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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把农村留守儿童关心好、 关爱好, 不仅是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应有之义, 也是共青团参与创

新基层社会治理、 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

四川共青团深入实施 “童伴计划冶, 创新工作方式和载

体, 务实推进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 现编发团四川省

委的经验做法, 供全团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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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共青团深入实施 “童伴计划冶

“童伴计划冶 是四川共青团在 “留守学生关爱行动冶 项目十

年实践基础上, 为实现 “从重生活物质给予到重精神心理帮扶冶

转变、 解决常态化关爱工作 “最后一公里冶 问题, 于 2016 年联

合有关部门和机构启动的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项目。 项目采取

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 按比例共同投入的公益 PPP 模式, 在全

省 165 个试点村, 每村聘请一名专职 “童伴妈妈冶、 建设一个

“童伴之家冶、 建立一套工作体系, 逐步构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

“机制化、 标准化、 规范化冶 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格局。 总体

来看, “童伴计划冶 在实施过程中体现了 “六个注重冶。

一、 注重 “人冶 的标准。 在实施过程中, 坚持本土化、 专

业化原则, 把严格 “童伴妈妈冶 标准放在首位。 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 严格选拔一名年龄 19-55 岁、 在本地工作和生活、 具备初

中及以上学历、 热爱公益事业、 热爱儿童工作、 有奉献精神、 对

项目村 (社) 未成年人情况熟悉的妇女担任 “童伴妈妈冶, 在村

两委指导下排查农村留守儿童基本情况, 开展登记建档、 定期走

访、 收集需求并及时回应、 指导和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等

工作。

二、 注重 “家冶 的规范。 按照 “标准化配置+个性化设计冶

原则, 每个项目村建立一个室内空间不小于 20 平米、 室外空间

不小于 80 平米的 “童伴之家冶, 作为留守儿童实体活动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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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伴之家冶 在 “童伴妈妈冶 陪护下使用, 每周固定开放不低于

16 个小时, 每月至少举办 1 次主题活动。 现四川全省各阵地已累

计开展活动 1. 1 万余次, 参加过的儿童达 25. 9 万人次、 家长达 9

万人次。

三、 注重 “管冶 的日常。 按照活动经常化、 管理日常化要

求, “童伴计划冶 搭建了一套纵向贯穿县、 乡、 村三级, 横向涵

盖共青团、 民政、 公安、 教育、 卫健等部门的联动机制, 构建起

发现和解决留守儿童困难需求的关爱服务网络。 在项目运行过程

中, 积极引入高校、 社工机构等智力资源和专业力量, 探索建立

包括招募、 培训、 督导、 测评在内的一整套管理体系, 支撑项目

科学化、 规范化运行。

四、 注重 “效冶 的推广。 首批试点项目实施三年来, 累计

走访儿童 11 万人次, 建档立卡近 4 万余份, 帮助解决返校协助、

大病救助等需求 3. 3 万余例, 推动安全防护知识在留守儿童中的

普及率从 25. 1% 上升至 55. 8% 。 同时, 建立可复制的标准化项

目管理体系。

五、 注重 “情冶 的延伸。 坚持个性化、 精准化原则, 为每

一个留守儿童建立个性化基础档案和关爱档案, 详细记录其家

庭、 生活、 性格、 健康、 学习等方面情况。 注重常态化陪伴,

“童伴妈妈冶 每月工作时间平均不低于 80 个小时, 每月家访平均

不少于 20 户, 96. 8% 的留守儿童认为 “童伴妈妈冶 对自己很重

要。 注重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 300 余位家长在 “童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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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冶 的带动影响下返乡就业, 外出务工父母中每天联系子女的父

母比例从 14. 7% 上升至 30. 2% 。

六、 注重 “研冶 的细化。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 团四川省委

注重及时发现问题、 动态掌握情况, 三年来先后九次开展基层专

题调研, 其中包括利用 2019 年春节期间外出农民工集中返乡契

机, 开展针对 “留守儿童父母冶 的专题问卷调查和访谈。 在此

次调研中, 发动团市 (州) 委、 驻外团工委、 服务 “春运冶 的

青年志愿者等各方面力量参与, 通过在火车站、 汽车站、 机场等

场所 “随机抽样冶, 共发放问卷 2300 份 (每个市州不少于 1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2102 份。 作为对问卷调查的补充, 还对部分

返乡农民工进行了个案访谈。 通过调研, 四川共青团进一步认识

到留守儿童是外出农民工最迫切、 最现实、 最牵挂的 “后顾之

忧冶, 掌握了 “留守儿童父母冶 的所思、 所想、 所愿, 明确了推

动 “童伴计划冶 后续提档升级、 提质扩面的努力方向。

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直属单位负责人, 省级团委书记。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9 年 4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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