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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为何变得沉默了？

留守儿童无法享受到正常的亲情关爱，久而
久之，无助感、失落感和被遗弃感逐渐形成，严重
影响心理健康。

当校车停在家门口，一直沉默寡言的孙梦豪
立即跳下了车，看到家里房门紧闭，他对随行的老
师说：“我去地里喊奶奶回来。”说完便飞快地跑开
了。一位老师不放心，随他一起去，但被远远甩到
了后面。

8 岁的孙梦豪是新蔡县孙庄人，父母都在北京
务工，家里还有爷爷奶奶带着他和四岁的弟弟，他
平时一个人在离家十几里的新蔡凯旋双语实验学
校寄宿，每 10 天回来过一次“周末”。

这个暑假，他将和学校的其他 29 名孩子一起，
坐飞机去北京见爸妈。临行前，学校老师带着他
一起回家和爷爷奶奶道别。

很快，孙梦豪找到了在地里干活的奶奶，一条
很泥泞的道路让随行的老师走得很艰难，而他却
很轻松地走了过来。奶奶说，平时农忙，在家顾不
上管他，他就经常一个人在这条路上跑来跑去，很
熟悉道路。

奶奶吴晓香已经 78 岁，和老伴一起种着十几
亩地，“不咋挣钱，能顾住几个人花销。”她所在的
村子不大，只有 300 多口人，到处都是坐在门口的
老人和一边玩耍的孩子，几乎见不到年轻人的身
影，年轻人大都进城打工去了。

奶奶说，孙梦豪从小就不爱说话，也很少和伙
伴们一起玩耍，学校放假了就在家写写作业，有时
自己玩一会儿，她年龄大了管不了太多，只要“孩
子不冻着饿着就行，学习上根本辅导不了孩子”。

在中国内地农村，孙梦豪和奶奶的故事并没
有什么特别，千千万万个留守儿童跟他们一样，普
通的日子里有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有欢喜也有
忧愁，一年一年就这样走过。

中国妇联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内
地农村留守儿童高达 6102.55 万，占全国儿童的
21.88%。年轻父母为养家在外奔波挣钱，孩子随
老人在家苦守清贫。他们的背后，是地区之间不
平衡、产业分布不均匀的发展状况，是亟待打破却
仍然坚固的城乡二元壁垒，是无法满足更多人的
社会公共服务短板。

吴峰是新蔡县凯旋双语学校的副校长，经常

和留守儿童吃住在一起。他告诉记者，在儿童的
成长过程中，有父母的地方才是家。但是，留守儿
童无法享受到正常的亲情关爱，久而久之，无助
感、失落感和被遗弃感逐渐形成，严重影响心理健
康。

他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异常心理有两种典
型“症状”：性格内向、孤僻、自卑、不合群；脆弱、脾
气暴躁、冲动易怒。近年来，各地不断发生的留守
儿童性侵案、意外死亡等事件，即为例证。

父母为何忍心多年不见儿女？

因为舍不得“一趟几千块的路费”，他们往往
几年不回家，孩子们也因此常年见不到父母。

孙梦豪所在的新蔡县凯旋双语学校，是一所
留守儿童学校，学校的 1100 多名学生中，95%以上
都是和他一样的留守儿童。

在这些孩子们心中，学校就是他们的“家”。
平时吃住在学校，学校的老师无微不至地关心着
他们，教他们学习，还教他们歌舞，也会让他们给
父母打电话，给他们做心理辅导，告诉他们父母在
外务工的不易。

吴晓香老人说，由于孙梦豪和弟弟小的时候
患病，治疗花了不少钱，父母只好去北京务工挣钱
养家，这一去就是三年。父亲在北京当厨师，母亲
做服务员，每月挣得钱都不多。其他务工的都会
在春节前后回家，但他们三年都没有回来了。“来
回一趟耽误挣钱，还得多花几千块钱，不舍得。”

老人说出这个理由的时候，显得很平和，而一
旁的孙梦豪依然很沉默，他已经习惯了没有父母
在身旁的生活。“平时他爸妈也打电话回来，但梦
豪不爱接电话。”

在新蔡县凯旋双语学校，有很多孩子和孙梦
豪一样，因为“距离问题”，因为“时间问题”，因为

“路费问题”，好几年见不到父母。
这个问题一直让校长汪舰很心酸。虽然创办

学校挣不了多少钱，甚至“还欠下几十万的债务”，
但他一直想拿出更多的爱来呵护这些“令人同情
的孩子们”。

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想法，让汪舰从 2010 年
开始，连续 5 年组织了那些“多年未见过父母的孩
子、家庭经济拮据的孩子”，利用暑假的时间进城
去见父母，并和他们生活一段时间。

汪舰带领留守儿童 2010 年南下广东、2011 年
北上首都、2012 年东进上海，2013 年再次南下广

州，圆孩子们一个个梦想。虽然每一次护送孩子
们进城都花费不菲，但汪舰一直在坚持。

进城务工，他们有何难言之隐？

农民工在城市“漂泊”，很多现实问题摆在面
前无法解决，他们无奈将孩子留在家乡，而远离孩
子的痛楚，只能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

“妈妈，那天几个人说你离家最久/根本不疼孩
子/我很生气/告诉他们再说我妈的坏话就别待在
我家门口/妈妈就是 5 年不回家/您还是疼我的，对
吧？”台上的陈魁声音突然开始颤抖。

7 月 8 日下午，当孩子们乘坐的飞机到了北京，
学校立即组织孩子们给前来的父母表演了一场精
心准备的文艺汇演。陈魁表演的是诗歌朗诵《北
京的约定》。在诗中，他与妈妈做了个约定：“每次
相见都要以泪洗面/那样的场面太伤感/儿子不想/
这次相见北京不流泪好吗？”

可是，这个约定显然无法达成，因为坐在台下
的妈妈早已是泪流满面。

陈魁的妈妈杜小芬在北京的一家家具厂打
工，收入微薄。“我也想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俺和他
爸住的都是职工宿舍，实在是有困难。可是俺们
只要有机会，一定把他接过来！”杜小芬泪如泉涌。

孩子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很多坐在台下的
父母都悄悄抹泪。在他们心中，远离家乡，无法照
料孩子的苦楚，谁人能懂？

“要想孩子在北京上学，得准备好七个证，有
几个能找齐？”闫梦航的爸爸来北京十年整了，虽
然每月有几千元的收入，但谈起孩子的教育问题，
不住地叹气。

更普遍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在京务工者都是
住在用工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孩子如来随住，他
们不得不在外租房，高昂的房租对他们而言也是
一个不小的挑战。而日常繁忙的务工生活也不允
许他们有很多时间照顾孩子们。此外，稍微好一
点的学校，上学的费用也不菲，一般打工者难以承
受，因此，在京务工者大都将孩子送回家乡上学。

“妈妈，别走好吗？”台上一个孩子稚嫩的声音
击痛了多少母亲的心，可是这个留守儿童“爸妈在
哪儿”的锥心之问，谁能回答呢？

19 时许，孩子们的表演结束了，父母们擦干了
眼角的泪水，陆续带着孩子离开会场。一次短暂
的感动也许改变不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不了孩

子们继续被留守在家乡的现实。生活在继续，现
实很无奈。

我们能为孩子做些什么？

学校应该摸索出更多的办法，关爱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给中国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日益
引起社会的全方位关注。

新蔡县凯旋双语学校每年暑假的“送留守儿
童进城见爸妈”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7 月
7 日下午，新蔡县很多政府部门的领导，包括县委
书记王景峰都来到学校给孩子们送行，而县教体
局、关工委等部门还给孩子们送来了书籍、火腿肠
等物品。此事也引起全国十余家媒体的关注，他
们派出 20 余名记者全程随行报道。

随着对农村“留守之痛”的持续关注，社会各
界纷纷“补位”，南阳市针对留守儿童推出了“代理
妈妈”，希望弥补孩子们的亲情缺失；焦作、新乡、
驻马店等地建设了不少留守儿童学校，建立健全
各项制度，进行“家校合作”，为每个留守儿童提供
无微不至的关爱；还有高校、社会团体不时举行一
些活动，希望用有限的力量来改变父母用物质补
偿代替情感交流的习惯。

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理事长王红顺告诉记
者，当前农村不少民办学校专门为留守儿童创办
了学校，实行寄宿制的方式来接纳这个群体。也
有不少学校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方
式来关爱这个群体，特别是我省洛阳、新乡等地一
些民办学校的做法值得关注和借鉴。

比如，一些在乡镇的学校建立了“留守儿童少
年宫”，利用乡镇学校作为场地，“一校两用”举办
一些以留守儿童为对象的培训和娱乐活动，解决
了留守儿童在周末和假期期间的学习与娱乐问
题；有的学校实行“留守儿童陪护制”，招募学校的
爱心老师，为青春期的孩子做生活和成长辅导，以
解决父母不在身边的一些青春期教育问题；还有
的建立“家校通”，类似于校讯通，将孩子的学习和
生活照片与情况定期定时发送给家长，让家长了
解和关注孩子的成长。

“这些学校的做法虽然不是解决留守问题的
根本之道，但在当前条件下，确实起到了良好的实
际效果。”王红顺说，我们应当鼓励更多的学校，
摸索出更多的办法来关心关爱这些孩子，这才是
着眼现实的做法。⑨10

留守娃“进城探亲”之问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海涛 高 超 屈晓妍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探亲，30名留守儿童乘坐飞机去北京见爸妈

●留守娃连年逆向“进城探亲”，令人关注的同时也令人深思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我们能为这些留守娃做些什么

留守儿童进京见父母。

综合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计
生委 7月 10日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我国“单独两孩”政策起步良
好。目前，除西藏、新疆外的 29 个
省、区、市已依法启动实施单独两孩
政策。截至 5 月 31 日，全国提出再
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共有 27.16 万
对，已批准的有 24.13万对。

二孩生育总体平稳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目前

我国符合单独两孩政策条件的夫
妇一共有 1100 多万对，并将持续
增加。2013 年，全国 29 个省、区、
市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约有 80％
的家庭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现有
一个孩子的单独家庭，希望生育第
二个孩子的数量约为 60％。

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
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说，尽管生育

意愿如此，但是变成生育行为的过
程中，还受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包
括第一个子女的意愿、妇女的职业
发展、住房、就业等。所以目前总
的来看还是平稳的。

大中城市妇幼资源吃紧
杨文庄同时指出，尽管近期不

会出现婴儿潮，但出生人口数量将
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妇
幼资源比较紧张。所以，单独两孩
政策实施以后，妇幼健康服务的数
量、质量和服务资源的有效配置将
面临挑战。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了
《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妇幼健康服务
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积极
保障单独两孩政策顺利实施，进一
步做好妇幼健康服务工作。

此外，我国还将研究建立出

生人口分级监测预警和重大经济
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研
究设置人口预警线，探索建立重
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
制。

普遍两孩政策尚无时间表
杨文庄表示，随着人口发展态

势、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保护、环
境利用等方面的变化，生育政策会
作出调整，但我国人口多的基本国
情目前不会改变，普遍实施生育两
个孩子的政策还没有时间表。

他说，下一步人口政策和计划
生育工作要逐步稳妥地落实好“单
独两孩”政策。随着我国人口发展
态势的变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
变化，随着国家资源环境方面的发
展变化，会对人口发展、生育政策
作出调整。

逾 24 万对单独夫妇获准生二胎

我国将研究设置人口预警线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
海关总署 10 日发布数据，2014 年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 12.4 万亿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0.9％。其中
出口 6.5 万亿元，下降 1.2％；进口
5.9 万亿元，下降 0.6％；贸易顺差
6306.1 亿元，收窄 6.5％。

海关总署发言人表示，今年以
来，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国内
经济稳中向好，我国外贸进出口呈
现逐步回暖的态势。预计下半年
进出口增速将显著高于上半年，但
外贸形势仍然严峻，完成全年增长
目标的任务十分艰巨。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在
10 日召开的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婚育新风进万家活
动专家组组长、南开大学教授原新
指出，我国持续 30 多年出生性别
比 偏 高 ，经 测 算 ，已 累 计 多 出 生
2400 万至 3400 万男孩，这样导致
先天性、原发性的性别结构失衡，
必然会影响到未来整个中国人口
的婚配、就业方面的性别结构。

原新说，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
比应该是 103 至 107 个男孩对应

100 个女孩。我国 1982 年为 107.2，
2004 年达到峰值为 121.2。从 2009
年开始，下降到 120 以下，但下降速
度非常缓慢，5 年只下降 2.96 个百
分点。2013 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
比为 117.6，仍然是世界最高，且持
续时间最长、涉及人口最多。

据介绍，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
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
文化等因素造成的男孩性别偏好，
直接原因是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
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简

称“两非”）。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
偏高，不仅剥夺女孩的生存权、损害
妇女的身心健康，而且会导致男性
婚配困难、婚姻挤压等社会问题，不
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影响人口
安全以及社会和谐稳定。

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
导司司长杨文庄介绍，为治理出生
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卫计委联合
有关部门加大了对“两非”行为的打
击，并加强对性别比高发地区的督
导检查，共查处“两非”案件9400多例。

▶▶相关新闻

我国 30 多年多出生 3000 万左右男孩

新生儿男女比例世界最高

上半年进出口总值同比微降

我国外贸呈逐步回暖态势

新华社专电 伊拉克常驻联
合国代表哈基姆 7 月 8 日致信联合
国秘书长潘基文，通报极端组织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
人员控制了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大
学内大约 40 公斤研究用铀化合
物，这些核原料“可以被用作制造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伊拉克政府方面认为，尽管原

料数量有限，但“一旦恐怖组织拥
有相关专家，就可以单独利用这批
原料，或将它们与其他物质混用，
从而实施恐怖袭击”。

哈基姆警告，这批原料还可
能 被 走 私 出 境 。 伊 拉 克 政 府 要
求国际社会提供帮助，从而避免
让 这 批 原 料 对 伊 拉 克 国 内 外 构
成威胁。

据新华社武汉 7 月 10 日电
从 2015年开始，湖北省高等学校招
收中职毕业生全面实施“知识＋技
能”的招生考试改革，将在机械类、
电子类、计算机类、建筑技术类、会
计专业、护理专业、旅游类、农学
类、学前教育专业等 9 个专业（类
别）开展以技能操作考试为主、文

化考试为辅的统一招生考试工作。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日前通过

官方网站公布了 2015 年湖北省普
通高校招收中职毕业生技能高考
考试大纲，包括文化综合考试大纲
和九个专业（类别）技能考试大纲，
以方便考生复习备考。原来的“高
职统考”同时取消。

湖北明年全面实施“技能高考”

伊极端武装控制核原料

据新华社休斯敦 7月 9日电
美国得克萨斯州第一大城市休斯
敦 9 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 4
名儿童在内的 6 人死亡。

据当地警方介绍，枪击事件发
生在休斯敦北部斯普林地区的一户
住家，2名成年人及 3名儿童遭枪击
当场丧生，另有 1 名儿童被送往医

院后不治身亡。警方接到报警后展
开围追堵截，最终将驾车逃逸的行
凶男子逮捕。

警方称，4 名遇害儿童都是枪
手的孩子，其中 2 人属领养。目
前，枪手行凶原因暂不清楚，但据
目击者称，这起血案似乎是源于发
生家庭纠纷。

美一男子枪杀4名子女

（（三三））

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