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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并肩抗击埃博拉
救助西非儿童，将疫情遏制在源头



一场人类与瘟疫的战争已兵临城下，埃博拉病毒正肆虐西非国家。
病毒在人体内有2到21天的潜伏期，症状包括发烧、呕吐、腹泻、皮疹、
体内出血、体外出血等，一旦出现症状就可以通过体液传染，致死率达

60%，且尚无疫苗和有效治疗方法。截止到11月14日，全球已有超过1.4
万人感染，逾5170人死亡。在疫情重灾区，孩子所遭受的苦痛尤其令人揪
心。在感染者中，儿童占到其中五分之一，此外，还有至少7000名儿童失
去了一方父母甚至双亲。西非三国原本薄弱的医疗和社会服务体系濒临崩
溃，儿童停课失学，难以获得基础医疗服务和接种麻疹等疫苗，孕产妇因
无法得到医疗帮助而致生命垂危。

塞拉利昂马克尼市埃博拉培训，

医务人员身穿防护装备，名字被

手写在防护围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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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行动（截至11月中旬）

• 支持建立社区护理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与塞拉利昂政府合作建立社区护理
中心，培训医务人员和配备相关设施。基于社区的防治模式可以实现早期有效隔
离，防止运送过程中传播病毒。社区内的护理中心加强与社区的联系，调动社区
和家庭主动早发现早隔离疑似病例，妥善照料病患减少他们的痛苦，并提供必要
的社会心理支持消除歧视。拥有8个床位的护理中心把病毒感染者隔离在其所在社
区内，中心向患者提供基础护理、免费药物、安全用水、卫生设施和食物。11月
底塞拉利昂将开办40个埃博拉社区护理中心。

• 物资援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救治点和社区护理中心所用基本物资的最大供应
者之一。迄今为止，我们运送了53架次的空运物资、108个集装箱的海上船运物
资，援助物资总计3000公吨。

• 普及可以挽救生命的核心信息和专业知识：开展社区健康教育，培训基层医务人
员、志愿者和教师，帮助疫区民众了解病毒传播途径、预防措施。塞拉利昂和几
内亚超过57万个家庭、以及利比里亚150多万广播听众都接收到了防疫资讯。

• 设立水与环境卫生设施：在三个国家的救治点设立安全供水和卫生设施，改善环
境卫生，降低医院内感染传播风险。

• 社会心理支持和教育：为在疫情中失去一方父母或双亲的儿童提供临时安置和照
料，帮助其寻找其他监护人，并为有需要的儿童提供社会心理干预；我们还与教
育部门合作，通过全国教育广播，让停课的学生继续学习。

利比里亚的新增感染病例得到了控制，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通过卫生习惯的
改变和扎根社区的干预措施，是可以击退病毒的。我们亟需全面加强防线和援助力
度，但是所需资金仍然存在巨大缺口，我们需要您的帮助继续开展援助。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在几

内亚首都科纳克里讲解防止埃博

拉病毒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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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边有好几个近期与埃博拉出
血热病人有过直接接触的孩子，埃博拉
对这些孩子的打击是双重的，先是夺走
了他们的父母，然后是让他们承受随之
而来的歧视、排斥甚至是虐待。一个孩
子在失去亲人后需要的最基本的安抚、
关心和关注，他们都没有办法得到，连
亲戚也因为害怕而不愿收留照顾他们。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机构的
支持下，利比里亚政府两周前在首都蒙
罗维亚郊区设立了这个儿童临时看护中
心，收留了大约14名埃博拉致孤儿童，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社工照料。在21天
的隔离观察期里，任何人都不能与他们
有直接接触，不能拥抱，不能握手……
无论是中非的武装分子还是海地地震后
的余震，都不曾让我畏惧，而现在，当

一个叫丹尼（化名）的小男孩向我走过
来，与我尽在咫尺，我却不能抱抱他。
我从未和一个孩子如此接近，又如此遥
远。我很难过。

幸好，还有像德考特（化名）这样
具有抗体的埃博拉幸存者可以代替我来
直接拥抱孩子们，拍拍他们的背，让他
们感到不孤单。德考特告诉我，“当我
患埃博拉的时候，妈妈和兄弟去集市买
东西，都没人敢接他们的钱。我不想让
这些孩子也经历同样的痛苦，我不想看
到孩子们因为没有母亲或是没人给他们
吃的而饿肚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
工作。”

我们将和利比里亚政府一起在全国
五个最严重的疫区都设立至少一个儿童

临时看护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培
训了20名埃博拉幸存者担任社工照料疑
似感染儿童，接下里几周我们还将再培
训30名。

玛莎（化名），11岁，埃博拉夺走了她的父母，

她和两岁的妹妹在儿童临时看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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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幸存者德考特在儿童临时看护中心照顾

埃博拉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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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我们一起，为数百万名面临埃博拉病毒威胁的西非儿童提供持
续的人道主义援助，避免更多的孩子受苦。

劳伦·迪维利耶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新闻官，目前正在利比里亚开展防疫宣传工作。

来自疫区的工作日记：孩子，让我给你一个大大的温暖的拥抱



在这场抗击埃博拉的行动

中，我们期盼有越来越多来

自中国的援助力量！

来自中国的援助正成为国际援助中不可
或缺的力量。截至10月底，中国政府启动
了四轮紧急援助，提供了价值超过7.3亿元
的物资和资金援助，多个医疗专家组坚守一
线。未来几月，中国还计划派遣1000多名
医疗人员，分享非典疫情中的经验。与此同
时，无数和您一样的普通中国民众，也在提
供力所能及的人道捐助，和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一起并肩作战，救助西非儿童。

随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不断加强埃博拉
疫情应急措施，从中国购买并运送的紧急物
资越来越多。自7月以来，已购买并运送了
价值约为690万美元的物资。今后几个月，
我们预计每周将以货运飞机运送50公吨的
物资，这些物资是与埃博拉患者接触的医疗
工作者的基本防护装备。

10月底，我们在官方淘宝店（http://
unicef.taobao.com）发起了为西非疫区儿
童送去爱心礼物的倡议，截至11月中，已
经售出835份家用防护包。

消除歧视，
帮助青少年克服生命里的障碍

中国供货商工厂中工人正在制作

埃博拉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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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带着学弟学妹们扫描

“爱益行”APP二维码

图片扫描二维码
即可下载

“爱益行”APP
（不支持微信扫描）



预防艾滋病：用“新意”帮助年轻人

帮助青少年学会在性行为中保护自己，
避免性传播疾病、艾滋病病毒感染和意外怀
孕，已经非常紧迫。在全国，15到24岁青少
年艾滋病感染率在逐步上升。2012年1-10月
青少年报告艾滋病感染数为9514例，比2011
年同期上升12.8%。2013年，性传播在新发
艾滋病感染报告中的占比高达90.8%。

根据2009年《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
性调查报告》，近40%的青少年需要性和生
殖健康方面的咨询，27%有治疗的需求。但
是，超过半数的咨询和治疗需求没有得到满
足。尴尬、不认为问题严重、不清楚去哪里
以及谁能提供服务成为青少年获取服务的障
碍。

在您的长期支持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于2006年建立了“携手儿童青少年，携手抗
击艾滋病”青少年爱心大使网络，支持年轻

人开展以“了解、分享、关爱”为主题的健康传播活动。
新技术和社会化网络的发展为青少年健康传播提供了新的
可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艾滋病处高级项目官员张蕾说，
“我们要立足于多年的工作，利用现代技术，满足青少年
用手机交流、参与社区活动、快速获得健康信息、找到友
好服务的需求。”

自2013年以来，青少年大使们通过微信，每周推送二
到三份简报，开发好玩的线上游戏让同伴们了解HIV和安
全套使用知识，走入学校和工作场所，向流动儿童和青年
打工者传播预防艾滋病的核心信息。

2014年7月我们在河南推出了促进青少年健康和参与
的“爱益行”手机APP。青少年可以更方便地搜寻到包括
防治艾滋病和生殖健康在内的资讯，主动寻求HIV检测和
咨询，分享信息帮助同伴。河南省目前已经有5500名青少
年注册使用，注册青少年组织和公益机构13家。通过爱益
行寻求咨询或检测的脆弱易感青少年达到40人。

七夕七城防艾互动

－福建泉州现场

2014年8月，我们联合七个城市的青少年爱心大使做
了“七夕七城特别约会”，在青少年集中的闹市区，一起
玩转融入了“防艾知识”的飞行棋。“约会”当天，北
京、郑州、桐城、泉州、长春、深圳、广州共有5000余
名青少年及志愿者参加了真人棋盘游戏，了解艾滋病和生
殖健康知识。仅在北京就有26家媒体40名记者不仅参与
活动报导，而且以志愿者身份与青少年一起体验现场互
动。在新浪微博上发起的“七夕七城特别约会”微活动，
也达到了110万阅读量。

我的新浪微博是@双鱼燕子，所
以大家都叫我燕子。2013年我成为
第六批青少年爱心大使，加入了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防艾健康传播项
目。

最近让我感触比较深的是带着
“防艾飞行棋”回母校，现场真是

High翻了，但是学弟学妹们健康知
识的匮乏，也让我陷入沉思。我问，
可以从外表看出一个人感染了HIV
吗？有人答: 可以。我问：空气中的
飞沫可以传播HIV吗？有人答：可
以。我问：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预防
艾滋病，对吗？有人答：不对。我
问：第一次性行为不会怀孕，对吗？
绝大多数人回答：对，不会怀孕。

还有多少人因为对艾滋病的错误
认知而产生歧视？还有多少人因为对
性的无知而酿造悲剧？请让性教育纳
入到日常教学体系吧！我相信有一天
你会认同——性教育＝爱的教育。

七夕七城防艾互动－北京现场

七夕七城防艾互动

－安徽桐城现场



2014年8月3日，云南省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
后，县乡级医疗机构房屋结构或设备受到损坏，当地
县乡级医疗服务的提供也受到影响。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在云南省开展工作已经很长时间，特别是在本次受
地震影响的两个县（鲁甸和昭阳），我们开展母子健
康和儿童友好家园项目，现在绝大部分工作都受到地
震影响。因此我们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帮助当
地恢复妇幼保健服务。我们为重灾区的市县乡级妇幼
卫生保健院提供了大批亟需的孕产妇和新生儿医疗设
备。这些产儿科急救设备至今仍在守护当地30多万育
龄妇女和11万五岁以下儿童的生命。

援助云南鲁甸儿童，

我们还在努力

除了紧急援助之外，为了给安置点内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安
全玩耍和学习的空间，我们借鉴在汶川和玉树地震中的经验，
将在重灾区鲁甸县、会泽县和巧家县设立5个儿童友好家园。

感谢每一个捐赠者的支持，当许多志愿者和机构都已陆续
撤出灾区之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仍然能够坚持为孩子们提供
长期的社会心理支持服务和其他援助。

地震发生以后，八岁的童童（化名）的脸上就很少看到笑
容。她现在和爷爷奶奶住在临时安置点里，比任何时候都更想
念爸爸。爸爸在外打工，每年只有春节才能回来。妈妈在她小
的时候就离家出走。“我想有个布娃娃，还想有人跟我玩。”
她说。

“在我们村，小孩子们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学校，但学校
太远，我们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只能把孩子留在家里。如果地震
那天也能有这样一个地方，他们就不会死了。”30岁的袁明花
哭着告诉我们，她希望成为儿童友好家园的志愿者。这不仅是
因为和孩子们在一起能给她带来安慰，更因为她相信家园的重
要作用。

截止到11月中旬，五所家园的所有物资都已经到位，每
个家园配置了体育用品、乐器包、分龄版的游戏包、软地垫、
小桌椅、书籍包、儿童护理包、滑梯、乒乓台等；曾经管理过
汶川儿童友好家园的工作人员们也将前来手把手培训当地志愿
者。会泽县的儿童友好家园现已开放，除了服务当地社区，还
将关怀500多名和童童一样的留守儿童。

冬天就要来了，感谢您的支持，云

南鲁甸地震灾区的孩子们将能够在

温暖安全的“儿童友好家园”中游

戏和学习。

村民们在搬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援助

物资，帮助建设儿童友好家园 向云南鲁甸灾区发送最急需的设备和急救用品 鲁甸县妇幼保健院的新生儿暖箱已投入使用 孩子们在会泽县儿童友好家园里开心地玩耍



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全方位阐明儿童享有各项权利的国际条

约。它也是迄今为止获得批准国家最多的人权条约，共有194个

缔约国，对所有批准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它就是联合国《儿童

权利公约》。

1989年11月20日，《儿童权利公约》于第44届联合国大会

诞生。它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儿童的权利，包括生存、发展、

受保护、参与四大基本权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公约》唯一

指名与所有缔约国共同致力于实现儿童权利的联合国发展机构。

1990年以来，《儿童权利公约》产生了全球性影响，改善

了众多儿童的生活。各国在制定法律、政策和预算中参考了公约

“请你听我说”
  —你愿意聆听孩子的声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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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在宣布Imagine活动启动的音

乐会上，大野洋子、狄波拉·李·福奈丝、

休·杰克曼现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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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垂谊等诸多明星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宣布Imagine活动启动的音乐会

“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不是很难，简单又美
好……”你愿意聆听孩子的声音吗？你听过中
文版的Imagine吗?

和全球Imagine活动同步，在中国，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推出了#请你听我说#主题宣传活动。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不同背景的孩子们写下
心底最真实的声音，所得结果令人动容。

扫描二维码
倾听并分享孩子们的心声

为纪念《儿童权利公约》诞生25周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了全球传
唱约翰·列侬Imagine歌曲的活动。本次活动集合了大野洋子、大卫·库塔、以
及凯蒂·佩里在内的诸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全世界的普通人也可以和他
们一起通过APP录制自己的Imagine版本，同时记录下心中设想的对儿童更
加美好的未来。在中国，我们首次推出了以这首歌的中文童声版为主题曲的
宣传片《请你听我说》，通过孩子们质朴的声音和愿望表达他们真实的需求
以及对未来的畅想。我们在微博上推出的#请你听我说#话题讨论得到热烈反
响，仅一周内阅览量已超过七千万。

的规定。儿童被视为权利的拥有者，他们有权

获得卫生保健服务和充足的营养，接受教育，

参与文化与社会生活，免受暴力伤害和剥削，

并有时间和空间玩耍。

1992年，中国正式成为《儿童权利公约》

的批准国，自此中国在促进儿童权利方面有了

较大进展。1990－2011年间，中国有6亿人脱

贫，这对于改善贫困儿童的生存、发展状况意

义重大。1991年至2013年五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小学生净入学率稳步提

高，在2013年接近100%。在中国，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遵循《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和原则，

致力于实现每一个儿童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中国已在儿童工作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但

仍有数百万儿童，尤其是贫困、偏远、少数民

族地区的儿童，未能获得基本服务。我国仍有

约7000万儿童（占儿童总人数的25%）生活在

国家扶贫县中。我们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继续

做出更大努力，确保每个儿童的基本权利得以

实现。

“希望每一位孩子的父

母都能用心倾听孩子内

心的声音，尊重孩子们

的意见。” （陈坤）

“昨天梦到妈妈给我做

饭吃，我很想妈妈，回

来看看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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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表并寄回给我们。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营业网点或网上银行均可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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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汇款时备注您的会友ID号或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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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汇款时备注您的会友ID号或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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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yir.unicef.cn；或直接汇款至我们的
支付宝帐户：cnalipay@unicef.org

通过银行

通过邮局

网上捐助

感谢您的支持！

2014年我们在中国的项目资金分配情况

儿童社会政策 10%

营养健康 29％

儿童保护 10%

艾滋病预防与关怀 5%

水与环境卫生 6%

跨项目援助 9%

行政 4%

教育及儿童发展 27%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金完全来自个人、
企业以及政府的自愿捐助。您的捐助可以
使我们帮助更多中国孩子。

任何一个人或一个组织都不是万能的。

公益需要无数社会个体一起推动前行。

我们，需要您的一份力量！

资金分配总计：美元34,912,296
*截至2014年11月



电话：（010）8531 2640，8531 2644或8531 2666
传真：（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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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