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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三区三州“困境儿童”

为每个失去父母关爱的孩子提供一个家
在众多社会群体中，有一个

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他们家庭贫
困，或是单亲，或是爸爸去世、妈
妈改嫁， 或是原有监护人服刑，
或是因各种原因遭遇家庭变故，
他们大多生活在亲戚家，他们就
是困境儿童。

所谓困境儿童，是指家庭贫
困、 自身残疾或者是监护缺失、
监护不当而陷入困境的儿童。

困境重重
或成潜在返贫对象

农村困境儿童问题是一个极
其复杂、综合的社会问题，严重制
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的
协调发展。这些儿童若安置不好，
更会成为当地未来再度返贫的重
要因素，造成隔代贫困。

四川省阿坝州即处于“三区
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据阿坝州
民政局提供数据显示， 截至目
前，全州共有困境儿童 14150 人。
他们主要生活在交通不便、发展
相对缓慢的村落，其家庭或因病
致贫，或因遭遇变故、灾祸致贫。
根据当地的情况，阿坝州领导班
子均认为，这些儿童“脱贫不难，
不返贫难”。

而我国现有法律定义上的
“孤儿”内涵过窄，民族地区“事
实无人抚养孤儿”未能纳入孤儿
救助体系，无法纳入儿童福利机
构养育保障范围。 阿坝州现有儿
童福利机构保障养育的主要对
象，就只是进入了全国孤弃儿童
系统的孤儿。

家住阿坝县查理乡的藏族
三姐妹，就是众多“事实无人抚
养孤儿”中的三名不幸者，据《公
益时报》记者了解，她们的母亲
去世、父亲服刑，三姐妹的监护
权和日常生活落在了姥姥家。

据查理乡儿童福利督导员
介绍， 她们由于父亲还在世，在
法律上无法被认定为孤儿，只能
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不
能享受国家对孤儿的补贴福利，
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给予的保
障金十分有限，远不能满足儿童
养育需要。

针对当地困境儿童现状，阿

坝州建立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机
制、在全州范围内开展对困境儿
童、 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各
县（市）每个乡镇均配备儿童福
利督导员，并在基本生活、教育
就学、医疗、法律等多方面为困
境儿童提供保障。

即便如此， 在困境儿童保护
方面阿坝州也面临着多重困难。
阿坝州民政局局长王国民坦言，
因民族地区习俗等原因，导致“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数量多，由于目
前没有统一政策， 这类儿童未能
纳入孤儿救助体系， 其救助工作
存在地方差异，缺失有效救助。

阿坝州困境儿童面临着来
自家庭、生活、教育等困境，政府
面临政策支持、困境儿童安置等
重重困境，困境儿童也成为了阿
坝州脱贫的困境之一。

多方合力
帮扶困境儿童

我国目前的脱贫攻坚工作，
已形成政府主导、 社会组织牵
头、企业出资等多方共同参与的
态势。

在阿坝州政府面临着困境
儿童安置问题、三姐妹面临生存
问题的同时，由中国 SOS 儿童村
协会发起、爱心企业支持的“三
区三州”困境儿童扶贫救助项目
正在寻找一部分来自贫困地区
的优秀困境儿童，把他们接到生
活、学习等各方面条件优渥的成
都 SOS 儿童村生活。 在儿童村，
他们将生活在一个 SOS 特色家
庭，那里有妈妈、有兄弟姐妹，能
去就近的学校读书，享受优质的
教育和生活环境，在成都市区的

“小别墅”里生活至大学毕业。
5 月 7 日，《公益时报》 记者

随阿坝州民政局工作人员、中国
SOS 儿童村协会秘书长朱飞、爱
心企业代表等一行来到了阿坝
州阿坝县查理乡，此次访问或将
改变藏族三姐妹的命运。

三姐妹生活的姥姥家处在
纯牧业村，没有耕地，本就不富
裕的家庭因姥爷身体不好卖了
原有的两百多头牛，全家只能靠
夏季上山挖虫草赚取微薄收入。

除了这三姐妹以外，这一家还有
两个女孩在上学，经济条件已无
力抚养这大小共五个孩子。 经过
当地民政部门的推荐和儿童村
的筛选， 三姐妹即将进入成都
SOS 儿童村生活。

大姐和二姐是一对 8 岁的
双胞胎， 家里一下来了这么多
人，两姐妹开始有点害羞不敢看
人。 记者对她们笑，她们也对记
者笑，对视几个回合之后，好像
熟络起来，还为大家献唱了藏语
歌曲。 在后面的交谈过程中，记
者提到她们去儿童村生活之后
会接受好的教育，用不了几年就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
听了之后， 大姐认真地重复了
“大学”两个字，记者也从她们眼
睛里看出了对大学的向往和对
未来生活的憧憬。

据中国 SOS 儿童村协会官
方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底，全
国 10 个 SOS 儿童村共有 127 个
家庭、1100名孩子，历年总计收留
抚养了 3073 名孩子， 其中 2038
名孩子已离村， 相继走上各自的
工作岗位； 共培养了 663 名大专
以上、244 名大学本科、43 名研究
生、16名国外留学生。 自 2012年
起， 居住在 SOS 儿童村的孩子
们，连续六年高考升学率 100%。

三姐妹的姥爷和姥姥认为，
孩子们到成都 SOS 儿童村生活，
今后的命运肯定会截然不同，他
们也希望三姐妹能得到更好的
生活保障，能到外面的世界去看
看，有更好的未来。

在阿坝州，和三姐妹情况类
似的困境儿童还有很多。 由于当
地农牧文化浓厚、不良风俗（走
婚）流行，导致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数量多。

此次的“三区三州”困境儿
童扶贫救助项目得到阿坝州民
政局的高度重视，积极推荐当地
符合儿童村招收条件的困境儿
童，并牵头阿坝州福利院与成都
SOS 儿童村签订合作协议。 双方

约定福利院将选送身体健康、智
力健全、品行端正、学习刻苦、有
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儿童到成
都 SOS 儿童村养育，并定期进行
儿童抚养技能交流，更好地为孤
困儿童提供帮助。

阿坝州民政局局长王国民
表示，中国 SOS 儿童村的到来将
彻底改变部分困境儿童的命运，
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让孩子
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避免他
们日后再次返贫，也带动社会组
织参与扶贫的积极性，为阿坝州
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贡献。

爱心企业菲仕兰的代表尹
梦告诉记者，儿童一直是菲仕兰
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的重要群体，
此次和中国 SOS 儿童村协会合
作也是为了响应国家扶贫号召，
帮扶“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的困境儿童，最大的希望是能把
捐出的善款真正用在孩子们的
学习生活上，帮助他们有更好的
未来，同时期待为项目设计出新
的创意， 打造志愿服务体系，吸
引更多的企业员工的参与。

资金仍是
项目面临的最大问题

据中国 SOS 儿童村协会秘
书长朱飞介绍，“三区三州”困境
儿童扶贫救助项目是紧跟国家
政策，作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

“三区三州”精准扶贫攻坚行动，
也是为响应儿童村的宗旨“为失
去父母关爱的孩子” 提供服务，
也希望由此让处于边缘化的“困
境儿童”引起国家重视，从政策
上给予统一保障。

项目自 2018 年启动以来，得
到了“三区三州”民政部门，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青山慈善基金
会、荷兰皇家菲仕兰乳业中国业
务集团、轻松公益等社会爱心机
构和企业的支持。

朱飞告诉记者， 每一个孩子
从 7 岁入村抚养到大学毕业，需
要 15年时间。 以现有标准，对每
人每年投入 2 万元（包含生活费、
妈妈工资等），把一个孩子养育成
人所需费用大约 30 万元。 此次，
菲仕兰资助的 50 万元，可覆盖本
批招收的 15 个孩子一年的生活
费，但一年后，15个孩子的费用将
由儿童村承担，所以，目前筹款仍
是项目面临的最大难题。

目前，项目以企业捐款、网络
募捐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其中通
过轻松公益平台发起“我是小蝌蚪
想找妈妈”目标 100万元线上募款
项目，截至目前已筹得 73万元。然
而， 这和 15位孩子在儿童村生活
15年所需的 450万元（估算费用，
灾病除外）仍相差甚远。

据朱飞介绍，项目覆盖人数
较少，目前属于探索阶段，希望
通过努力打造、多方共建，带动
社会资源，在未来能为“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地区解决脱贫攻坚
中的困境儿童问题，帮助政府解
决个案扶贫。中国 SOS 儿童村协
会也希望能够积累更多孤儿抚
育培养的创新经验，同时把国际
上孤儿救助保护和抚育的理念
面向中国儿童抚育机构分享，更
希望通过“三区三州”困境儿童
扶贫救助项目，呼吁国家在“困
境儿童” 方面出台统一政策，保
护“困境儿童”。

藏族三姐妹和爱心企业代表

成都 SOS 儿童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