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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面，城里孩子“曾

有钱”和“事实孤儿”小清就

差点打架。

“他们谁也看不上谁。”7 月

26 日，“事实孤儿”成长营志愿

者、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会

副秘书长纪世宏说。

12 岁的小清家住长沙市岳

麓区，妈妈患有间歇性精神分

裂症，父亲在她 2 岁时因肺癌

去世。大概从 6 岁起，小清就

承 担 起了洗衣、做饭等家务，

每天还要提醒妈妈吃两次药。

一旦小清的妈妈发病，村里的

人就负责把她妈妈送去就医，

小清就寄居到隔壁邻居家或者

去小姑姑家住，直到妈妈出院。

“懂事得让人心疼。”纪世

宏 告 诉 今日女 报 / 凤 网 记 者，

他们在小清 7 岁时就开始关注

她，并定期进行陪护和资助。

无论什么样的爱心资助送到家

里，小清第一个就是要拿给妈

妈；村里的孩子骂她妈妈神经

病什么的，她就会冲上去跟人

打架。

10 岁的城市少年“曾有钱”

来自湖南新化，后来跟随父母

去广东读书，家境优渥。

“‘曾有钱’这个名字是他

在自我介绍环节给自己取的。”

纪世宏说，实际上，这孩子也

不是富二代，只是为了让自己显

得特别，就说自己家“别的没有，

就是有钱”。

城市少年出位的表现，让

小清格外反感。

“我很看不惯他，一来就显

摆，搞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的

样子，还说自己真有钱。”小清

毫不掩饰地向记者表达她对“曾

有钱”的不满。

“她说话总是大声吼，没有

礼 貌，脾气还倔。”“曾有钱”

看小清也是一百个不顺眼。

可关键是，他们俩被分到

了一组。

成长营建在岳麓区坪塘街

道太平村的一 个乡村小 学里，

三层小楼设置了宿舍区、学习

区、图书室、食堂等，主要在

寒暑假和周末开展营地活动。

纪世宏告诉记者，在这个

成长营里，32 个孩子，特意按

两个城市孩子、两个“事实孤儿”

来配置，每 4 人一组，分成了 8

个小组。小清和“曾有钱”正好

在一组。

入营前，为了不让身份成

为彼此交往的隔阂，体现平等，

志愿者老师收走了所有营员的

私人物品，换上了统一的服装，

并宣布了营规。

营规包括在成长营里不能

提父母的话题，不唱任何带“爸”

“妈”字样的歌曲，彼此称呼对

方为“哥哥”或“姐姐”。

7 月 26 日，在学校操场里，

记者看到 32 名孩子身着统一的

营服，在志愿者老师的带领下

正在玩游戏。他们叽叽喳喳地

玩闹在一起，一样稚嫩青春的

脸庞，乍一看并没有什么差别。  

“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

们的差别。” 纪世宏说，“事实

孤儿”普遍沉默寡言，不善于

主动交流，而城市少年明显大

胆活跃很多。成长营的建设目

的之一，就是希望促进这些孩

子们的心理健康成长。”

16 名“事实孤儿”和 16 名城市少年的心灵“变形计”

探访湖南首个“事实孤儿”成长营

文、 图：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实习生 雷伊琪

不能提有关父母的话题，不
唱任何带“爸”“妈”字样的歌曲，
彼此称呼对方为哥哥或姐姐
……这是湖南首个“事实
孤儿”成长营里的特殊

“营规”。
什 么 是“ 事 实 孤

儿”？指的是虽然有
父母，但因各种原因
父母无法抚养和照顾
而形同“孤儿”的孩子。
在中国，这样的“事实
孤儿”约有 50 万名，而
据湖南省民政部门统计，湖
南有近 20000 名“事实孤儿”。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事
实孤儿”了解得并不多。其实，
他们的处境比孤儿更为艰难，
因为这些孩子处在政策救助范
围之外，面临着生存和心理的
双重困境。

不过，在社会各界的关爱努
力下，“事实孤儿”正逐渐走出
被 人 遗 忘 的 角 落。7 月 10 日，
民 政 部、 全 国 妇 联 等 12 部 门
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

见》，并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让“事实孤
儿”能够“幼有所养”。

7 月 21 日， 湖 南 省
首个“事实孤儿”成长
营——麓山少年成长营
正式落户长沙市岳麓区坪

塘街道太平村并投入使用，
通过招募城市少年陪伴“事

实孤儿”共同参加营地活动，
增强“事实孤儿”的集体融入
能力，促进“事实孤儿”心理
健康成长。

2019 年第一期麓山少年成
长营活动已正式启动，16 名“事
实孤儿”和 16 名城市少年共同
生活 7 天 7 夜，从农村到城市
的生活“变形记”，会给“事实
孤儿”带来怎样的体验，16 名
城市少年又是如何看待这群新
伙伴的？跟着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一起来看看吧！

“我不开心，我想回家。” 

12 岁的小欣来自娄底市

新化县。入营三天，她连续

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的字样，

引起了老师的关注。

小欣两岁多时，父亲因病

去世，母亲随后改嫁，爷爷

奶奶成了她的监护人。她形同

孤儿，却得不到孤儿享受的

社会保障。

志愿者老师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小欣的爷爷

奶奶都是残疾人，奶奶双眼

近乎失明，爷爷背驼得很厉

害，但还是要到外面干零活，

以此维持一家的生计。祖孙

三代蜗居在一所破旧的老房

子里，过得十分窘迫。已经

12 岁的小欣出过最远的门就

是离村不远的小镇上，父爱

母爱对她而言很陌生，因此

小欣格外自卑敏感。

参加成长营的活动是小

欣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出远门，

第一次长时间离开爷爷奶奶，

她格外不适应。

当记者和她聊天时，小

欣的眼睛也总是 垂向地面，

偶尔说话时才会胆怯地抬头

望记者一眼。

“小欣，你写日记，说自

己不开心是因为想家吗？

她轻轻地点点头。

“那你想要的幸福生活是

什么样的呀？”

“温馨。”

“什么样子的温馨呢？”

她 羞涩地一笑，摇了摇

头。

“是想住大房子，收很多

礼物吗？”

“那些我不需要。”这次，

小欣坚定地否定，然后又怯

怯地说 ：“我只要快乐。”

“什么事能让你快乐？”

想了一会儿后，小欣说：

“跟我的表姐在一起就很快

乐。” 

在聊天前，志愿者老师

提醒记者，最好不要主动跟

孩子们提父母，小欣也自始

至终没有说过一句关于爸爸

妈妈的事。

“这些孩子心理普遍都比

较内向敏感，不敢说出内心

真实的需求和想法。” 纪世

宏说，前两天晚上，有个孩

子一直哭个不停，志愿者老

师几次上前询问，他却不肯

开口。直到第二天，老师再

三开导，那孩子才说，是因

为老师借手机让孩子们给家

人 打电话 时， 他恰巧 不 在，

但老师后来 也没有再 找他。

他感觉被老师忽视了，又不

敢提，因此哭了。

在 采访过程中，记者也

亲 眼 看 到， 临近 午 饭 时分，

一个脸蛋黑黑的小男孩因为

介意小组成员表现不好被老

师批评了，伏在桌上偷偷地

哭泣，几个老师去安慰都没

有效果。“其实老师批评的不

是他，但他觉得老师的说话

声大了点，无意中好 像也受

到了伤害。”纪世宏无奈地说。

冲突 有范儿的“曾有钱”和有脾气的小清

抗拒 想家的小欣，日记上连写三个“不开心”

成长营里，孩子们开心地参加团体协作游戏“搭桥过河”。

（下转 07 版）

康雄向营员们讲解善缘墙，上面有所有捐助成长营的爱心人士
的名字和照片。

一天活动结束，营员们分享心得体会。

扫一扫，
为“事实孤儿”加油

城里孩子和“事实孤儿”同
吃同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