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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万儿童发展需要社会力量投入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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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贫困地区儿童的救助一直是
我国公益慈善行业关注的重点。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下，
社会组织的力量应该投向哪些领
域， 未来的五年内又应该重点关
注贫困地区儿童成长涉及的哪些
方面，1月 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
划（2014—2020 年）》（以下简称
《发展规划》）给出了答案。

《发展规划》指出，我国儿童
事业发展还不平衡， 特别是集中
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 4000 万儿
童， 在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
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
这些儿童的发展中“实行政府直
接提供服务和向社会力量购买服
务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切实保障
贫困地区儿童生存和发展权益。”

设立三大目标：母婴安全、
儿童健康、儿童教育

“到 2020 年，集中连片特殊
困难地区儿童发展整体水平基
本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
这是《发展规划》对贫困地区儿
童发展提出的总体目标，这一目
标被具体落实到三个方面：

第一，保障母婴安全。 孕产
妇死亡率下降到 30/10 万， 婴儿
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下
降到 12‰和 15‰。 出生人口素
质显著提高。

第二，保障儿童健康。 5岁以
下儿童生长迟缓率降低到 10%以
下， 低体重率降低到 5%以下，贫
血患病率降低到 12%以下。 以乡
镇为单位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
疫苗接种率达到并保持在 90%以
上。中小学生体质基本达到《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特殊困难儿
童的福利、关爱体系更加健全。

第三，保障儿童教育。 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75%。 义务教
育巩固率达到 93%， 教育总体质
量、均衡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视
力、听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义
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0%。

社会力量介入： 政府购买
服务、引导各界投入

在设定目标的同时，《发展
规划》细化并明确了需要完成的
具体任务。

由于促进贫困地区儿童发
展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
途径，也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的重要内容，所以《发展规划》
首先强调了政府各相关部门的
职责与任务。 但《发展规划》同时
也提出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发挥社会力量作用。

首先，鼓励采取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服务的方式实施儿童
发展项目。 对适合市场化方式提
供的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
良好的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企
业等承担，并和社会公益项目有
机结合，扩大公共服务供给。 规

范政府购买服务程序， 按照公
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以竞争择
优的方式确定承接主体，并通过
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购买儿
童健康、教育、福利、安全等领域
的公共服务。 严格政府购买服务
资金管理，在既有预算中统筹安
排，以事定费，规范透明。

其次，积极引导各类公益组
织 、社会团体 、企业和有关国际
组织参与支持贫困地区儿童发
展。 鼓励志愿者到贫困地区开展
支教、 医疗服务和宣传教育工
作。 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学校、公
共卫生和医疗机构与家庭、社区
的沟通，鼓励家长参与儿童发展
项目的实施。

儿童营养改善： 与政府投
入衔接

根据《发展规划》对主要任
务的分解，结合社会组织等公益
慈善力量的优势，公益慈善行业
在贫困地区婴幼儿营养改善、学
前教育阶段儿童营养改善、义务
教育阶段营养教育等方面将大
有可为。

目前，公益慈善力量最为关
注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 希
望厨房、 免费午餐等比较著名的
公益项目均着眼于依托学校改善
贫困地区儿童的营养状况。 在这
方面，《发展规划》提出“各地要进
一步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管理责任和配套政策，
切实加强资金使用和食品安全管
理。 因地制宜新建或改扩建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伙房或食堂等设
施， 逐步以学校供餐替代校外供
餐。 继续支持各地开展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试点。 ”

在政府投入逐步落实的情况
下，公益力量应该如何去做呢？

《发展规划》同时提出“加强对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食堂从业人员
及学生家长的营养知识宣传教育，
引导学生及其家庭形成健康饮食
习惯。 ”在这方面，目前尚无成型的
教材、师资力量，值得公益力量关
注。 当下，已经有“美味菜园”等项
目展开了相关实践与探索。

此外义务教育阶段之外的
儿童也应引起关注。《发展规划》
要求“扩大贫困地区困难家庭婴
幼儿营养改善试点范围，以低保
家庭、 低保边缘家庭为重点，逐
步覆盖到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
区的 680 个县，预防儿童营养不
良和贫血。 ”“有条件的地方可结
合实际，以多种方式做好学前教
育阶段儿童营养改善工作。 ”

婴幼儿营养改善、学前教育
阶段儿童营养改善这两个政府
没有完全覆盖的领域，需要公益
力量的投入。

儿童医疗卫生： 弱势人群
仍需社会力量投入

在儿童医疗卫生方面，《发

展规划》强调政府在提供覆盖所
有儿童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
同时，要逐步提高儿童医疗保障
水平与能力，这也就意味着重病
患儿等贫困地区儿童中的弱势
人群仍需要社会力量的投入与
关注。

重大疾病救治方面，《发展规
划》 提出“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
度，加大儿童医疗救助力度，做好
与大病保险制度、 疾病应急救助
制度的衔接， 进一步提高儿童先
天性心脏病、白血病、唇腭裂、尿
道下裂、苯丙酮尿症、血友病等重
大疾病救治费用保障水平。 ”

心理健康教育也得到了重
视。 要求建立健全儿童心理健康
教育制度，重点加强对留守儿童
和孤儿、残疾儿童、自闭症儿童
的心理辅导。 加强班主任和专业
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建设，使
每一所学校都有专职或兼职的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此外，学生饮水安全和学校
环境卫生在硬件建设方面需要
投入。《发展规划》指出要结合实
施国家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多渠
道加大投入，统筹考虑和优先解
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农村
学校饮水问题， 实现供水入校。
对无法接入公共供水管网的学
校，就近寻找安全水源或实行自
备水井供水。 定期检测学校饮用
水，保障水质达标。 加强农村学
校卫生厕所、浴室等生活设施建
设， 为学生提供健康生活环境，
从小培养文明生活习惯。

儿童教育保障： 不仅是义
务教育

在儿童教育保障方面，《发
展规划》 列出了婴幼儿早期保
教、学前教育、农村义务教育、农
村学校信息化建设、学生安全成
长等五个方面的任务。 其中婴幼
儿早期保教等长期被公益慈善
力量忽视的需求得到了强调。

第一， 提供科学早教服务。

《发展规划》 提出采取多种形式
宣传普及早期保教知识，鼓励媒
体开办公益性早教节目（栏目）。
建立城乡幼儿园对口帮扶机制，
组织专家和有经验的志愿者到
边远地区开展科学早教服务。

第二，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
资源。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公办民办并举的原则，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和动员社会力量招募
大中专毕业生志愿者开展巡回
支教， 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补助。
完善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帮助家
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
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

第三，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突
出问题。 主要包括贫困地区合格
教师缺乏、寄宿条件不足、大班
额、上下学交通困难、基本教学
仪器和图书不达标等。

第四，推进农村学校信息化
建设。 在接入宽带网络等硬件建
设的同时，《发展规划》对优质数
字教育资源共享格外重视。 要求
大力推进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
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
通，加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培训，建立面向农村的数字教育
资源应用平台。

第五， 保障学生安全成长 。
预防和控制儿童意外伤害。 对儿
童人身伤害案件依法从重查处。
采取就近入学、 建设寄宿制学
校、发展公共交通、提供校车服
务等措施， 方便学生安全上下
学。 净化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
维护学生安全和校园稳定。

特殊困难儿童：健全制度、
服务体系

社会舆论最为关注的孤儿、
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残疾儿
童、流浪儿童、留守儿童等特殊
困难儿童的健康成长，被作为单
独一节列出，对这一类儿童的教
育和关爱，《发展规划》更强调制
度及服务体系的建设，社会公益
力量有必要融入体系之中。

首先，要完善特殊困难儿童
福利制度 。 政府将提供各类生
活、康复补助等基本保障，公益
力量则可以提供相应服务。《发
展规划》就提出探索适合孤儿身
心发育的养育模式，鼓励家庭收
养、寄养和社会助养；基本实现
每个地级城市都建有一所专业
化残疾人康复机构。

其次，保证残疾儿童受教育
权利。 积极创造条件，扩大普通
学校随班就读规模，鼓励农村残
疾儿童就近接受教育。 积极推进
全纳教育，使每个残疾儿童都能
接受合适的教育。 为做到这一
点，《发展规划》 提出了医教结
合、送教上门等措施。

再次，完善儿童社会保护服
务体系。充分发挥现有流浪儿童救
助保护制度的作用，探索建立儿童
社会保护“监测预防、发现报告、帮
扶干预”反应机制，推动建立以家
庭监护为基础、 社会监督为保障、
国家监护为补充的监护制度。将儿
童保护纳入社区管理和服务职能，
动员社区学校、幼儿园、医院及其
他社会组织参与儿童保护工作。建
立儿童社会保护工作机制和服务
网络，将救助保护机构扩展为社会
保护转介平台，面向社会开展儿童
权益保护服务，最大限度改善困境
儿童生存状况。

最后，健全留守儿童关爱服
务体系。 学校对留守儿童受教育
实施全程管理，注重留守儿童心
理健康教育和亲情关爱，及早发
现和纠正个别留守儿童的不良
行为。 强化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
监护责任并提高其监护能力，加
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引导外出
务工家长以各种方式关心留守
儿童。 依托现有机构和设施，健
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组织
乡村干部和农村党员对留守儿
童进行结对关爱服务。 开展城乡
少年手拉手等活动，支持为农村
学校捐建手拉手红领巾书屋，建
设流动少年宫，丰富留守儿童精
神文化生活。

安顺市旧州中心小学学生在吃营养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