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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屋漏者在宇下。大学生只有
走出温室，走向社会，才能实践见真
知，才能知行合一。

今年6月以来，宁波团市委联合
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关工委等
单位共同开展了2019年宁波市大中
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全市大
中专院校共组建了2000多个团队，5
万余名大中专学生奔赴全国各地乃
至海外开展暑期实践活动。

今年的暑期社会实践围绕党政
中心工作、着眼青年学子专业特色，
推出了“服务类”“实践类”“宣传类”
等三大类型，涵盖“乡村振兴”“助力
三服务”“最多跑一次”、支教扶贫等
在内的 30 余种社会实践活动岗位，
其中包括 256 个省、市两级重点团
队，基本实现在校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全覆盖。

青春力量献礼祖国华诞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浙
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寻迹宁波：百
名大学生探寻祖国 70 载复兴路”实
践团实地走访镇海口海防遗址、江
北岸近代建筑群、宁波帮博物馆等
地，从甬城70年历史变迁的视角，集
中呈现70年来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所
取得的巨大成就。

40个农村文明示范线服务团深
入乡村，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用青

春力量献礼祖国华诞。来自宁波大
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中欧旅游与
文化学院的师生围绕“乡村红色革
命文化宣传”“绿色农副产品推广”

“乡村文旅推广”等主题对江北公有
村旅游线路进行了规划设计，通过
将基层党建和建设农村文明示范
线、美丽乡村串联起来，设计了49面
具有标志性的墙体建筑，成了村里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宁波财经学院

“智绘乡村”暑期社会实践团的成员
们依托专业特长，圆满完成了余姚
牟山镇狮山村的 4 种主题墙绘和 1
份道路规划整改建议书。宁波职业
技术学院“绚丽浙东”农村文明示范
线服务团则围绕“绿意、禅意、古意、
山水”等主题，为四明山革命老区雁
湖村拍摄制作了特色乡村旅游宣传
片，用镜头定格了雁湖村的魅力。宁
波工程学院“童眼看家乡——宁波
传统特色儿童认知绘本的设计与推
广”团队则将宁波本土的风土人情、
地域特点、历史文化等创作成儿童
绘本，将浓浓的乡情植根于少年儿
童的心田。

青春理想传承红色基因

新思想讲到了阿拉心坎里！宁
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讲团深入
鄞江镇清源村，向村民开展了为期
半个月的理论宣讲活动。来自浙江
万里学院的“追寻峥嵘岁月，赓续红
色初心”社会实践团队走进湖州煤

山镇江南红村走访战争亲历者和老
党员，将“百名英雄先烈”的红色故
事向当地少年儿童娓娓道来，教育
引导少年儿童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的理想信念。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重温红色
经典，回顾党的诞生”暑期社会实践
团 赴 嘉 兴 南 湖 重 温“ 红 船 精 神 ”,
开展了听一次党课、瞻仰一次红船、
学一次党章、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的
主题教育活动，加深同学们对革命
先驱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无畏精
神的理解。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传承红色文化，践行青春能
量”实践团赴北京海淀区新四军暨
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宁波市档
案馆等地，深入学习革命历史，传承
红色精神。宁波教育学院“天选之
音”红色寻访小分队则驻扎浙东红
村梁弄横坎头村数周，参观调研浙
东纵队军史陈列馆、村史馆等场馆，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
神，并形成了党员思想状况分析报
告。“寻访两山理论诞生地，感受绿
水青山发展路”浙江电大工商学院
赴安吉余村小分队，通过追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足迹，实地感受“两山
理论”的发展之路。

青春担当投身社会公益

甬城高校纷纷组建团队，围绕
对口帮扶工作相关要求，开展扶贫
支教活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宁波工程学院、宁波诺丁汉大学、宁

波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的暑期社会
实践远赴贵州、四川、甘肃、吉林等地，
为困难学生、留守儿童开展课业辅
导、素质拓展、亲情陪伴等关爱活动，
协助当地优化教育资源、提升教学质
量，赢得了当地孩子们的深深喜爱。

各高校组织大学生进社区、进
基层，让他们在“接地气”的过程中
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宁波广播电
视大学“范江岸社区暑期垃圾分类
小分队”深入社区向居民宣讲垃圾
分类小知识，倡导大家在日常生活
中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浙江医药
高等专科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走
进社区普及防艾知识，让青少年了
解艾滋，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宁波广
播电视大学防艾禁毒宣传队则为社
区中小学生带去了青春健康同伴教
育课，增强青少年防艾禁毒、保护自
己的意识。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大爱无疆”小分队则通过亲情陪
伴、非遗文化体验等关爱服务，让年
迈的老人们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宁波大中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自 1997 年启动至今，一代又一代
甬城学子深入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
第一线，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
习，坚定理想信念，实现人生价值。
成长路上，他们带着实践出真知的
理念，在接触群众、了解社会中提觉
悟、增才干，在奉献社会、服务他人
中强本领、长知识，以实际行动为宁
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用青春建
功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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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枝花让每枝花都灿烂绽放都灿烂绽放
——我市共青团团组织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综述组织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综述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不仅关系
到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而且关系到
整个民族的明天。

服务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是一个意义非凡且
十分宏大的社会课题。团市委作为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
会办公室所在单位，牵头协调各相关成员单位的力量，
共同用细心、耐心、热心关爱未成年人，走出了宁波特
色的护航未成年人之路。

近年来，团市委推动完善我市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
度，探索建设青少年司法社工队伍，搭建线上维权平
台，建成全团12355未成年人保护专线示范点，常态化
开展未成年人安全自护宣传教育工作，为宁波未成年人
之花健康成长、灿烂绽放营造了良好环境。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2019年市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掠影

团市委会同相关成员单位启动“我们在一起”宁波志愿者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专项行动。 （本版照片由团市委提供）

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EYE无线”共享课堂夏令营实践团队赴黔西
南州开展支教扶贫活动。

宁波财经学院“智绘乡村”实践团开展“青春智造新时代，芳华绘
梦兴农村”实践活动。

记 者 龚哲明
通讯员 泮俊南

情系留守儿童情系留守儿童

今年端午节前夕，慈溪市古塘
街道的小陈同学被一群哥哥姐姐亲
切的笑容、温柔的问候，敲开了心
扉，那种温情让她终身难忘。

已经 8 岁的小陈，父亲早年因
病去世，母亲长期失联，和年迈的
爷爷奶奶一起相依为命，是一名特
殊的留守儿童。平常节日里，小陈
家都很冷清，小陈早已习惯。

但今年似乎与往年有点不同，
懵懂的小陈看到，节日还没到，慈
溪团市委组织的志愿者哥哥姐姐，
像一群特殊的“家人”，亲人般询
问她“学习累不累”“生活苦不
苦”，问她有没有“去哪里走一走
的愿望”。他们还为小陈带来了钟
爱的学习用品、小礼物，和满满一
屋子的欢声笑语。

“家人”们走时还承诺，这个
端午节他们将陪伴她一起度过。这
让小陈有一种莫名的惊喜，泪珠在
眼眶中打转。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是一群
最最需要呵护的群体，需要在经
济、学习、生活、亲情、心理和安
全自护等方面得到更多关心帮助。
像小陈这样的留守儿童在我市还不
少。据统计，我市现有留守儿童
1052人、困境儿童3885人。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一直是团
市委、市未保办高度关注的群体，
一系列的关爱活动针对他们开展。
今年 3 月，团市委、市未保办积极
响应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加强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有关精神，牵头
发起一场名为“我们在一起”的宁
波志愿者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专项行
动，全市各相关职能部门、各级共

青团组织、志愿服务组织联动起
来，共同为留守儿童设计出一份超
级关爱套餐。

团市委、市未保办成立了 10
个区县 （市）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志
愿服务大队，在全市 23 个农村留
守儿童集聚地授牌建立了关爱农村
留守儿童志愿服务基地，发布了筑
梦幼教公益联盟送教下乡、“甬润
童心”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服务、沥
水之阳“两地书信”留守儿童关爱
活动等 10 个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志
愿服务优秀项目，为今后扎实开展
好农村留守儿童志愿服务工作集结
了新的力量。

关爱罪错未成年人关爱罪错未成年人

6 月初的一个炎热下午，省未
成年犯管教所的会见厅里，40多名
宁波籍未成年犯迎来了“家人”和
他们的关爱，他们七嘴八舌地向

“家人”们诉说着学习改造和思想
情况。这是团市委工作人员和市中
级人民法院及各基层法院未成年庭
的法官们，组团去看望回访孩子
们 ， 并 带 去 了 一 份 特 殊 的 “ 礼
物”——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更
好成长发展的“大礼包”。

当天，团市委、市中院和省未
管所共同签署了《宁波市罪错未成
年人社会融入帮扶合作协议》。针对
刑满释放的宁波籍罪错未成年人，
刑满释放的外地籍回宁波地区生
活、工作的罪错未成年人，团市委、
市未保办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委托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机构具体
执行此项目。这些罪错未成年人在
刑满释放后，持省未管所开具的告
知单到市中院或指定社工机构报
到，参加规定次数的志愿服务、社会
实践、社情考察、心理辅导、职业培
训和就业指导等活动，提高融入社
会的能力，减少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团市委还与市检察院合作，为
附条件不起诉的罪错未成年人提供
考验期社会融入帮教，海曙、江
北、鄞州的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
持检察院告知单到团市委指定社工
机构报到，参加相关活动，其他地
区可参照执行。这一制度的推行，
为我市罪错未成年人构建了“重返
社会之家”。

团市委、市未保办在关注罪错
未成年人社会融入的同时，也重视
他们的社会观护。

“胡奶奶，感谢您的教诲和帮
助，我会好好改造的。”当审判长
敲下闭庭法槌时，17岁的未成年被
告人伍某面对数次与其会面谈心的
胡新娣说了这句话。伍某的话令胡
新娣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感到一丝
心疼。伍某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件的
未成年被告人，但他的家人却因为
担心承担附带民事赔偿责任不愿到
庭，最后只能委托退休教师胡新娣
作为伍某的“代理家长”。以前，
各地未检部门碰到这样的问题，都
要通过各种办法去找合适成年人。
今年 8 月起，宁波市的罪错未成年
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胡奶奶”。

7 月 中 旬 ， 团 市 委 、 市 检 察
院、市社工协会共同启动了宁波市
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甬爱”项
目。市县两级均建立“检察机关+共
青团+社工+志愿者”工作架构。各
区县（市）均指定一个社会工作机构
负责实施当地观护工作，由检察机
关提出观护要求，共青团提供志愿
者力量配备，社工机构指定专职持
证社工负责项目运行，做好社工、专
家、志愿者的调配以及个案的跟踪、
记录。每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
都可以根据司法机关要求由社工机
构安排观护工作人员。

“甬爱”项目的启动，不仅代
表着我市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工

作新模式、新机制的开启，更代表
着我市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建设
取得了新突破。

维护未成年受害人合法权益维护未成年受害人合法权益

8 月初，余姚团市委的工作人
员向余姚市人民检察院正式递交了
一份撤销监护人资格支持起诉申请
书，这是针对近期余姚发生的一起
监护人严重侵害被监护人 （未成年
人） 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因被害
人母亲不愿意提起撤销侵害人的监
护人资格的申请，余姚团市委履行
未保办职责，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发
起支持起诉申请。目前，该申请已
得到检察院同意，正等待法院最终
判决。

这是宁波各级共青团组织履行
未保办职责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尤其是性
侵未成年人案件呈多发高发态势。
团市委充分发挥市未保办职能作
用，与市人民检察院一起，推动健全
完善性侵害未成年人办案和预防机
制。在市县两级检察院的努力下，在
团委、卫健、公安、法院等部门的配
合下，鄞州、慈溪、余姚、宁海等地先
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创新试点，在探
索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救助
机制、入职审查机制、信息库建
设、罪犯信息公开及从业禁止机制
等方面走在了前列。

目前，我市正在着手研究在全
市范围内推行性侵未成年人“一站
式”办案模式和性侵害违法犯罪人
员职业禁入制度。

开展未成年人安全自护教育开展未成年人安全自护教育

暑假期间，一批批未成年人来
到宁波市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基地
——科学探索中心和育乐湾，接受
一堂特别的暑期课。小朋友们头戴
消防头灯，手持呼吸器学习了救火

和逃生技巧；身穿警服，手举小红
旗开展了指挥交通的工作；临时

“小护士”正认真地给“伤员”包
扎伤口……“乘坐电动车一定要戴
头盔”“没有成年人在身边千万不
可以下水游泳”……孩子们学习自
护知识，体验安全岗位，在快乐玩
耍中得到安全自护教育。

这是由团市委、市未保办主办
的“花朵保护伞计划”2019年宁波
市青少年自护教育课堂系列活动之

“自护实践体验营”的现场，是一
项已经持续开展了 7 年的品牌活
动。

今年，团市委、市未保办推出
了2.0版本，除了暑期自护体验活动
外，还推出了日常的中小学生实践
体验课，以及面向全市山区（海岛）
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公益自护
课堂，目前已完成 50 堂课，全年将
送课 100 堂。此外，今年已有 12000
多名中小学生走进宁波市青少年安
全自护教育基地参加活动。

团市委还会同市公安局、市教
育局开展“生命至上”安全教育进
校园活动，会同市文明办、市教育
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成立校园
交通安全守护者联盟，开展 2019
宁波市青少年“预防溺水·安全度
夏”主题宣教活动和宁波市青少年
驾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宣教
活动，进一步强化安全自护教育针
对性。

“像这样寓教于乐的自救自护
知识普及，真的是太需要了。”一
位陪同孩子一同来参与活动的家长
表示，“平时学校以学习课本知识
为主，系统地去接触这些小孩子自
我保护的知识机会不多。这样的活
动，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暑假生
活中学到了知识和技能，不仅对孩
子有帮助，对我们家长也是一次充
电。”

搭建未成年人线上维权平台搭建未成年人线上维权平台

生活中，常常会看到朋友圈里
有人发布求助信息，后面还会加上
一句：“在线等，挺急的”，而等来的
也不一定是专业、全面的回答。而现
在，如果宁波的未成年人和青少年
朋友们再遇到这种“在线等，挺急
的”困难时，可以直接向 12355 热线
以及网上“亲青帮”平台求助，来自
全市各行各业的专家，将在一线为
你答疑解惑、解难帮困。

宁波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是团
中央首批全国 12355 未成年人保护
专线，也是浙江省唯一的地市级专
线。自2018年以来，已建成24小时全
天候运行的专线，通过线上转介、线
下个案追踪，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
询、权益维护、就业服务、青年创业支
持、教育咨询、卫生保健、志愿者报
名、婚恋交友等服务。截至目前已受
理解决有效咨询电话103个。

而“亲青帮”平台是集 WEB端、
微信端于一体的网上维权平台，由
具有专业资质的法律、心理、社会工
作、教育等方面专家为青少年提供线
上咨询服务，市、县两级均实现100%
覆盖。自去年 9月份试运行以来，我
市“亲青帮”平台已有注册青少年6.5
万余人，入驻律师、心理咨询师、青
少年事务社工专家1896名。

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集热线
电话、WEB、微信端为一体的线
上咨询维权平台，实现 365天 24小
时全天候受理求助。

谈到今后工作，团市委书记金
昕说，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一项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需要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宁波共青团组织
将进一步发挥好维护青少年合法权
益的职能作用，继续与我市各级党
政部门共同携手努力，让宁波市的
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