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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关爱 收获未来
帮助贫困儿童远离生长发育迟缓，避免早期潜能丧失 © UNICEF/Zhao Chunxia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研究证实，从出生到3岁，是
大脑发育最为旺盛的黄金阶段，给予孩子充足的营养和足够的
早期刺激和启蒙，可以极大促进儿童身体、认知、语言、动
作、社会交往和情感发育。相反，营养不良，缺乏早期刺激、
启蒙及情感关怀，早期受到忽视及打骂，将导致儿童生长发育
迟缓，早期潜能丧失，对儿童的一生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在贫困和偏远农村地区，教养婴幼儿的方法仍然还停留
在吃得饱、穿得暖的阶段。贵州黎平县一位妈妈说：“孩子还
不会说话，所以不跟他说话。3个月会笑以后才和他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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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村民认为小孩生病了，特别是感冒和拉肚子，吃大人的药要比吃
小孩的药效果好得多。不少看护人认为6个月以内的孩子不能洗澡。
贫困也使家长对孩子的未来不抱过多期望。述洞村的一位爷爷说：
“别人家的小孩都怎么怎么好，可是咱家没有这样的条件。”

自2013年开始，我们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民政部、
全国妇联及国务院扶贫办等多部门合作开展儿童早期综合发展项
目，在4个连片特困县进行试点，为0-3岁儿童提供包括卫生、营
养、早期启蒙、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的一揽子综合服务。

在项目县调查显示，3岁以下儿童中，生长迟缓率为13.9%，高
于2010年全国平均水平（9.9%）；6-35个月儿童中，贫血患病率为
44.8%，大大高于2010年全国农村平均水平（13.3%）。

为了确定适合于当地的村级服务方案，我们对县卫生部门、民
政局、妇联、扶贫办参与调查人员进行课堂培训，然后入村调查、
入户访谈，进行参与式社区评估，分析4个县80个项目村0-3岁儿童
在营养、健康、发育、教育、社会保护等方面的问题。80份社区评
估报告包括了标注有儿童项目户位置、项目重点户、志愿者户等详
细信息的社区地图和社区基本情况表；村干部、村医、妇女干部等
关键人物访谈；不同类型看护人家庭及孕妇的入户访谈；项目重点
户情况等内容。

经过培训的县级卫生人员、早教人员和社会工作者每月定期前
往项目村，不仅带去妇幼保健设备、书籍、教学材料和营养包，还
为村级服务人员提供现场培训指导，为孕产妇和儿童提供基本保健
服务。项目还动员组建村级儿童早期综合发展团队，开展以社区为
基础的活动。

在培训中运用当地民歌传授相关知识 

在培训中动手自制亲子游戏小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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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服务下乡活动，为家

长面对面讲解育儿知识
走访家庭，了解情况

组织家长和婴幼儿开展亲子活动

村医主动前往社区提供服务 
－ 为孩子量身高

• 为所有儿童提供体检、血常规检测服务；为生长迟缓、可疑发育偏异、
贫血儿童，存在发育风险的儿童提供咨询、随访、转介；为6-24个月儿
童发放营养包。

• 了解有特殊困难的婴幼儿家庭情况，进行家访，帮助解决问题；为家长
提供儿童保护方面的培训，减少体罚和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 设立40个儿童早期综合发展中心，组织亲子游戏和小组活动，为家长提
供早期启蒙、科学育儿、卫生保健、营养等咨询和指导。

• 通过触摸屏、广播、电视、墙报、集市等，让家长主动获取育儿知识。 

中国每年有1600万新生儿，其中
61%出生于农村地区。关注贫困

儿童早期、全面的发展，是打破

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请和我们

一起，让每个孩子拥有更为公平

的人生起跑线。

照片由中国疾控中心妇
幼保健中心提供

© UNICEF/Zhao Chunxia

© UNICEF/Zhao Chunxia

© UNICEF/Zhao Chunxia



• 2012年，全国有4.82亿人在使用不符合卫生标准
的厕所、公共厕所或露天排便。（来源： 据世界卫生

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监测项目估计）

• 全国约有1370万人露天排便，占总人口的1%，主
要在农村。（来源：同上）

• 是否能使用卫生厕所，中国城乡和地区之间存在
着巨大差距，全国平均覆盖率为74.1%，低于平均
值的省市区多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来源：据全国
爱卫办2013年统计）

• 2013年，中国肺炎和腹泻导致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占11.4%。（来源：2014年全国妇幼卫生监测报告）

• 中国农村地区正确洗手率只有4%。（来源：2011 年
《全国居民洗手状况白皮书》）

如何推动

厕所革命
人类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如何处理自身排泄

物的进化史。今天，当科技的触角已伸向外太空，人类

却仍未彻底解决近在咫尺的如厕问题。在中国，尤其是

中西部农村地区，亟需一场厕所变革。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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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卫生厕所

洗手

粪口传播图

粪便通过手、苍蝇、土

壤、水等途径最终再次

进入人体，造成腹泻、

痢疾、寄生虫、血吸虫

和其他疾病传播。使用

卫生厕所和用肥皂洗手

可以有效切断传播路径

途径 最主要防范措施 被切断传播途径



使用卫生厕所和正确洗手，不仅关乎文明和个人尊
严，更关乎生命健康。妇女、青春期女孩、儿童和婴幼
儿特别容易受到不良环境卫生的影响。绝大多数因腹泻
导致的儿童死亡，是由不安全供水、不使用卫生厕所和
不讲究个人卫生引起的。持续腹泻和肠道寄生虫还会导
致儿童营养不良，造成发育迟缓和低体重。缺乏安全、
男女分开和有隐私保护的厕所，妨碍了青春期女孩的正
常学习和生活。

自2011年开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50个项目村实
施“环境卫生全覆盖项目”，消除社区露天排便和粪便
暴露现象。我们着力推倒人们思想里的那道墙，帮助村
民主动建造或改造自己经济能力可负担的卫生厕所，转

变个人乃至整个社区的卫生行为和环境面貌。

我们的行动和成果： 
• 引爆厕所话题： 50个项目村约2万人（每户一个代
表）参加了激发活动，通过引导村民共同绘制“露天
大小便区域地图”、 “家庭医药费计算”、“粪口传
播疾病途径图”等，引起村民对粪便危害的认识，产
生建造和使用卫生厕所的需求。

• 支持社区自主选择和决定卫生厕所建造方案：符合自
身经济情况，利用当地材料和可行技术，重点帮助贫
困家庭，充分考虑妇女和女童的特殊需求。村民集体讨论决定

卫生厕所建造方案

村民积极发言

村民激发活动



• 整村卫生环境改善：通过垃圾定点存放、规范柴草堆放、污水
沟建设、宣传用肥皂洗手、建立村容村貌规范等，整个村庄的
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 能力建设： 为超过250多名国家级、项目省、县和乡村级的爱
卫办和疾控人员提供逐级培训，编制发放指南和培训材料。

• 政策倡导：通过项目试点，希望促进环境卫生全覆盖被纳入国
家乡村建设监测指标。 

到2014年底，已有31个村被命名为“粪便无暴露村庄”，项
目实施以来新增卫生厕所约10000座，直接受益群众达43000人，
其中儿童近1万人。未来，由于环境个人卫生与儿童营养状况息息
相关，我们将会在甘肃省开展环境卫生全覆盖与儿童营养综合干预
试点，降低当地儿童贫血以及腹泻和肺炎的患病率。

“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掉进茅厕了”

以前村里的厕所都是几块木板搭起来的旱厕，经常发生孩子
踩空掉下去的悲剧。廖爷爷也承认，旱厕味道大，夏天苍蝇很多。

在整村改厕项目的帮助下，两位老人和孙子第一次用上了卫
生厕所。“孩子们可以随便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我再也不用担心他
们会掉到茅厕了。”廖奶奶说。

本文中所有照片由吉林省前郭县疾控中心提供



今年，充满极端暴力与残忍的
叙利亚冲突进入了第五个年头。这
是数十年来威胁儿童生存发展的最
为严重的一场人道主义危机。据联
合国保守估计，这场无底线的武装
冲突已导致至少1万名儿童丧生。
预计到今年年底，受冲突影响的儿
童将超过800万名。叙利亚境内的
持续交火，使得国家社会服务体系
仍然无法正常运转，而人道援助
物资和工作人员不断遭受阻拦和袭
击。在邻国，不断涌入的叙利亚难
民聚集在贫民区，也让当地医疗、
教育、供水和卫生服务不堪重负。 

叙冲突第五年：

保护一代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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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最为担忧的情况是，经年不断的冲突，夺
走的将不仅仅是上万个孩子的生命，更可能夺去整整一
代叙利亚儿童的未来。有的孩子出生在难民营，无法及
时获得营养和疫苗接种，和家人一起忍饥挨饿没有足够
的过冬衣物；有的孩子因炮弹袭击和爆炸等留下终身残
疾；有的孩子不敢再去学校，害怕从天而降的轰炸；有
的孩子被迫当劳力、早婚或被武装分子招募入伍；有的
孩子亲身经历或目睹了极端残忍的惨状，失去家人和朋
友，心灵饱受痛苦折磨。

战争的伤疤
“越来越多的孩子小便失禁，这是他们害怕和紧

张的表现。他们一听到爆炸的可怕声音，就会特别的惊
慌，”一名老师说。在叙利亚境内，大约1/5的学校被炸
毁或挪作他用，大约100万儿童中断学业。学校接连成
为武装冲突袭击对象。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一所小学，

2013年初还有1200多个学生上课，后来炸弹在学校附近
爆炸，一夜之间，来上学的孩子只有400个。2014年10
月1日，在霍姆斯市一所小学发生汽车炸弹袭击，50名遇
难者中就有30名是刚刚放学回家的孩子。

尽管如此，教育仍旧是孩子们最渴望得到的慰藉。
一年前，忽如其来的一枚炸弹落在萨尔玛（化名）家附
近，她的脸被弹片击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疤。她有一年
的时间没有去上学，“写字，看书，学知识都很好玩，
接受教育给我的生命带来了希望。我希望成为一名记
者，找寻真相。”

在2014年，我们的行动成果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直坚守在最前线，竭尽所能为数百万儿童

提供亟需的援助。我们采取了“保护一代人未来”的援助策略，不
仅提供人道主义紧急援助，更要发展社区的自我重建和恢复能力，
尤其是教育和儿童保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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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和我们一起，继续帮助叙利亚儿童。

今晚，不再让她因为饥饿寒冷而无法睡去，

不再让战争的噩梦袭入她的睡眠。让她明天

醒来，能和您的孩子一样，平安快乐充满希

望，去上学，去游戏，去创造自己的未来。

在叙利亚境内

1655万
叙利亚境内民众受益于我们提供的水处理系统

290万 近85万
儿童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 儿童接种麻疹疫苗

12.8万
五岁以下儿童获得了多种微量营养素补充剂，

防治营养不良

超200万
儿童获得了新学年教学资料

超10万
儿童接受了社会心理支持服务

在接收难民的邻国

130万
在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生活的

难民获得了安全的饮用水

2250万
儿童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

35万
5岁以下儿童（黎巴嫩、土耳其

和伊拉克）获得了多种微量营

养素补充剂

超32.5万
难民儿童入学登记，接受正规教育

近80万
儿童获得了社会心理支持服务

 叙利亚及其邻国儿童接受

了过冬棉衣、毛毯、供暖设

备等过冬物资

超过9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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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意外、预防伤害，

守护每一个孩子平安
孩子们学习

交通手势

照片由江西上饶市妇儿工委提供



每年，有超过5万名中国儿童死于各种伤害。这只是冰山
一角，还有更多的孩子受伤致残或入院治疗。由于城乡、地区
之间的差异，中国农村儿童受伤致死率比城市高出5倍，因伤
致残率是城市7倍，而流动和留守儿童受伤致死率是城市2倍。
造成伤害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社区和校园环境中的安全隐患、
看护疏忽以及防范意识不足。伤害不是意外，绝大多数是可以
通过提前开展预防措施而避免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北京市、江西省、江苏省先后开展
预防儿童伤害项目试点。我们创建了“安全家庭、安全校园、
安全社区”的综合模式，并促使了地方妇联、教育、卫生、交
通、公安、水利等部门协调合作，逐步建立儿童伤害监测系统

和报告机制。各项目点调研当地环境状况和目标儿童情况，排
查学校家庭社区的安全隐患，指导儿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
力，帮助家长、学校、社区掌握预防儿童伤害的知识。

“我们在江西省新余市下保村做培训时，有一半家长认为
伤害是不能预防的，他们觉得不可能一直盯着孩子。这是典型
的传统认识，只想到伤害是意外造成的，我们就是要让他们意
识到儿童周围的危险隐患而把干预措施做在前边，将安全死角
排除了，这样就会减少意外发生的可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项目官员朱徐说。

“我家在马路边上，我就去舀了个饭，孩子就不见了，孩

江西省新余市下保村在危害易发

地安装了3000余米护栏

江西崇仁县马鞍镇中学来往车辆多，现在校门

后移20米，校门口横竖安装了减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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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江西崇仁县妇儿工委提供



子掉到了马路旁边的沟里，多亏那个时候沟里
没水，要不然孩子就淹死了，”下保村一位
奶奶说，“现在马路边上都安上了护栏，孩子
不会再有事了。”下保村村长告诉我们，“我
们村投入资金安装护栏、栽种防护林、制作固
定警示牌，就是为了村里那些有孩子家庭的幸
福。”

在项目推动下，预防儿童伤害已被纳入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
我们编制并推广的“安全小卫士”教材已列入
北京教委“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伤害预防试验推
广项目”。在我们的技术支持下，国家级专家
组已起草完成了《中国国家级儿童伤害预防行
动方案》，并提交国务院妇儿工委进行审议。

我们的项目试点也已经拓展到了北京市六
个区、江西省17个县（关注留守儿童）以及
江苏省宜兴和南通市（关注流动儿童），覆盖

1039个社区、240所学校、204所幼儿园，受
益儿童数将近16万。

但是我们仍然深感需要为孩子们做的还有
很多很多。我们将继续累积项目经验，为项目
试点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复制，为中国出台最终
能惠及所有孩子的政策提供借鉴。请您继续支
持我们，用知识守护每一个中国孩子。

交通标志拼图游戏

孩子们在

快乐的游戏中

轻松自觉掌握预防

意外伤害知识

知识大赛积极抢答

交通标识猜猜看 急救日里学急救

照片由江苏南通市妇儿工委提供

照片由北京市妇儿工委提供

照片由江西上饶市妇儿工委提供

照片由江苏南通市妇儿工委提供



亲爱的朋友们：

在这个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季节，衷心地为您送去春的问候与祝福，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对中国困境儿童的关注和支持。

接下来的五年（下一个工作周期），我们将致力于消除儿童贫困。2007年，国务院扶贫办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签署备忘
录，首次开展儿童减贫的项目活动。2011年底，国务院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首次将儿童列
为减贫重点扶持对象。我们已经支持湖北完成中国第一个省级儿童减贫规划，并将继续在江西开展项目，引入儿童贫困的

多维视角，强调建立多部门的协调机制，优先向儿童投入。希望我们的试点项目为国家全面推进儿童减贫战略提供借鉴。

不让贫困代代相传，路还很长，请您继续和我们站在孩子的身边。 

在前边的文章中，我们已经为您介绍过儿童早期综合发展项目，它也是我们下个周期的重点工作领域。对儿童进行早期综

合干预能够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在贫困地区更能有效地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避免贫困儿童受到社会排斥。我们针对偏远

贫困农村地区0－3 岁儿童提供包括卫生、营养、早期启蒙、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的综合科学的服务，满足弱势儿童的相
关需求，最大程度地降低人群及地区间差异，为项目的推广、相关政策和指南的出台提供依据。早期关爱，收获未来，请

和我们一起用爱为孩子托起健康快乐成长的天空！

自2010年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福利项目在120个村试点，由儿童福利主任了解困境儿童的情况，为儿童及其家庭提
供急需的福利支持。我们将继续深化并拓展此项目，支持更多村和社区设立儿童福利主任，在最基层摸清困境儿童面临的

衣、食、住、行、医、学、安全和家庭社会容纳情况并提供及时的帮助，同时联合村社中的各种力量，普及儿童保护知

识，协助家庭和社会更好地关怀儿童，发现并报告侵犯儿童权利和对儿童犯罪的线索，逐步建立起深入村级、综合全面的

儿童福利与保护体系。儿童保护和福利体系建设，任重道远，我们需要您的持续支持。

我们诚挚地恳请您继续和我们一起，和孩子们一起，迎接春天，播种希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5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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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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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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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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