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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1专题

第二期“小候鸟关爱计划”启动
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况

2017 年 8 月 6 日，“儿童安
全保护与共享经济”研讨会在北
京紫玉山庄召开，此次研讨会由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9958 主办，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
助与研究中心协办。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
教授张柱庭、公安部交通安全研
究中心副主任周文辉、北京青少
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
于旭坤、中华儿慈会副秘书长姜
莹等法律与公益界代表出席，并
就共享经济时代尤其是共享单
车对少年儿童安全保护带来的
新挑战、共享单车儿童安全事故
如何界定法律责任、 儿童监护
人、单车平台方的职责划分等多
个话题进行了研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首起共
享单车儿童骑行伤亡侵权索赔
案引起了与会专家、律师与全社
会的热烈讨论和关注。

原告律师张黔林表示：“此
次诉讼，我们不仅是为了未成年
人事故受害人的死亡寻求民事
赔偿，更是一个公益诉讼。 我们
希望在共享单车已经成为城市
交通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下，厘清
平台责任，推动政府监管，使类
似悲剧不再重演。 ”

事实上，与此类似的儿童安
全事故近年来也频频发生，共享
经济时代如何保护儿童安全成
为一个新的课题。 根据 9958 透
露的数据显示， 五年来 9958 接
到的 15 万次热线中， 儿童意外
伤害已经占到 20%，其中交通事
故占到第二位。

中华儿慈会秘书长助理、9958
项目总监王昱表示，共享经济时代
社会各界在法律、政策倡导等方面
都面临着多种压力，这对于公益机
构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

王昱建议，针对社会新生事
物，公益组织应该明确自身的角
色定位，她说：“比如说我们的基
础教育问题，公益组织可以做得
更加完善，涉及一些更加细节的
问题，并推动其落地实施。 公益
组织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加强社
区、家庭、学校之间的联系，让孩
子的教育体系成为一个闭环。此
外，除了倡导之外，我们还应该
体现自身的专业性，逐步推动相
关政策的落地。 ”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援助
中心副主任于旭坤认为， 儿童保
护应该坚持儿童最大化原则、儿
童优先特殊保护原则， 即在遇到
意外事件时要优先保护儿童。 另

外，针对儿童安全事故，于旭坤建
议应该考虑国外的做法， 在共享
单车等问题上出台更加细致的法
律法规。“谈到儿童保护，最重要
的就是家庭保护， 其次是学校保
护， 三是社会保护， 四是司法保
护，我们应该构建一个全方位的、
立体的保护网络， 共同推进儿童
保护工作。 ”于旭坤谈道。

在目前发生的一些儿童意
外伤害案件中，有一些事件是由
于家长安全意识淡薄、家长监护
缺位引起，因此强化家长的责任
意识非常重要，对于家长的教育
也是儿童保护工作的核心。

专家指出， 一方面法律法规
的完善刻不容缓；但另一方面，儿
童保护显然无法单纯依靠社会责
任保障来兜底， 儿童安全问题的
解决还需要家庭以及学校共同参
与，对儿童进行安全意识的培养。
具体来说， 应该要求父母重视孩
子的安全问题， 家庭与学校携手
提高孩子自身的风险意识和面临
风险的自我保护能力。另外，我们
还要从法律上健全父母的监护责
任和必要的惩戒机制， 推动儿童
保护问题从后果拷问向行为追责
前置，用更实在、更细致的保护来
避免悲剧的发生。 （皮磊）

2017 年 8 月 6 日，历时两个
月的“2017（首届）青少年公益创
新国际挑战赛”（以下简称“挑战
赛”）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阿语中
心正式落下帷幕。 自 6 月 7 日赛
事发布以来， 经过策划书提交、
初赛、人气投票、决赛等阶段的
考验，10 支队伍从总共参赛的
46 支队伍中脱颖而出，在决战日
展开最后的角逐。

为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中“消除饥饿”、“良好健康
与福祉”和“优质教育”等三个课
题，鼓励青少年发挥创意、提出
解决方案、设计公益项目，改善
非洲受艾滋和贫困影响儿童的
医疗、营养和教育条件，并达到

“帮助非洲受贫困和艾滋病影响
的妇女儿童”的目标，本次挑战
赛面向初中生和高中生举办，邀
请到来自莱斯大学、哥伦比亚大
学、纽约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
等美国常春藤名校的教授担任
评审， 以及来自联合国机构、国
际组织、公益机构等专业人士为
参赛选手提供指导。

本次挑战赛以“创新·实践·
公益非洲”为主题，以“拓宽青少
年国际视野，启蒙参与全球社会
治理，通过创新思维和方式实践

国际公益，展现中国青少年世界
公民的学业能力、人文情怀和青
年领导力”为宗旨，由中非民间
商会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
合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
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友会
协办。

决战日当日日程主要分为
三个部分：比赛、酒会和中非青
年联欢， 其中比赛又分为 10 进
6、6 进 3、3 强冠军争夺共三轮进
行。

评委按照团队方案撰写、目
标创新、方案可操作性、方案可
复制性以及选手在方案传播、筹
款等方面的努力与成果综合给
出分数， 经评委提问环节后，产
生六强。 而 6 进 3 比赛主要表现
为问答形式， 每队回答 2 个问
题，每次回答不超过 2 分钟。 评
委们围绕方案进行深入提问，考
察各队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持续
性等因素。 第三轮为 3 强冠军争
夺战，3 支队伍一同上场，互相提
问， 辅之以最终陈述的方式，将
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终了，评
委根据整场综合表现直接评分。

经过三强的实力比拼，一支
足球队、music run 和种子小队分
获冠亚季军。 （徐辉）

“儿童安全保护与共享经济”研讨会在京召开

共享时代儿童安全成讨论热点
青少年公益创新国际挑战赛落幕
鼓励青少年实践国际公益

2017 年 8 月 5 日，在志愿者
一对一陪护和爱心专车参与下，
30 名在暑期赴京看望打工父母
的留守儿童走进北京高校学府，
开始了一天的参观和互动活动。
这也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最美
菜公益基金（以下简称“最美菜
公益基金”） 组织的第二期暑期

“小候鸟关爱计划” 的一部分内
容。 据了解，“小候鸟关爱计划”
旨在关注暑期来京和父母短暂
相处的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
况， 通过关怀帮扶及志愿活动，
让“小候鸟”感受到爱的温度。

2016 年 7 月 15 日， 最美菜
公益基金启动了“小候鸟关爱计
划”，“小候鸟” 即那些在假期期
间到城市看望打工父母的孩子。
此后，这些在父母打工城市以及
老家之间流动的农村儿童的生
活状况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 今年，美菜网、中国少年儿
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
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神州专
车等都参与了此次项目，并为这
些孩子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
物———“最美包裹”。

据了解，第二期“最美包裹”
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一场寓教于乐的互动———
专业户外老师量身定制的互动
游戏，在寓教于乐中打造小候鸟
团结、拼搏、奋斗的品质；

一份长期贴心的陪伴———
来自美菜网志愿者一对一的慰

问守护，并建立长期联系，旨在
关爱孩子们的心灵成长；

一堂守护童年的课堂———
来自女童保护基金的一堂防性
侵课程，给孩子们一个灿烂美好
的童年；

一份自救他救的技能———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逃生急救
演练，带给孩子们一个安心的成
长环境。

一份助于学堂的礼包———
最美菜公益基金准备的开学大

礼包，文具用品、益智玩具、定制
服装一应俱全，让小候鸟爱上学
堂。

提及为什么要给孩子们送
这样一份礼物，最美菜公益基金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农村留守儿
童成长过程中，我们最应该关注
他们的心理成长，加强他们的自
我保护意识。 最新数据显示，留
守儿童的犯罪率占未成年人犯
罪的 70%；49.2%的留守儿童在过
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

外伤害（包括被性侵）。“帮扶农
村留守儿童，应该是对其成长过
程进行关怀和教育。 ”

此次项目除了面向北京地
区公开招募以外，还有一部分孩
子是来自农产品供应链上物流
司机的子女。“老家环境差，思想
水平落后，在新闻中也经常看到
农村因治安差导致的安全隐患
问题。 女儿的人身安全一直是我
最担心的事情。 ”王兴卫谈道。他
是农产品流通链上的一名物流

司机称，因为长期黑白颠倒的工
作状态，他只能把女儿留守在农
村与老人一起生活。“此次活动，
将意外情况的应对技能都教给
孩子了，让我放心不少”。

对于如何保障留守儿童的
安全，最美菜公益基金继“最美
教室” 项目后又找到了新的突
破口。 8 月中旬，最美菜公益基
金将赴一线考察援建托管幼儿
园的事宜。 据了解，该基金计划
援建的幼儿园将针对学龄前留
守儿童进行学前教育和看护，
以降低孩子们受到意外伤害的
概率。

据了解，第二期“小候鸟关
爱计划”还获得美菜网和神州专
车的安全守护。 美菜网为孩子们
购置了一个月的安全保险（包含
意外险、 交通险、 医疗险等保
险）， 以保障他们在京期间和返
乡期间的安全；神州专车则派出
爱心车队接送活动孩子，为他们
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最美菜公益基金管委会主
任李洪洋表示，帮扶农村留守儿
童，应该是对其成长过程进行关
怀和教育，特别是关注孩子的心
理健康问题，加强其自我保护意
识。 因此，最美包裹中包含对留
守儿童心理指导、 安全保护、自
救他救等内容。 最美菜公益基金
未来还将结合国家政策，为孩子
们提供更加完善的陪护和帮扶。

（皮磊）

志愿者为孩子们进行一对一的陪伴，并和孩子们建立长期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