一点爱，就可以汇聚全社会的力

量温暖他们，让这些孩子的世界不再冰冷，让他们生活更

有温度。

这样的爱心传递，给予的是一代人，福泽的将是整个

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倡议人———微有爱基金宣传大使：高敏

微有爱基金介绍：
微有爱基金隶属于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2010年7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在民政部正式登记

注册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部），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唯一用于扶危助困留守儿童 , 从精神和物质层面使

他们共享全社会温暖 , 同圆中国梦的公益基金。微

有爱基金号召爱心人士关注留守儿童的成长 , 通过

自己的微薄之力 , 帮助孩子们走出贫困的阴霾和精

神的沙漠 ,并借此汇聚从善如流的公益道德力量 ,为

提升社会道德标准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

宗旨———

倡导“精神+物质”的全方位扶助，实现“个人对

个人”的爱心传递，秉持“简单、透明”的捐赠理念，

实现“关爱留守儿童，温暖有爱人间”的公益道德目

标。

口号———

简单、透明、微小、传递。简单，意为便捷、易行的

捐赠方式；透明，意为敞开、有据可依、畅通的捐赠

渠道；微小，意为绵薄、力所能及的捐赠力量；传递，

意为感染、有爱相随的爱心正能量。

背景介绍

全国留守、流动儿童6500万，他（她）们的心理健

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据统

计，留守、流动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57.14%，亲

情缺失、教育条件和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留

守、流动儿童的现状，声声叩问着政府和社会各界

人士。

在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下，微有爱基

金期冀通过公开、透明的捐赠平台，实现对留守、流

动儿童的关怀、关心、关爱，使他们有爱相随，享受

社会的大爱。

当我们哼唱着《世上只有妈妈

好》长大时；当我们作为一个成年流

浪者，从异乡回望父母时，不曾想到，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

还嗷嗷待哺时，父母为了谋生糊口，

为了中国新城镇化建设，远离家乡，

外出务工。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花样

年华的时候，他们被留在乡下，孤独

地像荒草一样生长。

很多时候，他们只能从电话中或

者从偶尔寄来的汇款单中，才能感觉

父母的存在。

直到毕节惨案，五名儿童在下雨

的寒夜 ,躲在垃圾箱里生火取暖 ,一氧
化碳中毒身亡；直到社会新闻里，不

断出现他们的影子：《12岁少年祠堂
边自缢身亡，留下遗书称想念外出打

工的父母》；《父母外出打工，儿童被

拐卖，被性侵》……这些没有漂亮的

新衣服，没有新奇的玩具，甚至没有

可以撒娇的怀抱的孩子，才开始被公

众所了解，并且深深地刺痛着社会的

心。

媒体给这群孩子起了一个酸楚

的名字：留守儿童。

孩子，成了外出打工的父母们心

中永远最柔软，最心痛的牵挂。这些

留守儿童们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存在

着严重的“亲情饥渴”现象，缺少父母

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三成以上的留

守儿童有心理问题，45.1%的留守儿
童“感到心里孤单”。据全国妇联公布

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

有6000多万，且呈上升趋势。
长期远离父母的状况也最容易

导致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性格等方

面出现偏差，影响其生活、学习，甚至

是健康、全面的人格成长。

值得庆幸的是，不仅国家和政

府高度重视留守儿童的问题，越来

越多的社会单位也逐渐关注、关爱

留守儿童。微有爱，就是中国下一代

教育基金会旗下一只专门关注留

守、流动儿童的专项基金。他们倡导

“精神+物质”的全方位扶助，实现
“个人对个人”的爱心传递，秉持“简

单、透明”的捐赠理念，实现“关爱留

守、流动儿童，温暖有爱人间”的公

益道德目标。

当然，仅靠一个企业，一只基金

或者某一个公益组织，是不可能完全

解决留守儿童的难题的，靠的是全社

会一起努力，充分发挥社会各部门、

各界人士及各种力量的作用，与孩子

父母一道，给他们以帮助和关心，从

多方面呵护这些幼小的心灵，帮助他

们实现一个个小小的梦想。

孩子们最大的渴望是希望父母

能回到他们的身边，哪怕是一年能多

回来几趟，在家里多呆几天。这在许

多孩子们面前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

却成了留守儿童的莫大向往。我们多

么希望他们和普通孩子一样，平等地

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地拥有追求

未来的权利。我们更希望他们有更大

的梦，即便爸爸妈妈不能时刻在身

边，他们也能有机会多看看这个世

界，多思考未来，别让他们孤独地守

望着自己的童年。

也许有一束特殊的光，能照亮孩

子的世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铸就这

束光，关注留守儿童，帮助留守儿童，

把温情留给自己，把尊严和传递教会

孩子。

这束光，照进孩子们的未来，那

是希望和梦想，那是平等和尊严，那

是我们的未来，民族的未来，中国的

未来。

照进孩子的未来让梦想
李飞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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