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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疫情防控特点与趋势和挑战分析报告》在京发布

疫情期间基层儿童保护面临四方面挑战

中央快速行动部署

儿童群体的疫情防控工作
更加受到重视。 我国有 3 亿儿
童，占中国人口总数的 20%，需特
别注意的是，4400 万儿童居住在
贫困农村地区。 我国 500 万残疾
儿童、 数百万其他类型困境儿
童，以及 697 万农村留守儿童都
亟需重点关爱和特别防护。

《报告》显示，中央层面快
速行动部署儿童群体疫情防护
工作。

第一，民政部将儿童福利机
构管理和困境儿童兜底保障作
为工作重点。

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儿童福
利机构封闭管理，加强机构内防
控保障服务工作。 2 月 26 日，民
政部要求继续落实好《儿童福利
领域服务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
一版）》等文件要求，实行民政服
务机构封闭管理。

2 月 28 日，联防联控机制要
求进一步做好儿童福利机构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工
作。 据媒体公开报道不完全统
计，河北、山西、内蒙古等至少 21
省份落实政策要求，采取强化出
入管理、人员配置、物质保障、防
护能力等行动，加强儿童福利机
构封闭式管理。

另一方面，做好机构外儿童
救助保护工作，兜底保障社会困

境儿童。 2 月 11 日，民政部发文
要求做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保护
工作。 2 月 26 日，民政部召开“一
老一小”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强调全力做好机构外儿童
救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据媒体公开报道不完全统
计，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至
少 15 个省份采取具体举措，落
实社会救助政策和困境儿童政
策，及时发现报告、分类临时照
料、加强救助保障、开通临时救
助保护热线，优先审核审批困境
儿童基本生活费发放，进一步加
强各类困境儿童兜底保障工作。

第二，国家卫建委加强孕产
妇和新生儿安全管理，满足医疗
需求。

为保障孕产妇及儿童医疗
服务，国家卫健委及联防联控机
制连续发布多份文件，强调孕产
妇及儿童作为弱势群体、重点人
群应得到特殊保护，要求建立分
区分级响应机制，针对低、中、高
等不同风险地区，按需提供医疗
服务。

第三，联防联控机制针对不
同教育阶段学校疫情分类精准
防护。

2 月 24 日，联防联控机制印
发《关于依法科学精准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分
别针对托幼机构、 中小学校、大
专院校制定技术方案，对开学前
的准备、开学后的卫生防护以及

出现疑似感染症状应急处置等
提出了明确的技术要求。

国家卫健委 2 月 2 日发布
的《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指南（第
一版）》中，设有专门的学生防控
指南、幼儿园（或学校）防控指
南。 此外，财政部、教育部联合
发布《关于切实做好学校疫情
防控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地研究制定经费保障政策
措施， 做好学校疫情防控经费
保障工作。

地方多措并举落实

《报告》显示，重庆、安徽、广
西、吉林等省份，通过提高新冠
肺炎确诊儿童救助保障标准，制
定儿童福利领域疫情防控操作
规范，加强儿童福利机构防疫物
资管理，建立疫情动态数据信息
平台等多方面举措，加强儿童疫
情防控救助保障工作。

在浙江省市嘉兴市秀洲区，
由未保中心牵头招募专业心理
咨询师、医务志愿者，建立一支
由心理咨询师、社工、儿童督导
员、医务志愿者等专业力量组成
的儿童危机干预队伍。 通过微信
公众号、电话等方式告知困境儿
童家庭及村（社区）儿童主任相
关信息，提供专业支持。

线上教学工作已全国铺开，
河南、辽宁、福建、山东关注贫困
生教育需求。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共有各
级各类学校 51.88 万所， 各级各
类学历教育在校生 2.76 亿人，专
任教师 1672.85 万人。 延迟开学
期间，各地教育系统均积极响应
教育部要求， 延迟 2020 年春季
开学，同时整合国家、地方和学
校网络教育教学资源，搭建优质
线上教育资源平台并向各级学
生免费提供线上教材与电子资
料，有效解决学生因疫情无法正
常到校上课问题。

河南、辽宁、福建、山东出台
多举措资助贫困学生，保障其基
本学习生活需求。 河南对各市县
摸排每所学校的教学组织情况、
每个学生的网上学习情况，加强
特殊困难学生网上学习帮扶指
导。 辽宁将对受到疫情影响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予以资助。 福建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受肺炎影响
的困难学生发放临时生活补助。
山东要求各市、县级教育、财政
部门要确保 4 月底前将春季学
期资助资金下达所属学校。

此外，社会组织也在凝聚爱
心发挥协同作用。 广大社会组织
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作，更多善
款和物资定向用于儿童群体。

四大趋势与挑战

当前正处在疫情防控关键
时期， 儿童保护任务仍十分艰
巨，《报告》指出，其趋势与挑战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要推动社区儿童排查
摸底，促进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
系发挥作用。

我国已建立一支由 62 万名
儿童主任和 4.5 万名儿童督导员
组成的，覆盖乡镇、村居委会的
儿童社工队伍，形成了覆盖基层
的儿童福利服务网络。 当前，亟
需依托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队
伍走访摸底留守儿童、社会散居
孤儿、 困境儿童等特殊服务对
象，充分发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联席
会议协调机制作用，落实各类困
境儿童救助保障政策和临时监
护责任。

第二， 要依托社区工作者，
上报受疫情影响儿童医疗物资
需求，打通服务递送供应链条。

在疫情防控紧急状况下，需
要着力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对于儿童口罩、儿童药品等
防控物资以及婴儿奶粉等育儿
用品的需求。 但是，基层儿科医
师仅占儿科医师总数的 6.84%，
加之农村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防控任务重。 为此，在医疗卫
生服务向基层递送的过程中，需
要注意依托专业儿童社工队伍，
宣传预防保健知识，发挥协助发
现和转介患儿等方面的作用。

第三， 教育系统联合社区，
建立健全困难学生摸排和控辍
保学工作机制。

对确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
电视或网络参与在线学习的学
生、 防疫阻击战一线人员子女、
农村留守儿童、随迁子女、困难
家庭子女及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可建立学校和社区信息共享机
制，调动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
的积极性，配合学校、社区开展
贫困学生家庭情况摸排工作，针
对具体情况精准施，落实学习帮
扶工作， 确保教育教学全覆盖。
儿童主任发现辍学情况后上报
学校， 社区开展劝返和动员，确
保儿童不因家庭经济困难等原
因失学辍学。

第四，加强社区工作者专业
化心理疏导，为儿童长效服务网
络运行提供保障。

社会工作者是为儿童提供
各类服务的重要主体。 随着防疫
时间延长，战斗在一线的社区工
作者超负荷工作以及心理压力
过大等问题十分突出，社区工作
者的心理问题需特别关注。 下一
步，可以引入多样的心理服务项
目， 例如网络心理疏导热线等，
支持儿童社工等一线社区工作
人员，做好心理疏导工作。 同时，
建议引导专业社会力量关注对
患病儿童、疫情中死亡人员的未
成年子女的心理疏导。

� � 3 月 13 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了《儿童疫情防
控特点与趋势和挑战分析报告》。 《报告》指出，2 月份疫情防控进入
关键阶段，全国儿童群体疫情防护工作呈现 3 个特点：一是中央快
速行动，卫健、民政、教育等部委出台多项文件部署儿童防疫及配套
保障工作；二是地方多措并举，发放受疫情影响困境儿童补贴，开展
贫困学生教育资助，建立儿童心理危机干预机制；三是社会广泛参
与，更多捐款和物资流入儿童领域。

当前正处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 基层儿童保护任务仍十分艰
巨。 趋势与挑战主要体现在四方面：首先，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及
儿童社工队伍亟待发挥更大作用；第二，亟需依托社区工作者打通
儿童医疗物资需求与服务递送供应链条；第三，亟需打破教育系统
和社区壁垒，建立健全困难学生摸排和控辍保学工作机制；第四，社
区工作者心理健康问题亟待注意。

2020 年 2 月部分组织开展抗疫相关慈善活动情况

2020 年 2 月出台孕产妇及儿童医疗服务保障相关政策

� � 落实儿童福利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省市 （截至 2020
年 2 月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