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水「三關愛」工程 :

求诊转型中国的乡村「阵痛」

由於子女不在身邊，空巢老人

普遍承擔沉重的生活和生產負擔，

缺乏關心和照顧，心靈比較孤獨，

大多抑鬱、寡言，常常「蹲牆根、

躲樹陰」，「白天一把鎖，夜晚

一盞燈」，生產生活和心理上都

急需要得到更多關懷。

對此，習水縣通過建立互助協

會。以自然村寨為單位，建立老

年互助組織，利用閒置的村辦公

室或租用空置的民房作為活動陣

地，一般具備三室：交流談心室、

學習閱覽室、娛樂活動室，讓空

巢老人學習娛樂有場所。同時，

選舉在地方上有威望的老人擔任

會長，一般會長1人，副會長3人，

負責組織各類談心、娛樂、互助

活動，協調解決矛盾糾紛、參與

村務等。讓空巢老人困難有人幫、

煩惱可以訴、活動有場所、特長

能展示、贍養有保障，緩解空巢

老人們精神空虛、孤苦無助的境

況。

推行結對幫扶。廣泛開展「牽

手夕陽」活動、「『1+N』民生溫

暖行動」，由縣直機關、鎮鄉（區）

駐村幹部和村幹部對空巢老人進

行結對幫扶，利用開展各種農業

農村工作之機，到空巢老人家中，

與空巢老人交心談心，了解他們

的生產生活狀況，及時幫助他們

解決生產生活困難。

強化人文關懷。各級黨員幹部

利用各種傳統節日，對空巢老人

開展慰問活動，如召開空巢老人

座談會、組織開展生日慰問和節

日慰問等。各職能部門也紛紛利

用職業之便，為空巢老人提供各

種服務，如衛生院開設了空巢老

人看病就醫綠色通道，對不能到

醫院就醫的空巢老人，還提供送

藥上門、送醫上門服務；供電站

每半年一次義務為空巢老人檢修

電路；中小學校，利用節假日組

織老師學生開展「為空巢老人送

溫暖」活動等。2012 年，全縣有

5580 名空巢老人享受了低保；空

巢老人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

保率達 95.7%；空巢老人新型農

村合作醫療參合率達 99.7%。
2007 年 7 月，習水縣在全縣範

圍內實施了「關心外出民工、關

愛留守兒童、關懷空巢老人」為

主題的「三關」工程。

同年，「三關」工程在遵義市

推開，2011 年寫入《中共貴州

省委關於新形勢下加強和創新社

會管理工作的意見》，作為貴州

省社會管理與創新的重要載體。

2012 年習水「三關」工程榮獲

「第二屆全國基層黨建創新優秀

案例」，遵義市委書記廖少華批

示在全市推廣，貴州省委書記趙

克志要求在全省推廣。2013 年貴

州省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在全省實

施關愛外出民工、關愛留守兒童、

關愛空巢老人「三關愛工程」，

從此，習水縣從 2007 年開始實施

的「三關」工程更名為「三關愛」

工程。

習水縣現有總人口約72萬人，

其中，外出民工約 14 萬人，留守

兒童 1.6 萬多人，空巢老人 1.2

萬多人。通過開展「三關愛」工

程，2010 年以來，累計參加活動

的外出民工達 23350 名，發放各

類宣傳資料 14500 餘份，發展工

會會員 1250 人。在外出民工務

工集中地建立了東莞市厚街鎮醫

院、大朗鎮醫院、惠州市博羅縣

醫院、圓州鎮醫院四家醫院，有

力地解決了民工醫療難題；開通

了「12348」維權熱線，實行輸出

地與輸入地雙向維權。全縣開展

法律諮詢 1580 人次，調解勞動糾

紛 121 起，提供法律援助 98 件 

，為民工追回所得近300多萬元。 

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方面。到

目前為止，全縣 99 間小學開通了

親情電話，設置了親情信箱，30

間學校開通了網絡視頻，建成有

電話、電腦、青少年讀物，活動

場所等功能齊全的「留守兒童之

家」4 個。空巢老人通過建立生

活求助制度，與外出民工簽訂「家

庭贍養協議書」7093 份，通過低

保、民政救助等途徑，使 5537 名

老人享受了低保，發放民政救濟

金 20.75 萬元，全縣空巢老人參

合率達 99.7%，醫院免費為空巢

老人體檢 2030 人，減免診療費

33.4 萬元。

（本版圖片均由習水縣組織部

提供）

地处贵州省北部的习水县总人
口约 72 万，其中，外出民工约
14 万人，「打工族」为城市注入
了新鲜活力，也消耗了他们的青
春，拆散了他们的家庭，留下了
庞大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群体，
是中国留守者的缩影：孩子早熟、
敏感、沉默；老人孤独，性格焦虑、
失落、抑郁。

如何破解留守儿童、空巢老人
和打工者生存和生活难困境，是
中国在社会转型期无法回避的问
题。2013 年元宵节前夕，本报记
者走进习水，走进这些弱势群体。
在这裡，我们看到了留守者的孤
寂，也看到了政府、学校和社会
推行「关爱外出民工、关爱留守
儿童、关爱空巢老人」工作的努
力下，留守者脸上洋溢的笑容。

香港文汇报记者 虎静 
习水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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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暖夕阳 老人不空巢

「三关爱工程」

非典型的黃澤輝

相比較同齡兒童，黃澤輝表現

出少有的孤僻。他縮着脖子，眼

睛一直盯着電視機內的滾動畫面，

並不在意旁人。穿在身上的深藍

色棉衣的肩膀處，已經破了好大

一塊，露出裡面白花花的人造棉。

在農村，過完元宵節就意味着

孩子們要開學，黃澤輝所就讀的

是習水縣良村鎮上的村級大安小

學。與別的孩子假期貪玩怕上學

不同，自寒假開始，黃澤輝就開

始掰著指頭倒數上學的日子。

倒不是他多愛學習，而是在學

校與小玩伴們的快樂能暫時抵消

家裡的滿屋冷清：小澤輝還尚未

斷奶時，母親就因為無法忍受家

庭的貧困而拋下孩子離家出走，

至今杳無音訊。「媽媽，我不知

道你為什麼要拋棄我，我真的很

恨你」。在學校老師組織的一次

給家長寫封信的活動中，黃澤輝

這樣寫道。母親這個完全沒有記

憶的形象，留給他的則是深深的

傷心和痛恨。

幾個月前，黃澤輝常年在外打

工的父親也因患癌症久治不愈而

去世。已經懂事的他提起從小把

自己拉扯大的父親就會禁不住啜

泣：父親的去世更是給了從小缺

少母愛的他致命一擊，年幼的黃

澤輝和上中學的哥哥從留守兒童

變成了孤兒。

無法想像，沒有父母的陪伴，

他們的童年有多孤寂。

特殊的家

黃澤輝家所在的良村鎮大安村

坐落在「環顧皆山」的黔北山區。

全村有 8266 口人，其中有 1340

人常年外出打工，留在村裡的只

有老人和孩子，登記在冊的就有

185 名留守兒童。大安小學有 208

名學生，其中，留守兒童就佔了

30% 左右。 

黃澤輝家離學校有半小時左右

的路程。六年級前，黃澤輝都是

步行上學。但升入六年級後，黃

澤輝在學校裡有了新家——留守

兒童之家。這個特殊的大家庭由

50 名留守兒童組成，他們全部寄

宿在學校，學校不收取任何費用。

留守兒童之家由學校的幾間空

餘的教室組成，這些教室被改造

成了孩子們的宿舍、圖書室、心

理諮詢室和食堂等。和一般小學

有區別的是心理諮詢室。所謂心

理諮詢室，其實就是幾張矮櫈和

一個橢圓形會議桌，角落裡一部

被稱為「親情熱線」的電話機，

還有一台可供視頻聊天的台式電

腦。

心理諮詢室相隔的兩間教室，

則被改造成了男女兩間宿舍。宿

舍裡的花色被褥疊得整整齊齊，

儲物櫃和寫字枱應有盡有。更顯

「奢侈」的是，一所農村小學宿

舍竟和大學宿舍一樣，配有獨立

衛生間和熱水器。 

無疑，失去親人照顧的黃澤輝

是喜歡這裡「衣食無憂」的生活的。

白天他只需要和其他孩子一樣上

課學習，享受着食堂師傅一日三

餐有葷有素的待遇；放學後則可

以和其他「家庭成員」一起打打

乒乓球或籃球；或者跑到已有幾

千冊藏書的圖書室裡，借一本自

己最喜歡的《聖經故事》慢慢翻看。

不過，自從父親去世後，黃澤

輝一次也沒有去過之前常去的的

心理諮詢室。那部用於與外出父

母溝通聊天的電話和電腦另一頭，

已經沒有了他掛念和掛念他的人。

代理家長

不過，另一群掛念他的人走進

了黃澤輝的生活。他們是學校的

15 名任課老師，也是這群留守兒

童的代理家長，管理着這個特殊

的大家庭。除了在課堂上傳授知

識外，這些代理家長還擔負着這

些留守兒童在學校期間的監護，

特別是心理輔導——正處於成長

發育時期的留守兒童由於與父母

的分開而缺少必要的思想指導和

觀念的塑造，也更容易受到外界

的傷害。

校長任家海介紹，在每學期初，

學校會通過對留守兒童家庭、學

校、生活、個性心理等問題的調

查，根據具體情況評定「心」級，

根據不同的心級等級程度的不同，

給予不同的關愛和幫扶。

父親還未去世時，黃澤輝就被

評定為「四心」級，可以享受到

在「留守兒童之家」住宿和一日

三餐費用全部減免。同時，憑借「四

心級」愛心卡，黃澤輝到良村鎮

衛生院就診，還可享受免診療費

和掛號費的待遇。

此外，黃澤輝與這個特殊家庭

的孩子們還是村裡節假日的重點

慰問對象，老師與村裡掛幫他的

幹部，逢年過節還會不時買些衣

物和學習用具等送給他。

目前，像大安小學這樣設施齊

備、功能齊全的留守兒童之家，

在習水縣已建成 8 個，入住留守

兒童近 500 人，這些特殊的家庭

不但解決了讀書路途遙遠、在家

缺親人照顧、家庭經濟貧困的留

守兒童吃飯、住宿、學習、娛樂

等問題，還讓「留守兒童」快樂

健康成長，感受到更多親情和關

愛。 

自去年來，大安小學的留守兒

童之家，得到了各級領導的肯定，

中央組織部干教局還對口幫扶大

安小學，2012 年 3 月 1 日，中組

部幹部教育局有關領導親自來到

學校開展捐贈活動，現場為學校

捐贈 4.5 萬元現金和大量圖書。

■代理家长正在对留守儿童进行课外辅导

■乡镇卫生院为留守儿童进行义诊

话你知——

关爱农民工 助其维权创业
黃澤輝所享受到的「特殊待

遇」，其實就是習水縣從 2007 年

起，發起的一項名為「關愛外出

民工、關愛留守兒童、關愛空巢

老人」的活動之一，這在當地被

統稱為「三關愛工程」。

其中，對於外出民工，勞動力

文化素質偏低、技能偏低、維權

意識差、工種差是當地農村勞動

力輸出的現狀。對此，怎樣提升

勞動力素質、增強就業競爭力和

維權意識，對於當地常年在外務

工的農民尤為迫切。

習水的做法是，加強農民工的

維權意識、培訓技能助其在外創

業。每年春節民工集體返鄉過節

之時，習水縣都會印發《農民務

工培訓讀本》、《「三關愛」工

程服務手冊》、《致外出務工朋

友的一封信》等資料，強化民工

法律意識和贍養老人撫育子女責

任。

同時，全縣還將各種培訓資金

統籌起來，整合縣職教中心、勞

動就業轉移培訓中心等教育資源，

以校企聯合、校鎮聯合、校校聯

合等培訓模式大力開展農民工職

業技能培訓，先後培訓農民工4.8

萬人次，新生代農民工培訓覆蓋

面達 51%。

此外，為幫助農民工實現外出

就業，全縣還引進可靠企業前來

招聘，先後共 6 次引進 361 度中

國 有 限 公

司、廣東佳

能 公 司 等

20 餘 家 企

業來習水招

聘，達成就

業意向 1 萬

餘人，有組

織輸出就業

3000多人。

外 出 民

工的維權保

障 尤 其 重

要，習水的

做 法 是 在

24 個 鄉 鎮

（區）和相

關部門開通「三關愛」工程熱線

電話，建立民工來電登記、限時

辦結、處理回覆工作制度，解答

辦理外出民工訴求。同時整合工

會、司法、勞動等部門維權職能，

建立多個部門聯動的維權工作機

制，完善維權工作網絡，通過行

政協調，司法援助等形式，為外

出務工人員提供法律諮詢、委託

代理、司法救助等服務，切實保

障農民工合法權益。    

以「關愛萬里行——走近外出

民工」為載體，全縣各級各部門

黨員幹部還先後 6 批次近 200 人

深入外出民工集中的廣東、福建、

重慶等地，深入外出民工生活、

工作現場，開展送政策送服務活

動。在外出民工集中地建立工會

小組13個、維權聯絡小組13個、

成立流動黨支部8個、商會8個、

新農合定點醫院 14 家。

要根本上解決留守兒童和空巢

老人問題，最終需要靠發展地方

經濟、吸引民工返鄉或就地就業。

為此，習水縣通過小額貸款擔保、

貸款貼息、以獎代補、黨員創業

帶富等優惠政策，積極引導和扶

持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創業。2010

年來，返鄉創業的農民工人數達

1230 人，註冊資金累計 8700 多

萬元，創造經濟收入 1.6 億元，

帶動就業 2800 餘人。

■在谈心说事室，留守儿童和远在外地的父母进行视频
聊天

■老年互助协会裡正在开展娱乐活动的空巢老人

■中组部对口帮扶良村镇大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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