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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共青团四川省委在全国创新
启动首期3年试点的“童伴计划”，为100个
村的留守儿童找100位“童伴妈妈”，以解决
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监护缺位、心理健康等
问题。2017年初，四川又有65个村纳入“童
伴计划”试点项目。

四川叙永县落卜镇红星村的张新明，是头
一批到岗的“童伴妈妈”。她一度有些担心，试
点后“计划”还能不能继续，“如果有一天这个
计划停下来，我真不知道如何放下这些孩子。”

如今首批三年试点已经结束，在团省委
的多方协调下，“童伴计划”不仅没有结束，
反而迈入了新的阶段——今年5月底，共青
团四川省委召开全省共青团“童伴计划”工
作推进视频会，通过将试点经验总结成一份
标准化“操作手册”，力争规范有序地向全省
范围推进，进一步提质扩面。

今年7月，
200支高校队伍将齐聚蓉城
上演人工智能项目火热PK

人工智能作为当前科学界、产
业界的重要研究方向，已成为各大
科研机构、高校密切关注、参与的重
要领域，与此同时，全国各大高校领
域开展的人工智能研究创新也正吸
引着众多学子的热情参与。

6月17日，2019高校人工智能创
新大赛新闻通气会在西南交通大学
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2019全国高
校人工智能创新大赛决赛将于7月
落地成都。届时，来自全国高校的
200支参赛队伍将齐聚蓉城，上演人
工智能项目火热PK。

据介绍，全国高校人工智能创
新大赛是面向全国高校学子的行业
赛事，此项比赛是全国高水平人工
智能大赛，也是目前国内人工智能
赛事领域中最受欢迎，技术含量最
高的赛事之一。去年，首届全国高校
人工智能创新大赛落地成都，共吸
引来自全国55所知名高校参与，为
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推动“人工
智能+”新经济产业体系建设，发挥
了积极作用。

记者了解到，大赛报名工作已
于6月10日结束，共收到全国550个
高校参赛项目报名。目前，大赛评审
组正对参赛项目进行初审，将评选
出200个参赛项目参加7月10日~12
日在成都举办的决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婷婷

2019年6月17日至23日为全国
节能宣传周，主题是“绿色发展，节
能先行”。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成都
如何迎接2019全国节能宣传周？

昨天上午，成都市2019年工业
和信息化领域节能宣传周启动大会
举行，记者获悉，宣传周内，成都将
采用“3+N”形式多维度开展宣传活
动，除了启动大会，还有节能服务进
园区（进企业）、节能产品进机关等
专题活动，还将组织联动各区（市）
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开展工
业领域节能宣传活动，营造节能降
碳的浓厚氛围。

今年如何绿色发展？
再关停50户落后产能企业

启动大会上，市经信局介绍，
“十三五”以来，成都始终坚持把
节能工作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抓手，已经开展节能重点
工程、淘汰落后产能等系列措施。
截至2018年，成都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1.24%，完成省
政府下达我市“十三五”单位地区
生产总值能耗下降目标79.05%。全
市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累计下降27.08%，超额完成省政府
下达成都“十三五”工业节能目
标，为全省节能目标的完成做出
了积极贡献。

2019年1月-3月，规上工业单
位 工 业 增 加 值 能 耗 同 比 下 降
10.6%。2019年，成都将以淘汰砖瓦
窑、铸造、化工、造纸、电镀等行业
落后产能为重点，力争再推进50户
落后产能企业的关停或部分生产
线的淘汰。

成都还将遏制高耗能行业增
长，建立技改项目节能审查常态化
监督管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形成
节能审查闭环管理制度。对2016年
以来技改项目节能审查开展全覆盖
督查。

此外，成都还将开展压减燃煤
行动、加快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
监测系统建设等，2019年，力争组织
26户重点用能企业积极参与全省第
一批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

本周还有哪些活动？
两个专题活动推进节能降碳

今年宣传周期间，还将开展节
能服务进园区（进企业）、节能产品
进机关等专题活动。

18日，依托四川省工业环境监
测研究院，成都将走进崇州、邛崃等
区（市）县工业园区及相关企业，开
展节能环保服务，全方位对园区、企
业开展节能环保诊断，进一步提升
污染治理水平和能力，实现经济效
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19日，成都将在市级机关办公
区公共区域现场展示“成都造”节能
家用电器、节能办公用品等节能产
品，营造崇尚节俭、厉行节约的良好
氛围，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工
作和生活方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2019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

成都将开展
“3+N”系列活动

为留守儿童找个
四川“童伴计划”从试点向标准化推广

最近一次家访回来最近一次家访回来，，1010岁的小洋洋闷着岁的小洋洋闷着
头追了张新明头追了张新明11里多路里多路。。她几次让孩子回去她几次让孩子回去，，
但一转身但一转身，，孩子还跟在后面孩子还跟在后面。。直到她骑上摩托直到她骑上摩托
车车，，孩子才停下来孩子才停下来。“。“洋洋洋洋，，你不给我说声拜你不给我说声拜
拜拜？”？”孩子有些害羞孩子有些害羞：“：“张老师拜拜张老师拜拜。”。”声音小得声音小得
很很，，但张新明觉得像一锤响鼓但张新明觉得像一锤响鼓，，敲在自己心上敲在自己心上。。

共青团四川省委权益部负责人
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近年
来，四川省留守儿童群体呈现总量
减少、逐步分化的趋势，其安全形势
和心理健康等内在问题正逐步替代
物质问题成为新的隐忧。

早在2006年，共青团四川省委便
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行动。2016年，又联合相关厅局和公
益机构在全国率先启动了“童伴计划”

项目，启动了关爱工作的2.0版本。
2019年5月召开视频推进会后，正式开
启了加大关爱、提质扩面的3.0版本。

首批三年试点中，四川“童伴计
划”累计走访儿童11万人次，建档立
卡4万余份，分类识别特殊困难青少
年5100例。“童伴妈妈”就近就便的
日常陪伴和跟踪服务，已帮助解决
儿童福利需求3.3万余例。项目实施
以来，试点村从未发生儿童意外伤

亡、遭遇非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
涉童信访等事件。

问卷调查显示，“童伴妈妈”有
效弥补了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情感
缺失，96.8%的留守儿童认为童伴妈
妈对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84.2%的留守儿童表示很喜欢童伴
妈妈。另一方面，童伴妈妈引导留守
儿童心理发展，第三方评估显示留
守儿童在交流沟通、自控力和求助

意愿等方面都有所提升。
如今，结合三年试点的探索和

经验，共青团四川省委制定了“童伴
计划”的标准化“操作手册”，包括项
目资金的筹备、管理，“童伴妈妈”的
工作方式、管理考核、培训指导、活
动场所的建设标准及设施配置等
等，都有了具体明确的要求。

记者从今年5月底的项目推进
会上了解到，在省级165个试点村的

示范带动下，市、县两级团委自加压
力、多方协调，提质扩面了200多个
项目村，全省共青团针对农村留守
儿童的“关爱网”正在越织越大、越
织越密，为他们撑起一片蓝天，从而
帮助更多的孩子度过一个有情有
爱、健康快乐的童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
灵 部分图片据受访者提供（未成
年名字均为化名）

张新明坐在“童伴之家”的
活动室里，一张一张地翻看孩子
们送给她的母亲节贺卡。这些贺
卡都是手工制作，文字稚嫩，又
格外用心。

童伴之家活动室每周开放
16个小时，每个月完成20多个孩
子的家访，一个月至少组织一次
主题活动，这些工作，会形成简
报和图文记录，上报给团县委。

张新明应聘“童伴妈妈”，在
工地上开铲车的丈夫一开始颇有
意见，家里两个孩子，三个老人，还
兼任当地村小的代课教师，一大
把的活儿已经够张新明忙的了。

因为家里经济压力大，张新
明最初也是想做份兼职，减轻家
里负担。刚过来的时候，张新明
以为这就是一个陪孩子玩的工

作。但工作久了她发现，“这不是
只陪孩子玩的工作，投入的是情
感，是责任。”

眼前，有些精瘦的小洋洋穿
着一件红色体恤，低着头不是那
么爱说话，他的妈妈在几年前病
故，父亲精神异常，奶奶已经80
多岁。走访多了，她发现问题所
在：很多留守儿童内向、自卑、胆
小……存在不少心理问题。

张新明记得，最开始家访
时，性格内向的小洋洋一直躲着
她，去了两次以后，孩子胆子才
渐渐大起来，会远远地望着她。
再去，孩子开始喜欢她，爬上树
给她摘来一捧熟透的李子。

之后，张新明便把小洋洋作
为重点关注对象，每个月都要去
看他一两次。

这是一份工作，
却有着扮演“妈妈”的特殊性
经费不够、忙不过来，
但三年无一人离开……

妈妈

情感
纽带

张新明记得张新明记得，，最开始家访最开始家访
时时，，性格内向的小洋洋一直躲着性格内向的小洋洋一直躲着
她她，，去了两次以后去了两次以后，，孩子胆子才孩子胆子才
渐渐大起来渐渐大起来，，会远远地望着她会远远地望着她。。
再去再去，，孩子开始喜欢她孩子开始喜欢她，，爬上树爬上树
给她摘来一捧熟透的李子给她摘来一捧熟透的李子。。

责任
纽带

陈敏除了发孩子的照片陈敏除了发孩子的照片、、视频视频，，
更多是给在外打工的家长传递教育更多是给在外打工的家长传递教育
孩子的孩子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今年今年““六一六一”，”，三三
斗米村有好几个家长专程从外地赶斗米村有好几个家长专程从外地赶
回来陪孩子回来陪孩子。。陈敏说陈敏说，，这在往年没有这在往年没有
出现过出现过，，家长的意识变强了家长的意识变强了。。

沿着落卜镇继续往贵州方向
10多公里，是叙永县后山镇三斗
米村。

为了看两个孩子的“六一”儿
童节表演，在广东经营生意的杨华
赶在5月30日回到三斗米村。过去
10多年，她和丈夫一直在外打工、
创业，“以前基本上一年才见一次
孩子，现在情况好了些。”在三斗米
村的打工家庭里，杨华和丈夫的情
况算是比较好的。以前夫妻俩在工
厂干活，近两年自己开一家小厂生
产小饰品，算是路子“越走越宽”。

但孩子和父母的距离，还是
显得格外遥远。2019年春节，工厂
忙得脱不开身，杨华只有让两个
孩子自己坐车到广东与他们团
聚。11岁的姐姐带着9岁的弟弟，
坐了三四十个小时的大巴车。

杨华说，三年前她被自己村的

“童伴妈妈”陈敏拉入到微信群里，
可以时常看到孩子们做活动的照
片，每次看到自己孩子的身影，她
就激动得不得了。在这个微信群
里，陈敏除了发孩子的照片、视频，
更多是给在外打工的家长传递教
育孩子的“专业知识”，平时的培训
内容，看到的好文章，她都丢到群
里，然后再有意识地引起讨论。

今年“六一”，三斗米村有好
几个家长专程从外地赶回来陪孩
子。陈敏说，这在往年没有出现
过，家长的意识变强了。

据共青团四川省委权益部负责
人介绍，“童伴计划”实施三年，外出
务工父母每天联系子女的比例从
14.7%提升到30.2%，几个月才联系
一次的从11%降低至1.9%；留守儿童
与爷爷奶奶、父母关系变得非常好
的比例分别提升了20.8%和20.4%。

陈敏原本计划，女儿读一年级
后，她就辞掉“童伴妈妈”的工作，
去县城“陪读”。但最终，她又舍不
得村里的孩子。去年下半年，女儿
到县城读书后，每个周末爷爷奶奶
再把孩子带回来与她团聚。

有一天深夜，女儿突然生病，
吵着要妈妈。她从后山镇打了一
辆车，连夜赶了30公里跑到县城。
女儿和奶奶刚从医院出来，大雨
中，她看到一老一小打着伞站在
街边等她的身影时，突然就忍不
住哭了出来。

陈敏说，“童伴妈妈”这个职
务，很难描述清楚，这是一份工作，
但又有着扮演“妈妈角色”的特殊
性，“久而久之，你就离不开这些孩
子了。”三斗米村的108个留守儿
童，她每个都心里有数，走到村子
里，每个孩子都跟她打招呼，她也
乐呵呵地眼睛笑得弯弯的。

在叙永县，有10个村试点童
伴计划，其中4个村在落卜镇，6个

村在后山镇。两个镇在叙赤公路
的一条线上，一个在谷底，一个在
山腰上。共青团叙永县委童伴计
划项目负责人陈启祥告诉记者，
三年多过来，10个“童伴妈妈”没
有一个离职。但是，还有很多孩子
需要更多的陪伴。

忙不过来，这是多名“童伴妈
妈”的共同难题。陈敏坦言，按照
平均家访人数来算，一些孩子专
门访问的次数要几个月才能轮到
一回，搞活动，按照每个社轮流开
展的方式，也要几个月才能轮到
一次。“安全也是一个大问题。”陈
敏说，一场大型活动常常照顾不
过来，而策划执行又非常的繁琐。

“童伴妈妈”每个月有500元
的活动经费，但这笔费用往往不
够，陈敏有时候会伸手向做生意
的丈夫要“赞助”。张新明有时候
也带着丈夫去家访；寒暑假，读大
学的女儿和读中学的儿子，也成
了自己的“助手”。

10个童伴妈妈 三年无一人离开

“童伴妈妈”搭桥 打工的父母回家次数多了

前不久，13岁的小波背着
胀鼓鼓的书包来到张新明家，
把一包苦笋连着泥土倒在张新
明家的院子里，他说是爷爷去
山上挖的。

小波原本家境不错，但父
母离婚后，妈妈走了，父亲犯罪
坐牢，之前在城里读书的小波，
2016年时好几个月没有上学。
张新明找到小波后，把他带回
到了学校，并帮忙申请减免了
各种费用。

去年，7岁的小可在学校组
织的义诊中被查出患有先天性
心脏病，需要马上做手术。但家
境贫困的父母却拿不出钱来，申
请免费的先心病治疗又来不及，
张新明马上联系叙永县民政、关
工委、红十字会等部门，为孩子
申请到了治病的救济款。

日常的活动，张新明往往
“超额”完成，在例行家访时，有
些特殊孩子，她总是绕道“再去
看看”，每个月的主题活动，她也

要开至少2次以上。她说代课每
周10节课，更多的时间，她在做

“童伴妈妈”的工作。
张新明发现，在取得孩子的

信任后，很多孩子不愿意跟家长
说的话，都愿意跟她讲。比如有
女生来例假了，不知道如何处
理，会悄悄地跑来问她。

“ 这 变 成 了 一 个 情 感 纽
带。”“童伴妈妈”陈敏说，平常
的小型活动，她会选择以社为
单位地举行，在群里发布了消
息，家长就互相告知，爷爷奶奶
会带着孩子来，活动举行完了，
她再把孩子玩耍的情况录播给
在外地的父母。

组织大型的活动，陈敏会让
大一点的孩子来担任“志愿者”，
每次活动，无论是不是留守儿童，
愿意来的都可以来，“孩子们都喜
欢，而且不能差别对待。”定期开
展的活动，孩子们都盼望着，有时
候还会有孩子专门跑到她的家里
来打听，最近去“哪里玩”。

原以为是陪孩子玩 却发现这份工作让人“动情”

不跟家长说的话 愿意跟“童伴妈妈”讲

3年试点后 四川启动全省标准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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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一起参加童伴妈妈组织的主题活动

张新明家访时教小洋洋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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