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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坤贵州贫困儿童
探访之旅



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新任的中国

大使，陈坤，进行了他的第一次探

访，和我们的团队一道对国家贫困

县贵州省纳雍县的新项目点进行了

实地考察。这里的五十所学校刚刚

被纳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爱生学

校”项目。

颠簸的山路、穷苦的条件和可爱的

孩子让陈坤感慨良多：“让我这个

年轻的父亲知道怎么样在接下来的

时间里，行使我作为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大使的身份。”

贫困中的孩子

这趟行程有些特别，“年轻的父亲”带

着他十岁的儿子，跟我们一起去了纳

雍。这个健康活泼的城市小男孩的存

在，让我们似乎可以更直观的看出城里

孩子、山里孩子之间的差别。

这些山里的孩子，看起来比我们通常见

到的城里孩子要瘦小很多，每次问出他

们的年龄，大家都难免惊讶。“你五岁

了吧？”“我八岁。”这样让人心疼的

对话时常发生。

这些瘦小的孩子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

每天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有些

出门时天还没亮，他们就打着手电。在

“天无三日晴”的贵州，这些山里娃的

求学之路总是泥泞、艰险。

尽管孩子们穿着单薄，书包破旧，但他

们爱上学。家长也希望用教育改变孩子

的命运，但不知怎么帮忙。

陈坤一行拜访了离学校相对近些的李云

的家，兄妹俩和父母以及奶奶，五个人

同住在一间狭小阴暗的屋子里，屋子的

一角还养了几只鸡。

有住的远、条件稍好的家庭，会愿意在

学校附近一年花四百元，为孩子租一个

小房间。可当走进这样的小房间，便明

白，它唯一的优点就只是近些而已。黄

琳和哥哥就租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屋子

低矮简陋，只有最简单的生活用品。离

学校近了，离父母就远了，相应的，兄

妹俩就必须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可他

们还只是十岁左右的孩子。

我们的教育专家郭晓平说，纳雍有大量

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而独自租住

在学校附近的可以算是“另一种留守儿

童”。

学校，这个孩子们每天接触最多的地

方，对这些孩子的意义远超出想象。一

个积极向上的校园环境会给他们带来很

大的不同。



爱生学校的角色

我们发现，体育课上孩子们快乐无比，但回到教室，似乎又有些胆怯和害羞，不知

道如何回答课本以外的问题。就像陈坤说的，“他们的教育，确实需要改变”。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爱生学校，会带来好的改变。爱生学校会容纳每个学生、老师

知道如何给孩子更好更适合的教学、孩子的兴趣和需求成为中心，这将帮助孩子发

挥出他们的潜能。“项目在这里建成以后，他们会更加积极活跃，”郭晓平说，

“学校是要让孩子得到全面综合的发展，而不是只有学习。”

爱生学校强调给每个男孩和女孩平等的机会，为他们创建一个快乐、安全、友好的

校园环境，它倡导和激发孩子的好奇心、鼓励提问和解决问题。这可以帮助贫困学

生克服很多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困难。

陈坤说，“我很期待
爱生学校尽快在这里
建好。”是的，带着
所有人的期待，我们
会努力。

我们成立最初的名字叫做“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助基金会 –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UNICEF)”。后来我们更名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但是英文缩写仍然保留UNICEF不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都有大量儿童面临饥荒和疾病。联合国于1946年12月创建了UNICEF，为他们提供食品、衣
物和卫生保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紧急情况下开展工作是我们天然的基因，不管有多远，多困难，我们把对紧急情况

的救援视为义务，就如同在2012年的萨赫勒和叙利亚。

在世界各地的紧急救援



逃离叙利亚
不经历战火，很难懂得“幸存”两个字的含义。男孩拉米

(Rami)尽管才10岁，却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

拉米用小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告诉我们，他一点也不开心。

因为“在叙利亚，我失去了父亲和兄弟。”

当你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有炮击的时候，背井离乡成了最好

的选择。痛失亲人后，拉米和妈妈在黑夜里步行6个小时，
离开了家乡。

一片漆黑的夜里，他们却必须万分小心的观察地面，因为随

时可能碰上地雷。“地雷上有一个红色的按钮，我一共看见

了两颗。”现在，在黎巴嫩的难民营，拉米与其他10个人一
起生活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

像拉米和妈妈一样的叙利亚难民每天大量涌入邻近的国

家——约旦、黎巴嫩、土耳其、伊拉克和埃及。除了身上的

衣服，他们一无所有。很多孩子夏天离家，衣着单薄，不知

该如何躲过冬天的风雪和极度的严寒。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直在现场开展工作，努力通过有限的资

源保护难民生命，鼓励他们不要放弃希望。在难民营、在收

容中心、甚至在战乱发生的地点，我们的同事在为包括婴儿

在内的孩子们提供疫苗、建立临时学校、提供冬季的帐篷、

毛毯、婴儿毛毯、保暖衣物，还有心理辅导。

在萨赫勒、叙利亚和很多遭遇灾祸的地方，很多个无助的爸

爸妈妈，只是简单的希望孩子生活里能多一点美好。恳请您

跟我们一起努力，只为这一点点的美好。

饥饿萨赫勒
晚饭时间，玛丽安 .戴安坡 ( M a r i a m 
Dianapo)却不知如何用仅剩的一碗米饭，喂
饱五个饥肠辘辘的孩子。

她说：“今年，吃饭成了一个大难题。我们

靠打鱼为生，可是如今的水位非常低，几乎

没有什么鱼。储备的粮食也用完了。”

在萨赫勒地区，一年滴雨未下，到处尘土飞

扬，水源枯竭，家畜、鱼供应锐减，米价急

剧攀升。还有数百万家庭同戴安坡家一样，

在绝望中挣扎。

饥饿，让脆弱的孩子很容易患上营养不良。

而患营养不良的儿童更容易受其他疾病的侵

袭，使身体更加虚弱，最后精力耗尽……据

联合国估计，萨赫勒每年因营养不良等相关

原因死亡的儿童超过49万。

我们的同事正在与死神争夺这些孩子。截至

去年8月，萨赫勒地区约有25万名5岁以下患
有急性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得到救治。

有了您的关注，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多……



改变课堂教与学

让孩子发现求知的快感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倡导“探究式学习”，当

在学科教学中遇到教学难点时可以采取这种

方法。

老师先分析有哪些难点，哪些可以采取电教

手段，哪些可以通过改变教学方式来帮助学

生主动学习。我们在北川有个项目学校，当

遇到学科难点时，老师会在讲课开始前一

周，布置几道思考题让学生找答案，上课时

再一起讨论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

在探究式学习里，学生不是被动的学习，再

也没有标准答案。学生在寻找答案的过程

中，可以和同学讨论、向家长请教、查字

典、找“度娘”、在网上向其他伙伴、老师

咨询。

目前在我们的项目地区，共有十万名孩子受

益。由于您的帮助， 孩子们从小开始独立
思考，重新获得学习的快乐，这些不正是我

们所希望的吗？

生态瓶里的 小小 世界 

学生学到了什么？

“原来金鱼是不断的受到水、

沙、浮萍和温度的影响。”

- 王慧苹（11岁）

教学难点：生态系统

教学目标：通过生态瓶模拟池

塘生态系统，认识各种生态因

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掌

握生态环境平衡的初步知识。

2  往瓶里加水和减少水
3  摇晃瓶底

4  把瓶子靠近点燃的酒精灯

1  在大号玻璃烧瓶里放入水，沙，浮萍和金鱼



青少年乐于和同龄人交流，容易受同伴的影响，因此，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与合作伙伴支持的青少年爱心大使
就是针对年轻人的项目。青少年爱心大使作出的承诺是“了

解、分享、关爱”：

• 了解艾滋病核心信息，学会保护自己；

• 与朋友家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让他们也得到保

护；

• 关爱受艾滋病影响的同伴和家人。

我们鼓励青少年爱心大使发挥自己的热情和创造力，设计适

合青少年特点的预防艾滋病项目计划，传播艾滋病预防和

生殖健康知识，培养拒绝毒品和无保护性行为的技能，也

鼓励青少年主动利用艾滋病咨询和检测服务。这些计划由

UNICEF、健康教育专家、爱心大使代表等组成的专家委员
会评估通过后进行资助。

大使们采用青少年最欢迎的交流方式，在社区、在网上开展

活动，通过网络分享成果和经验，并向专家委员会提交项目

报告。UNICEF不仅给予小额资金支持，更提供项目实施和

管理方面的培训。

迄今为止我们选拔了500多名国家级青少年爱心大使，李瞳
就是其中一名。他创立了为青少年朋友咨询艾滋病和生殖健

康的“一童热线”，其中超过半数的11-18岁青少年咨询艾
滋病相关知识。

在我们支持下，“一童热线” 从去年开始向网上咨询过渡，
为更多的青少年提供更便捷的艾滋病和生殖健康咨询服务。

李瞳期待，到2014年底让一万名青少年受益。

青少年爱心大使：
让年轻人免受艾滋威胁

面对艾滋病，青少年是一个脆弱群体。2012年1-10月间，

中国15至24岁的年轻人中新发生感染9,514例，较
2011年同期增长了12.8%。



UNICEF支持艾滋病题材 
微电影

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少年爱心大使张楠
监制的微电影《后来》，通过讲述一名感
染了艾滋病病毒的青年向女友坦承心声，
用故事传播艾滋病相关的核心信息。截至
今年二月，《后来》在各大视频网站已经
播放了90余万次。

点击浏览：http://t.cn/zYWfM4X

分享心情，分享爱心
在《会友简报》中，您除了可以了解您所支持的UNICEF项目
的进展情况，还可以和UNICEF大家庭的其他会友交流，只需
将您的捐款心情及照片发送给我们，并告诉我们您对UNICEF
大家庭的期望，我们会选择发表在下期的《会友简报》上。

发送地址：contact.china@unicef.org
邮件标题：“分享心情，分享爱心”

小贴士：

• 无保护的性行为是目前中国最主要的艾滋病传播途径，占

2012年报告新感染者约85%。
• 艾滋病一般到晚期才会出现症状，目前中国有一半感染者还

不知道自己身染病毒。

• 及早治疗效果更好，感染亲人的机率也更小。请及早检测、

及早治疗。

• 各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医院都可以做艾滋病检测，个人

隐私受法律保护。

大家好！工作以来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参加

慈善活动，自从我的女儿“思玺”降生后，

我都会在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到邮局以女儿的

名义捐赠，作为届时给她的一份有意义的礼

物；我们还参加了“每月捐助”，让更多的

孩子有机会分享生活中的幸福感，也让我的

孩子从小知道坚持奉献爱心、感恩。
                                                 韦毅

会友交流



感谢您的支持！

三种一次性捐款方式

每月捐款：
感谢您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中国贫困儿童提供持续性帮助。

欢迎填写随信所附的每月捐款计划反馈表并寄回给我们。亲爱的朋友们：

又是一年春来到！在这个朝气蓬勃的2013年春天，我们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

阳光普照大地，但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得到同样的机会健康成长。我们积极引导国际对话，由国务院扶贫办和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在2012年底共同举办的“儿童贫困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被评为“有关儿童贫困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会议加强了中国与其
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交流和分享，促进儿童发展领域的南南合作，进一步完善中国儿童减贫的政策和措施。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第一个与中国政府合作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国际组织。作为唯一的国际组织，我们的驻华代表麦吉莲女士

(Gillian Mellsop)在去年的艾滋病日受邀参加了李克强副总理主持的座谈会，分享了我们在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方面的经验。
早在2001年，我们就开始支持中国的第一个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试点项目，并一直努力在贫困地区帮助患病的母亲产下健
康宝宝。

近来全国多省受雾霾天气影响，空气污染严重。我们卫生与营养处处长谢若博先生在近期接受美国之音电台的采访，谈起如何

帮助母亲们保护孩子不受有害空气污染的侵袭。感兴趣的您不妨移步到我们的官网详读：www.unicef.cn。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赖于您的支持。

您的爱心会让稚嫩的幼苗更加茁壮生长！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3年春天

卷
尾
语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营业网点均可办理。

捐款帐户名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

捐款帐户号码：7783 5002 1519 

开户行名称：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开户行地址：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 100818

使用随附的中国邮政汇款单汇至：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款处

北京市三里屯路12号

邮编：100600

只要持有境内银行卡及网上银行帐户， 
您就可以进行网上捐款。

请登陆 

www.unicef.cn/oneoff/2013APR

通过银行

通过邮局

网上捐助 



电话：（86-10）8531 2666，8531 2640或8531 2644

传真：（86-10）6532 7384

电邮：contact.china@unicef.org

网址：www.unicef.cn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三里屯路12号

邮编：100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