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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来自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原：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

“童伴妈妈”项目。 项目通过培育
乡村妇女开展乡村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确保儿童福利服务递送
最后一公里。 截至 2022 年 3 月，
项目已在 11 省 117 县 1509 村开
展，惠及近 77 万余名儿童。 项目
实施 7 年来，已经培育 1500 余名

“童伴妈妈”，成为参与乡村建设
的巾帼力量。

从乡村妇女到乡村孩子的“童
伴妈妈”，再到为“童伴妈妈”提供
培训的培训师， 她们是如何做到
的？项目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成长
路径，对乡村儿童服务队伍的建设
又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推动乡村儿童服务队伍
专业化

儿童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
前提与基础。 保障乡村儿童全面
发展，是检验乡村振兴成果的重
要维度，也是确保乡村振兴成果
可持续可巩固的重要前提。《关
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
见》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儿童
关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早在 2015 年，针对乡村儿童
因监护缺位带来的关爱与保护问
题，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发起了

“童伴妈妈” 儿童关爱公益项目，
通过培育农村妇女开展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采取“一个人、一个家、
一条纽带”的模式，以“童伴妈妈”
为抓手，以童伴之家为平台，以县
级横向联动机制为保障，在村(社
区) 建立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监护
网络， 确保项目地的儿童权益得
到保护， 为项目地乡村振兴培育
一支有一定专业能力的乡村儿童
关爱服务人才队伍。

“新时代呼唤中国特色乡村
儿童服务专业化。 ”中国青年政
治学院教授陆士桢表示。

着眼于推动乡村儿童服务
队伍专业化，“童伴妈妈”项目从
发起之时就十分重视人才培养，
“童伴妈妈作为项目的载体，是
递送儿童福利服务和家庭干预
救助工作的核心。 因此，提升童
伴妈妈的专业能力就成为项目
的重中之重。 ”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副秘书长秦伟强调。

按照项目的要求，“童伴妈
妈”必须为本村的女性，初中及
以上学历 (以高中学历及以上为
主)，项目会对她们进行持续的培
训与督导。

针对“童伴妈妈” 的工作实
际，项目按照上岗、在职以及骨干
类别分别制定方案， 并按照社会
工作的知识体系打造个案、小组、
社区等课程内容。“童伴妈妈”每
年至少接受 36 个小时以上的培
训，持续培训成为“童伴妈妈”提
升专业水平的重要途径。

经过初选的“童伴妈妈”还将
参加骨干培训， 目的在于帮助他
们整理和巩固“童伴妈妈”工作所
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体系， 同时帮
助骨干清晰认知自身的技能水
平，奠定下一步的成长基础。

“每一天老师所讲的课都深
深吸引着我， 学到了很多知识及
方法，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看
到了其他优秀“童伴妈妈”日常我
需要学习借鉴的地方。 ”贵州省福
泉市“童伴妈妈”尹兴梅表示。

骨干培训分为初级、中级及
高级培训，一般会采用授课与实
战演练相结合的形式， 以帮助
“童伴妈妈”学以致用。 培训团队
会根据“童伴妈妈”的能力程度
以及满足工作需求的目标，有权
重地进行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培
训，使得其在项目的陪伴下成长
为能够为儿童提供专业服务的
专业儿童工作者。

“最大的收获就是让自己体
会到了作为童伴妈妈的价值，以
后我要为孩子们带去更多的快
乐。 ”安徽省金寨县“童伴妈妈”
余烨槿表示。

“随着项目的不断发展，对童
伴妈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因此
我们希望通过培训， 能给童伴妈
妈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希望大家随着项目的成长自身也
能不断成长。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说。

2018 年，“童伴妈妈”项目成
为了阿里巴巴公益的战略合作
项目。 对于项目取得的成果，阿
里巴巴合伙人、阿里巴巴公益基
金会理事长孙利军表示：“我们
愿意继续发挥技术能力和平台
能力，和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一
起， 在这个领域做更多探索，做
出更多类似于童伴妈妈的样板
项目出来。 通过大家共同努力，
让中国的乡村变得更好。 ”

让“童伴妈妈”
培训“童伴妈妈”

论坛上，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联合发布了《中国乡村儿童

发展报告 2022》（下称“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院长王振耀解读报告时指出，当
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一套具有
中国特色的乡村儿童服务队伍
体系，但在具体的人才队伍培训
工作上，针对乡村儿童公共服务
队伍的培训存在体系薄弱和效
果不足两个问题。

王振耀表示，从培训体系来
说，缺乏全国统一或行业公认的
培训教材、缺乏一套培训效果的
评估体系、缺少一支有经验的培
训师队伍、缺少面向基层的培训
机构；从培训效果来说，需要将
培训课程内容与乡村儿童发展
的实际需求相联系起来。

“童伴妈妈”项目在这方面
也做了很好的创新探索。 从 2020
年开始，项目搭建了“童伴妈妈”
培训师与督导师人才培养体系，
设计了系列培训师培训课程，

“对内， 她们可以成长为童伴妈
妈培训师或督导师，培养新的童
伴妈妈；对外，可以输出乡村儿
童工作知识和技能，影响更多人
投入到乡村儿童工作中。 在此基
础上，还可以帮助她们梳理清晰
的职业方向，向专业社会工作这
一领域发展。 ”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秘书长陈红涛表示。

同时， 项目为有意愿不断提
升自己、 希望帮助和支持更多人
助力儿童成长的骨干“童伴妈妈”
设计和组织了 TOT 培训。 TOT
培训同样分为初级、 中级及高级
培训三部分， 分别对应支持初级

培训师、 中级培训师及高级培训
师的考核，有步骤、有计划地帮助
骨干成长为有能力为他人提供儿
童保护与发展培训的培训师。

申请初级培训师、中级培训
师及高级培训师审核通过后，申
请人员须全程参加对应级别的
TOT 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童伴
之家综合运营能力和服务能力、
沟通和公众表达能力、参与式培
训能力三大模块。

例如，2021 年 10 月的江西
培训师中级培训，就是围绕“童
伴妈妈”培训师职能、儿童工作
综合知识技能、 亲子/家庭交流
沟通技巧、主题活动设计、督导
技能提升等内容以沉浸式学习、
参与式演练的方式开展。

参加培训的骨干“童伴妈妈”
就如何开展督导培训工作进行实
战演练和分享交流，“使用思维导
图， 让我系统地梳理总结了童伴
妈妈的工作职责， 有助于我接下
来面向新的童伴妈妈开展培训工
作。 ”“童伴妈妈”廖兰娣表示。

截至目前，项目已开展骨干
培训 18 次，TOT 培训 6 次。在论
坛上获颁证书的 4 名高级培训
师、8 名中级培训师、15 名初级
培训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成为“童伴妈妈”培训师后，
他们将负责培训工作的组织、开
展、实施（远程或现场培训）以及
负责新手“童伴妈妈”人员的工作
指导（远程及现场督导）。 随着专
业程度和对项目要求的回应能力
增强， 其所承担的培训主题和培

训内容会有调整，一般来说，级别
越高，其职责也相应增多。

“我们再招聘新的童伴妈妈
的时候，这些妈妈就能够现身说
法，讲怎么入户沟通、怎么去解
决孩子的个案问题，把她们的实
践化作新妈妈们传帮带的雨露
和甘甜。 ”秦伟表示。

“最好的导师一定是同样做
事并且做得好的人，童伴妈妈本
身就在乡村带孩子，她们的经验
其他童伴妈妈真的可以学习，专
家可以做指导，但真正的培训一
定在基层。 ”孙利军强调。

这些“童伴妈妈”的影响并
没有止步于项目，她们的工作已
经让更多的乡村儿童服务工作
者受益。 例如，在江西石城县，第
一批 10 位“童伴妈妈”中的 4 位
优秀骨干妈妈成为江西省慈善
总会“幼吾幼”项目的儿童守护
员，继续在岗位上开展关爱儿童
保护工作。 在贵州、江西等地，不
少“童伴妈妈”身兼村里的儿童
主任，将专业技能传递给当地更
多儿童工作者，服务更多孩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了这样
一支队伍，在一线引领乡村儿童服
务者不断前行，乡村儿童服务队伍
的专业化建设必将大大提速。

“在政策指导下，包括企业、
机构、慈善组织以及不同的社会
力量共同参与进来，为乡村儿童
服务人才改善环境，提供专业培
训和平台支持，同时提供发展可
能性，是留住他们的关键所在。 ”
孙利军强调。

从乡村妇女到专业培训师
“童伴妈妈”的成长之路 ■ 本报记者 王勇

近日，2022乡村儿童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 在政府
部门、基金会、企业、高校等社会各界代表的共同

见证下，一群来自全国各地乡村的儿童服务者获得了主办
方颁发的基层儿童服务实践者证书———4 名高级培训师、
8名中级培训师、15名初级培训师。

培训现场

儿童工作方法技
能提升培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