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
网络风险：警惕
您的孩子不受伤害！

©
U

N
IC

E
F/C

hina/2017/X
ia Yong

会友简报
2018.4

观众走近“网络茧儿”艺术装置，可听到孩子在面对网络风险情境时的内心独白。



如何帮助孩子既享受网络所
带来的众多益处，也能得到
必要保护，免受伤害？

儿童网络安全是当今全球所共同面临的挑战。自 2017 年

4 月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携手合作伙伴启动儿童网络保护项

目。作为项目内容之一，我们与艺术家合作，在 2017 年 12 月

乌镇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展出了一系列主题为“网

络茧儿”的艺术装置。

观众走近这些被网络隔离的“茧儿”塑像，就会听到孩子

们在面对网络风险情境时的内心独白，感同身受他们的孤独无

助。

“‘网络茧儿’是一个触动人心的符号，我们希望唤醒父

母和其他照料者对儿童网络安全的关注，用沟通帮助被隔离的

孩子破茧而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副代表郑道博士（Dr. 

Douglas Noble）说。

除了艺术装置之外，我们还与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共同

主办了“守护未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论坛”。这是世界互

联网大会历年来首次专门关注儿童保护的论坛，促进了政府机

构、互联网企业、学术界、青少年代表之间的沟通对话，让儿

童网络安全这个议题获得广泛关注。
网络性侵 网络欺凌 网络沉迷 网络隐私泄露



探索中国的儿童网络保护模式 当孩子面对网络风险时，您该怎么办？ 和孩子谈谈：

您的支持，将帮助我们探索适合中国的儿童

网络保护模式，为所有孩子创建一个更安全、积

极的网络环境。

支持中国就儿童网络安全建立和完善政策法律

框架和监管标准，减少儿童所面临的风险，确

保任何侵犯儿童权益的行为得到快速响应；

与互联网企业和行业协会合作，为从业人员

提供儿童保护方面的培训与指导，促进信息

分享和行业共建；

开展宣传倡导，提升家长、儿童和教育工作

者的保护意识，引入国际经验开发适用于中

国情况的家长指南。

在中国，90% 的儿童在生活中接触互联网，
56% 的孩子初次上网年龄低于五岁。超过
60% 的父母没有给孩子筛选过应用程序，近
七成的人在给孩子用平板电脑时没有约定时
间和内容 。

来源：腾讯 2016 年《儿童安全上网指引报告》

我们无法为孩子创造一个与现实隔离的、“绝对无菌”的网络世界，

父母能给予孩子的最好保护是了解孩子可能面对的风险，和孩子坦诚沟

通，告诉他们如何应对。父母和孩子之间如果存在沟通障碍，就可能出

现下面的情况。

邮件、即时通讯工具、社交媒体等被有意或无意地用于威胁或

侮辱他人。您可以学习判断孩子是否遭受网络欺凌，教孩子合理应

对。让您的孩子，不做沉默的受害者，不做无知的伤害者。

与孩子共同面对网络欺凌

与孩子约定上网时长
有些孩子过度使用网络，在网上花费了过多时间，生活受到不

利影响。您需要与孩子坦诚沟通交流，与他们约定合理的上网时长。

不要以为孩子在家上网就不会有被侵犯的危险。孩子想要的关

注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您可以留意孩子的状态，教孩子自我保护，

鼓励孩子说出感到困扰的事，报告遭受的侵害行为。

教孩子防范网络性侵

孩子的心理往往不设防，使用某些网站或应用程序时，填写了

详细个人和家庭信息，如姓名、住址、银行信息，或者随意开启定

位服务。这些信息可能被盗取或恶意使用。您可以帮孩子理解什么

是隐私，保护隐私的重要性，学会使用隐私设置等。

保护个人隐私

我们会继续与您分享项目进展和实用信息，敬请关注！

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宣传片《网络茧儿》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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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他自我控制能力还是

挺强的。

儿子：

我每天都会用手机看

视频、聊天之类的。



南苏丹危机第五年：拯救破碎童年
在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儿童并非战乱的始作俑者，却是最

大的受害者。

11 岁的波尔记得那天他和弟弟在放牛，一群士兵闯进村子，“他

们杀死了弟弟，我当时就坐在他身边。”枪口顶上了他的脖子，生死一

线，有人出来说话，让士兵放过了这个孩子。

逃难中，波尔和家人失散。“一路上，妇女和年轻女孩被强奸，我

们挨打。”他辗转逃到了联合国设立的平民保护营。

“我在营地感觉很好，现在上学了。我就想专心念书，将来帮助重

建我们这个国家。”波尔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帮助他与家人团聚。

像波尔一样，超过 240 万儿童被迫逃离家园，2300 余名儿童在交

战中死伤。贫困和粮食危机不断恶化，超过 100 万儿童急性营养不良。

此外，霍乱、疟疾和腹泻也在夺走弱小孩子生命。女孩面临性暴力、早

婚和剥削风险，而男孩则可能被武装组织招募。

这里也是世界上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最危险的地区之一，迄今已有 95 名援助人员丧生。尽管如此，自 2013 年底危机爆发以来，

我们的一线人员仍在坚守，为儿童提供生死攸关的援助。

和我们一起，哪怕萤火之光，也是一个孩子的希望之光！

来自阿维尔郊外村庄的吉埃尔曾接受营养不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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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岁的尼亚吉米被父亲紧

急送到 UNICEF 医疗点，

她患有重度营养不良和肺

结核，生命垂危。

医务人员为孩子提供高营

养牛奶和治疗肺结核的药，

几周后，她体重慢慢增加，

能坐起来，能走，会笑了。

这 是 10 个 月 后 的 尼 亚 吉

米！她仍需定期体检和服

药，但可以上学前班啦。

只要我们不放弃，像尼亚

吉米一样的孩子就不会放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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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底，我们与合作伙伴取得的进展：

* 为 60 万名重度营养不良儿童提供救治，在全国部署医疗
救治团队

* 为 3386098名儿童接种麻疹疫苗

* 为 3631829名儿童提供基础医疗服务

* 为 180 万人提供安全用水

* 协助从武装组织解救释放 1900 多名儿童，继续谈判争取
释放更多儿童

* 帮助5247名离散儿童与家人团聚（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

* 在 2017 年一年，为近 23 万儿童提供社会心理支持

* 为超过 10 万人提供如何预防和应对性暴力的服务

* 设立 600 多个教学点，让 30 万三岁以上儿童接受学前和
小学教育

您的支持，将帮助我们拯救更多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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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HIV感染妇女儿童点亮生命之光

“大女儿去世的时候刚刚过了两岁生日，第二个孩子过

世时还不到六个月。直到一个互助小组带我们做了艾滋病检

测，查出我们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我们才知道他们是死于艾滋

病。现在我们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而且有了一个健康的宝宝。

是这个预防艾滋病病毒母婴传播项目救了我们，救了我，我的

丈夫和孩子。”来自西南边陲山村的米娅说。 

如果准妈妈能及早查出感染状况（孕前或者怀孕 12 周以

内）并接受规范治疗、采取人工喂养等综合干预，超过 98%

的新生儿是可以健康出生的！然而，由于传统观念、语言障碍、

交通不便等原因，许多准妈妈却错失了这些宝贵的时间窗口。

自 2016 年以来，我们在新疆、云南、四川支持三个项目

市县，开展预防艾滋病 / 梅毒 / 乙肝母婴传播社区关怀项目，

招募感染者作为同伴教育员，走村入户，用自己亲身经历，为

像米娅一样的感染妇女和医疗服务之间搭起桥梁，说服、鼓励

和指导孕产妇及早接受国家免费的病毒检测和规范治疗，及时

掐断母婴传播链。她们成立互助小组，为感染妇女和儿童链接

关键服务和提供心理支持，像引路人一样，引领她们从绝望走

向希望。



“我希望他有一天会回来看我”

从 2014 年 1 月到 2017 年底，在项目县（均为艾

滋病高发地区）： 

发现：HIV/AIDS 平均孕早期检测率从不到 20%

提高到 80% 以上；

治疗：HIV 感染妇女在孕中期前接受规范治疗和随

访的比例，从不到 20% 提升到 80% 以上；感染

妇女所生儿童接受药物治疗的比例从 96% 上升到

100%；

阻断：HIV 母婴传播率已降到 2% 至 5% 左右，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5.7%，2016 年）； 

梅毒和乙肝的母婴传播阻断中，孕妇和儿童规范治

疗率分别达到 70% 和 90% 以上，明显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感谢您的持续支持，400 多名同伴教育员和村妇幼保健员，为像米娅和小米一样的母亲和孩子传递着生命

火炬！仅在 2017 年，就协助了 6000 名孕产妇主动接受母婴阻断关键服务；为 8000 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

童协调链接了社会保障服务和生活补助。

这是一个小女孩的画，她的妈妈是
一名同伴教育员。她希望能像妈妈一样，
成为村里人的守护天使。

注：为保护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和妇女的隐私，所有人物均使用化名。

请您继续和我们一起，爱心照亮前行路，让她们每

走一步，不再无助！

小米七岁的时候，父亲再也无法承受女儿随时可能夭折的压

力，她的妈妈也早已病逝。“我爸爸以为我活不了了 ...... 他给我

做了一顿好吃的，就离家出走了，再也没回来。”小米说。

发现小米独自生活后，村里的同伴教育员妮乐立即把她接到

家中，让她接受抗病毒治疗，还送她去上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为同伴教育员提供培训和每月入户随访的补贴；当地政府和其他

机构承担儿童的生活开销。

“妮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她要照顾七个孩子，其中四个是

被亲生父母抛弃的，三个是她自己的孩子。我记不清我妈妈的长

相了。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妈妈或者爸爸陪着孩子在大床上睡

觉，我都会忍不住哭起来。”小米说。

小米现在 10 岁了，通过持续抗病毒治疗，她和同龄人并没

有什么不同，喜欢和朋友们玩，喜欢参加学校活动。她希望爸爸

能看到她现在的样子，“我觉得我不恨他。我希望他有一天会回

来看我。”



来自六个孩子的明信片
编者注：儿童享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山西省农村贫困地区的 21 个孩子参加了我们组织的儿童摄影培训，学习用影像表

达自己的想法、感受和他们如何看待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培训结束后，孩子们还在村里举办了小型摄影展。我们选择了其

小烨 （12 岁）

“九、十月份是农忙的时候，村里

人都忙着收割。有时我也会帮爷爷奶奶

做农活。”

小俊（12 岁）

“我爸爸在屋外吃饭，我家养的鸡

也想吃他的饭！我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

好的爸爸。他经常去采药。有时我想跟

他一起去，但是他担心我的安全，所以

从来不许我跟着他。” 村里的儿童主任

已为小俊申请到了贫困生补助。

小源（13 岁）

“这是我邻居家的孩子，他今年 7

岁了。我拍这张照片时，他正在看他的

妹妹，他很喜欢自己的妹妹。”

小杰（14 岁）

“我喜欢这张奶奶和妹妹睡午觉的

照片，我觉得她们睡得很香。”父母离

婚后，小杰和爷爷奶奶、妹妹一起生活。

父亲在外打工，一年回家两三次。小杰

说他的存钱罐里现在有七块钱，他希望

能早点攒够 100 块钱，用来给奶奶买治

腿疼的药。

小娴 （14 岁）

“这是我朋友小源的爷爷，他在运

水。”小源说：“村里有个水窖，大

家都去那里打水。我家院里有一个水

泵，但是夏天的时候很难打出水来，

冬天水泵又常常冻住。这几年，水越

来越少了。我爷爷每隔三天就要去打

一次水。”

小洁（14 岁）

“这是邻居家的小狗。这两只小

狗很可爱但又很可怜。我感觉它们的

妈妈不在身边很可怜。”小洁的父亲

在外出打工时因一次意外身故，家庭

也因此陷入贫困。妈妈身体不好，小

洁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和照顾弟弟的

责任。

中部分展出照片和孩子们写的心里话，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生活。这些孩子正受益于我们与民政部在当地

合作开展的儿童福利示范项目。



自从做了月捐，不知不觉中，生活里就有了期待，

每月盼望着邮件的到来，看到孩子们的处境在一点一

点变好，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我有一个两岁多的妞

宝，我希望从小就对我的孩子进行感恩教育，这个月

捐我会一直做下去，希望能够对孩子们提供更多一些

的帮助。

——美霞

现在，我不只希望我的家庭能和谐圆满，我也

希望世界的儿童、中国的儿童，能有一天离苦得乐，

和自己亲人过上和谐圆满的日子。

——小草

好事要大家一起做才有力量，诚挚地邀约大家

一起把爱分享出去，让自己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秀梅

非常荣幸能够为需要救助的儿童出一份薄力，

我自己也有一个女儿，每次看到儿童受难的消息，对

我的触动很大。像我一样工作生活在城市里人很多，

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变得对他人冷漠，变得不

懂得去爱人、去爱周边的人。

——Teak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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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可以扫描二维码 , 直接在线加入月捐。

三种一次性捐款方式 ( 请汇款时备注您的会友 ID 号或联系电话 )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营业网点或网上银行均可办理。

捐款账户名称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

捐款账户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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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

北京三里屯路 12 号

邮编 :100600

只要持有境内银行卡及网上银行账户 ,

您就可以进行网上捐款。

请扫描二维码 ; 或直接汇款至我们的支付宝账户 :

cnalipay@unicef.org

通过银行

通过邮局

网上捐助

每月捐款 一次性捐款

会友交流

欢迎和大家分享
您的故事

欢迎您将自己的感受和照片发送给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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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