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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 � 儿童是未来，儿童的发展状
况构成了未来人口与社会发展
的基础。 六一儿童节前后，社会
各界发起了多种多样的与儿童
相关的活动，那么，我国的儿童
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呢？

2.71 亿未成年人

基于对 2015 年全国 1%人口
抽样调查及历次人口普查和调
查数据中关于中国儿童人口的
描述分析，国家统计局、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共
同发布了《2015 年中国儿童人口
状况———事实与数据》， 根据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
据，2015 年中国 0-17 周岁儿童
人口为 2.71 亿， 占全国人口的
19.7%。

从儿童人口的长期变动趋
势来看，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
口转变，特别是受 20 世纪 70 年
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长期保持
低生育水平的影响，中国儿童人
口规模和占总人口的比例自上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断减少，但
2010-2015 五年间保持了相对稳
定。

2015 年中国总人口仍位居
世界首位， 占世界总人口的
18.9%； 儿童人口位居世界第二，
占世界儿童人口的 12.9%， 明显
低于其总人口份额。 中国儿童人
口占世界儿童人口的比例是从
1980 年左右开始逐步下降的。
2015 年中国总人口比印度多出
8800 万，但是儿童人口却只相当
于印度的 65%。 印度儿童人口规
模在 1991 年首次超过中国，成为
世界儿童人口最多的国家。

儿童生存环境指数居首

6 月 1 日国际儿童节前夕，

儿童公益机构救助儿童会发布
了《缺失的童年：排斥的多种形
式》全球旗舰报告，报告显示，中
国因持续在改善儿童福祉方面
获得显著成效，儿童童年生存环
境指数居亚洲发展中国家之首。
在对比全球 175 个国家和地区
的相关情况下，中国的近邦新加
坡排名全球第一，韩国第八。

报告从健康、 营养不良、失
学、童工、童婚、早孕、战争冲突
等维度分析导致儿童过早失去
童年的情况和严重性。

救助儿童会连续两年发布
了此报告，中国在今年的全球排
名中稳步上升至第 40 位， 其他
两个世界大国美国及俄罗斯则
分别位居 36 和 37。 中国的邻邦
中同为发展中国家的蒙古（71
位）、泰国（85 位）、越南（96 位）、
缅甸（107 位）和尼泊尔（138 位）
的排名都相对落后。

救助儿童会中国项目的首
席代表王超表示：“我们的报告
通过一些关键指数的对比，发现
在亚洲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里，中
国的儿童能够拥有最安全的成
长环境，这跟整个国家和社会的
努力分不开。 中国近年来不仅在
经济上快速发展，同时也为改善
儿童的成长环境付出了诸多努
力。 ”

王超同时指出，中国排名的
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近
年来在提高残障儿童入学和改
善儿童营养与健康方面取得的
成效。 但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
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发展不
均衡，在提高儿童的生存发展方
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此报告显示，新加坡和斯洛
文尼亚双双排在榜首，前五位还
包括了挪威、瑞典和芬兰。 排在
最后的 10 个国家当中， 有 8 个
国家位于非洲西部和中部，而尼

日利亚连续两年排名垫底。
该报告同时也指出全球范

围内， 超过 10 亿名儿童生活在
贫困国家或地区；2.4 亿名儿童
生活受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影响；
超过 5.75 亿女童生活中遭遇到
明显的性别歧视。

6500 万儿童
生活在贫困地区

尽管我国在儿童发展领域
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需要
解决的问题依然还有很多。 贫困
就是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

《2015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
况———事实与数据》 显示，2015
年中国贫困地区（包括扶贫重点
县和贫困片区县共计 832 个县）
常住儿童规模粗略推算约为
6500 万人， 占全国儿童人口的
24%。 贫困地区常住儿童中 32%
生活在城镇地区，远低于全国儿
童 49.1%的平均水平。 贫困地区
68%的儿童生活在贫困农村地
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尤其
值得关注。

2015 年贫困地区外出流动
的儿童数量达到 966 万人，流动
参与率 12 为 15.9%， 比 2010 年
提高了 2.5 个百分点， 也高于全
国 儿 童 的 平 均 流 动 参 与 率
（12.6%）。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流
动儿童中 57.1%流向了非贫困地
区， 跟随父母寻求更多脱贫机
会。

贫困农村留守儿童 1366 万
人，占贫困地区农村儿童的比例
为 30.9%， 略高于全国农村儿童
中留守儿童的相应比例。

儿童贫困是多维度的，贫困
地区儿童在健康水平、接受或完
成义务教育和居住条件等方面
都不及其他儿童；贫困地区儿童
各年龄组的死亡率都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2015 年贫困农村地区
儿童 5.4%未接受或完成义务教
育，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 1.8 个
百分点，超龄入学问题也更为严
重；贫困农村地区有儿童的家庭
住房内厕所普及率（60.3%）明显
低于全国儿童家庭的平均水平
（80.1%）。 另外，贫困地区 15-19
岁青少年早婚早育现象相对较
严重。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
加强，我国将在 2020 年完成脱贫
目标，生活在贫困地区儿童的发
展状况也将大为改善。

流动儿童问题待解

除了贫困问题之外，经济发
展、人口流动也为儿童发展带来
了一系列问题。

2015 年，全国流动儿童 3426
万人。 2015 年流动儿童占全部儿
童的比例为 12.6%， 小于全部流
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17.9%）。流动儿童主要集中在城
镇地区，规模达 2896 万人，占全
部流动儿童的 84.8%。 生活在城
镇的流动儿童占全部城镇儿童

总数的 21.8%， 也就是说每 5 名
城镇儿童中就有 1 名是流动儿
童。

离乡使得流动儿童失去了
他们传统的支持体系以及社区
支持，并在就读城市学校、就医
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各种困
难和歧视。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
展中心在对 6 所北京市打工子
弟学校进行调研后，结合问卷调
查数据、 文献资料以及体检结
果，最终形成了反映流动儿童健
康现状与需求的《北京市流动儿
童健康状况调查报告（2017）》。

该报告显示，由于流动儿童
家庭经济条件较差，部分流动儿
童及父母对环境与成长关系的
认识不足等等原因，使得相当一
部分流动儿童的居住环境不佳。

约一半的流动儿童租住在
城乡边缘的平房中，5.7%的流动
儿童租住在有消防安全隐患的
地下室或建筑工地/工棚。 5 名流
动儿童中就有 2 名流动儿童家
庭租房仅有 1 个房间，三分之二
的流动儿童需要和家里的其他
人共住一个房间，三分之一的流
动儿童需要与家里的其他人共
用一张床。

此外 ， 室内没有自来水
（32%）、不能洗热水澡（13.3%）、
室内以及居住地附近没有厕所
（10%）、 父母或邻居经常在家里
吸烟 （21.1%）、 家里光线太暗
（2.9%）是流动儿童居住条件不佳
的表现。

在家庭对流动儿童心理健
康的支持方面，28.6%的流动儿童
不开心时选择父母作为交谈对
象，20.6%的流动儿童不开心时选
择兄弟姐妹作为交谈对象。

在流动儿童家庭经济条件
差、 流动儿童家长健康知识缺
乏、流动人口居住与卫生医疗社
会保障政策和服务的不完善的
条件下，流动儿童家长无力或没
意识去为流动儿童提供良好的
居住环境、健康医疗、健康行为
引导和心理支持。

报告建议，社会组织加大针
对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关于健康、
心理辅导、居住环境改造、儿童
成长支持等公益服务，成项目化
系统性持续支持，从流动儿童及

其家庭内部进很能力建设，协助
其改善与成长；加强对社会的倡
导服务，让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关
于健康的需要最大化传递到社
会，吸纳社会各种资源支持到这
一公益服务中。

在学校卫生与健康环境方
面，由于流动儿童学校教育相关
政策与支持投入力度不够、学校
环境监管与维护不足等原因，使
得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的学习
成长环境不佳。 教室光线太暗
（22.4%）、老师经常在教室及附近
吸烟（6.5%）、有洗手池但没水或
没有洗手池（5.6%）是流动儿童学
校环境不佳的主要表现。

比较有意思的是， 仅有 8.4%
的流动儿童在不开心时会选择老
师作为交谈对象。 而流动儿童不
开心时会更愿意选择同学朋友作
为交谈对象（51.6%），可见同伴关
系是对流动儿童产生影响较大的
一种社会关系。 相当一部分流动
儿童在建立同伴支持关系方面
存在一定的困难或挑战，32.1%的
流动儿童不开心时会选择自己
待着，而没有受到其他疏导。

可以说，流动儿童健康的社
会支持网络还不够完善。 一是由
于缺乏流动人口或流动儿童生
活与教育的配套政策，流动儿童
所在的社区和学校的相关设施
或卫生环境较差；二是流动儿童
疾病预防体系尚不完善，现有的
政策和服务宣传不足；三是相当
一部分流动儿童在建立同伴支
持关系、寻求老师等支持方面能
力较弱，获得的心理健康支持不
足。

报告建议，社会组织携手学
校、政府相关部门，推动流动儿
童健康支持政策的制定、宣传和
落实， 从社会服务和管理的角
度，推动财政在流动儿童社区与
学校增加投入，使得流动儿童享
有与城市儿童均等的城市医疗
保障，从学校、社区两个层面运
用电子信息化工具完善流动儿
童健康管理制度、提供健康体检
与疾病预防及治疗等基础卫生
服务、加强和规范专业的健康教
育、使流动儿童享受医疗收费社
保报销等权利，让流动儿童也能
享受均等化的疾病预防与疾病
管理服务。

5 月 29 日，山东聊城，庆六一文艺汇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