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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主任诞生十年，未来大有可为

儿童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2010 年春节，时任民政部社
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的王振耀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一行赴云南慰问困境儿童。 入户
时，他们发现有一名困境儿童无
法与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也没
能入学。

经询问后了解， 这名儿童
患有疝气， 经邻居介绍在一家
医院手术三次都没能得到较好
的治疗， 手术费却花了近 3 万
元。 当时，我国很多省份都出台
了贫困家庭儿童疝气免费治疗
政策， 但很多贫困家庭并不了
解相关政策，甚至“不知道有这
样的事情”。 当天，慰问组连夜
开会至凌晨并达成共识： 儿童
身边必须有链接政府与百姓的
人， 把好的政策送到有需求的
儿童身边。

在民政部的要求下，2010
年 4 月，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
益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师大中
国公益研究院”）邀请了来自不
同研究领域的学术与实务专
家， 开始组建儿童主任项目专
家委员会。 专家首先从学术角
度确定了儿童身边需要设立一
名专业的社会工作者， 为儿童
修补或重建社会关系并在儿童
福利和保护体系下开展服务。
明确专业后， 也正是专家们持
续地培训、督导、答疑等专业支
持， 才使基层儿童主任能够更
专业有效地服务儿童及家庭。

2010 年 5 月 20 日，“中国儿

童福利示范项目（2010-2015）”
正式启动。 项目由民政部、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儿童福利
示范区专家委员会三方合作。 由
民政系统在山西省闻喜县和夏
县、 河南省洛宁县和上蔡县、四
川省金阳县、 布拖县和昭觉县，
云南省瑞丽市、 陇川县和盈江
县， 新疆伊宁县和霍城县 12 个
县中的 120 个村试行设立儿童
主任，开办儿童之家，对村中全
部 8 万多名儿童开展服务。

当时，国家针对儿童的教育
服务、医疗卫生服务队伍和机构
已经发展到村居，而福利和保护
服务队伍和机构尚未建立。 设立
儿童主任岗位、开办儿童之家的
试点，就是为了探索解决儿童的
福利和保护需求遗漏、服务传递
断层、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

与云南的单应一样，山西省
闻喜县康村的梅红芳也是自
2010 年起开始担任儿童主任。
“刚开始接触这个工作的时候感
觉是陌生的，随着慢慢深入了解
和不定期的培训，以及每个月儿
童主任之间经验的分享，我逐渐
意识到这不仅是份工作，更是一
种责任。 为了这件事，我几次上
门和家长沟通，看到家长从开始
的爱搭不理到积极配合，再到帮
助孩子链接一些好资源，特别是
家长和孩子露出笑脸，我真的是
无比高兴。 ”梅红芳谈道。

除了热爱还要专业

在很多人看来， 儿童主任的
工作并不难：做做家访、陪孩子玩

耍、 帮助孩子解决一些生活困难
……但事实上， 要做好这份工作
光有热情和爱心还不行， 专业技
能和服务意识也是非常必要的。

2012 年，云南省瑞丽市把村
儿童主任与村民政信息员合二
为一，向全市推广村民政信息员
制度，且人员经费开始由福利彩
票公益金支持纳入市财政预算，
为选拔优秀儿童主任奠定了经
济基础。

妹亮是当地选拔出来的优秀
儿童主任之一。 跟其他儿童主任
不同，她有大专学历，毕业回到村
里做了儿童主任， 并把“儿童之
家”活动做得有声有色，极大地提
升了村里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和
幼童的动作协调能力， 改善了亲
子关系。据统计，她在一年中开展
活动 48 次，其中大型活动 13 次，
亲子活动 6次，并积极鼓励困境、
残疾等儿童参与活动。

而要把工作做得这么出色，背
后的努力和付出也是巨大的。 每
年，儿童主任们都要接受项目督导
和培训、开展线上课程、组织相关
主题活动、开展项目回顾……这些
听起来有些严苛的标准和考核，也
成为儿童主任们的“家常便饭”，这
也使得他们能够以专业水准应对
各种复杂难题，使一群“热心肠”逐
步蜕变成了专业队伍。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高华俊表示， 专业知
识和服务技巧是儿童主任开展
工作的内核， 需要精确地诊断
儿童的真正需求，对症下药，开
展专业服务。“因此，我们在项
目设计中组建专家团队， 负责
设计项目方向； 培训儿童主任
技能，实地研究儿童需求；把实
践经验升级和专业培训体系、
工具手册以及政策建议结合起
来， 争取让更多儿童得到有效
支持。 ”

2014 年， 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将设立村儿童主任为村居儿
童提供福利与保护服务的做法
评选为全球“创新做法”。 就在
这一年， 儿童主任项目经验也
开始向其他地区乃至世界推
广。 而随着儿童主任工作在基
层探索的日渐成熟， 服务效果
也越来越显著。

2015 年 10 月，民政部召开
视频会议， 在中国儿童福利示
范项目基础上，正式启动“百县
千村” 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
建设试点工作。“百县千村”的
启动也意味着民政部将村儿童
主任作为一线工作人员的儿童
福利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在全国
更大范围进行试点。 同时，在政
府的大力倡导下， 不少地区开
始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协作，灵
活专业地探索适合本地的儿童
主任服务模式。

2016 年 6 月 16 日，《国务院
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
意见》发布，首次提到要在全国
每一个村居设立儿童福利督导
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岗位。 该政
策的出台意味着儿童主任模式
正式纳入我国儿童福利保护事
业发展战略，也意味着我国每一
名儿童都将享受到贴身的、专业
的福利保护服务。

推动儿童优先理念落地

据统计， 截至 2018 年年底，
全国共有儿童主任 61.53 万人，
基本覆盖全国所有村和社区，同
时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开展各
种形式的农村留守儿童公益项
目和活动，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

5 月 28 日，由北师大中国公
益研究院主办、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驻华办事处支持的“社区儿童
主任诞生， 织密儿童安全保护
网———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宣
传周（2020）”在北京启动，中国公
益研究院于当天发布了《中国儿
童福利政策报告 2020》。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儿童
福利保护政策完成了从兜底保
障到分类保障，完成了从补缺型
到适度普惠型、从物质保障到物
质加服务的转型和升级。 更多儿
童群体首次被纳入政策保障范
围，儿童保障和救助规模和标准
也在逐年提高。 此外，在实务进
展方面，社会化、专业化成为儿
童保障方面的一大亮点。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儿
童福利与保护中心主任张柳谈
道， 今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

疫情对我国的儿童保护体系提
出了很大考验。“我们看到在这
次疫情当中， 国家和整个社会
层面对儿童群体都特别关注 。
从国家层面大量优先保护儿童
政策的出台， 到地方创新措施
的具体落实， 儿童主任队伍在
这个特殊阶段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儿童优先的理念也得
到了很好的落实。 ”

而对我国儿童福利事业和
儿童主任项目近十年来的发展，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巡
视员宋文珍也给予很大肯定。

“过去十年， 我国儿童福利与保
护工作取得了三大进展和突破：
一是儿童福利与保护范围持续
扩大，水平持续提升；二是关于
留守儿童的关爱和保护工作持
续加强；三是国家关于儿童福利
与保护机制进一步加强。 此外，
基层儿童福利与保护队伍逐渐
壮大，而且从事儿童服务的社会
组织越来越多，在服务儿童方面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她也提到， 目前我国的儿
童福利与保护工作还面临不少
困难， 比如城市和农村差距太
大、儿童保护网络不健全、儿童
面临性暴力及家庭暴力等多种
问题。

对此，宋文珍建议：首先要
把儿童发展放在更优先的战略
位置， 要真正把儿童优先从口
号落实到具体行动当中；其次，
要推进儿童福利进一步扩大，
建成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相适宜的， 和儿童需求相匹配
的， 与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相衔
接的儿童福利政策；再次，进一
步提升儿童保护科学化和专业
化水平。

事实上，儿童主任是一个新
兴的岗位和专业领域，大众对于
儿童主任的了解还是很匮乏的。

儿童主任项目发起人、 北师
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
示，未来十年，要继续推动儿童福
利和保护工作知识体系和理念创
新， 推动职业培训体系建设。 未
来， 儿童主任这支队伍该怎么发
展， 如何持续提升儿童主任队伍
专业性从而更好地服务儿童，也
是各方应持续思考的问题。

5 月 28 日，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宣传周（2020）在北京启动

云南瑞丽儿童主任组织村居亲子运动会

出生后不久，云南傣族女孩小香玉就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从此走
路就成了奢望。 到 2010 年，家里只剩 14 岁的她和奶奶相依为命，靠
务农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也正是那一年，儿童主任单应第一次
走进了这个家庭。 后来，在单应的介入和帮助下，小香玉的生计问题
得到解决，也给她带来了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如果不是单应这样的儿童主任， 外界可能很难发现并关注像小
香玉这样处于困境中的儿童群体。 但在 2010 年儿童主任对公众来
说，还是个陌生的概念。

这一年 5 月， 民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启动中国儿童福利示
范项目，为山西、河南、四川、云南、新疆五个省份的 120 个村，每个村
设立了一名儿童主任。

今年是儿童主任诞生的第 10 年。 10 年来，儿童主任队伍逐步发
展壮大，并被列入国家政策，成为基层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的关键角
色。 在儿童主任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儿童，特别是处在各类困境中
的儿童的各方面需求都得到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