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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我们常说，孩子是春天里最美丽的花朵。

在这个明丽的季节，您是否想起那些生活在贫困偏远地区里的“花朵”呢？

近期，儿童拐卖问题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本期的《会友简报》里，您会看到关于这个热门话题的文章以及 

我们解救境内外拐卖儿童的行动；

上一期《会友简报》中，我们和您分享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儿童的生活现状以及在当地开展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

的介绍。在本期中，我们会继续从大山深处为您带来关于当地妇幼卫生保健服务的报道；

除此之外，您也会了解到我们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特酷”的项目学习，以及“携手儿童青少年　携手抗击艾滋病” 

活动的青少年爱心大使为您亲述其爱心之旅的故事。

您的爱心就像阳光，照耀孩子们绽放的童年；您的善举就似雨水，滋润他们茁壮地成长。

感谢您和我们一起，帮助中国贫困儿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 

2011年春

→如欲了解更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帮助中国儿童的情况，请登陆网站：  www.unicefchina.org

孩子，让我们帮助你回家  
—关注中国拐卖儿童问题



在
过去几周，拐卖儿童问题在中国国内得到了日益广泛的

关注。许多民众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其中一些网

民发起了网上打拐行动，分享有关失踪儿童的信息。

从2000年至2007年，我国公安部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45507起，由于拐卖人口案件往往涉及多名受害者，因此被

拐卖妇女儿童的实际人数估计可能要远高于这个数字。根据新华

网2010年9月19日报道，2009年4月至2010年9月，公安部开展

的全国第五次打拐专项行动破获了拐卖妇女儿童案件13500
起，解救了16517名妇女儿童，遣返了1228名境外被

拐卖妇女儿童。

201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

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根据这份

文件，一旦接到流浪、乞讨的儿童可能系

被拐卖的报案，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以刑事

案件立案，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1． 请留意孩子可能受到拐骗、拐卖或者剥削的一些迹象：

 • 孩子的外表看上去不健康、受伤、营养不良、衣衫单薄或褴褛。

 • 夜晚孩子无监护人陪伴或者独自出现在可能有危险的公共场 

 所，如来往车辆较多的地区、或者成人娱乐场所。

 • 孩子看上去很害怕，或者看上去有过痛苦的经历。

 •  在上课时间，孩子并没有在学校。

2． 请记录如下情况以便报案：

 • 孩子的外貌特征。

 • 陪伴这名孩子的其他人的情况。

 • 看见孩子的确切地点和时间。

 3．联系当地政府部门，拨打以下热线电话报案：

 • 公安部门报警电话：110

 • 全国妇联救助热线：12338

 •  公 安 部 打 拐 报 案 网 址：

  www.mps.gov.cn/n16/n983040/n1294479/n1552343/index.html

如果发现疑似被拐儿童或受剥削儿童，您该怎么办？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佳实践经验，我们建议民众能够首先留意孩子可能遭到拐卖、 
剥削或虐待的迹象，并就此向公安部门或儿童权益保护部门举报，以便公安部门进行核实， 
并采取相应行动。 

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童年

拍摄疑似被拐儿童照片应谨慎

很多人觉得通过拍摄处于不利境地的孩子的照片并发布

在网络上可以帮助这些孩子。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

是却没有意识到这有可能给儿童带来危险或者伤害，包括

犯罪分子的报复以及别人的歧视。失踪儿童的父母作为监

护人，有权发布自己孩子的照片。同样，政府部门经监护

人同意发布已确认失踪的儿童照片，也是有利于找寻失踪 

儿童的惯常做法。但是，普通的民众发布疑似被拐但未经

确认的儿童的照片，可能将儿童或其监护人置于不利境

地。建议公众留意疑似拐卖儿童和剥削儿童的情况，并立

即向当地政府部门报案，以便警方能够调查并确认是否存

在犯罪行为，对于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相应行动。

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

在着拐卖儿童问题。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估计，在世界范围内，每年大约有

120万名儿童遭到拐卖。



土瑶，宁谧的风雨港湾—广西爱心大使之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行动

自2001年以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一直与公安部合作打击人口 

拐卖，重点支持改革相关立法、促进“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国家行动 

计划（2008-2012）”的实施，以及打击跨境拐卖等。并致力于支持

公安部制定在拐卖儿童案件中采取的“儿童友好办案程序”。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自2001年以来，与全国妇联合作开展了预防拐卖

和帮助被拐妇女儿童康复的项目。2010年，支持全国妇联启动了 

关于救助被拐卖儿童的跨部门会议。全国妇联发出通知，要求覆盖 

农村地区各个村和城市各个街道社区的“妇女之家”为所有弱势妇女儿

童提供相关信息、咨询、并指导其接受相关服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将为“妇女之家”服务标准的开发与试点提供支持。

自2002年以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为民政部针对流浪儿童所开展的社区服务提供支持，建立了一种保护流浪儿童的有效救助模式（称为

“郑州模式”）。该模式包括外展服务、设立收容中心、派出流动救助车主动寻找流浪儿童、提供街头咨询、设立流浪儿童救助中心、护送

儿童回家、家庭寄养、社区寄养、大龄儿童职业技能培训等。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合作，正协助建立以社区为基础、全面服务弱势儿童的社会服务体系。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先后与缅甸（2009）和越南（2010）签署了预防与打击跨境人口拐卖的双边协议。中国政府与其他邻国

也正在就签署双边合作协议进行磋商。

2010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加入了《巴勒莫议定书》（即联合国“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议定书”， 

是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补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重点为中国政府有效履行议定书提供技术支持。



广西青少年爱心大使的故事： 
土瑶山寨里的宣传同样重要

记不清沿途看到了多少个背着书包光着脚丫赶往学校的身影，翻过几座山后，我们到达了山腰上

的村寨。进到寨子里，村长见到我们特别高兴，笑着说活动很快就可以开展了。随后他便急着去

召集寨子里的青少年和村民。

村民们很好奇我们的到来，通过与大家的聊天，我们了解到，村里的大人和孩子大多对艾滋病有

很多误解，更不了解预防和防治的相关知识。

知道这些，我们立刻和一名当地小翻译员一起，为村民一问一答地讲解。随后，我们通过自编的

姓名游戏、对山歌、情景剧表演等活动将相关知识传播给大家。其中一名爱心大使还极富创意地

将“十条核心信息”编入快板书，有节奏地说给大家听。

做这样的活动我们不是第一次了。当地村民读书不多，生动的情景剧是每次活动中最令人期待的

项目。这次的表演由我和当地一名瑶家女孩负责，我们的角色表演穿插了艾滋病知识，大家一起

展开了讨论和问题解答。

在活动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那些父母常年在外务工的孩子，敦促他们参加， 

给他们提问题的机会，也告诉他们有什么需求随时可以找我们帮助。

宣传活动结束，很多村民热情地说，他们今天学到了很多，但还想多知道一些健康知识

来保护自己和家人，希望我们以后能多进入山里进行此类活动。

广西是受艾滋病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风俗传统的不同、语言的障碍、路途的 

遥远，这些是我们遇到的挑战，更是我们必须走进山里宣传艾滋病知识的理由。

改编自青少年爱心大使李师的故事

艾滋病的十条核心信息
1 艾滋病是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传染病。

2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外表上看不出来， 
但具有传染性。

3 艾滋病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

4 艾滋病不会通过日常生活和一般接触传播。

5 艾滋病病毒经性途径感染的危险是可以降低和避免的。

6 拒绝毒品，预防经注射毒品传播艾滋病。

7 避免不安全注射或输血，预防艾滋病经血传播。

8 进行艾滋病咨询和检测，可以及时了解是否感染 
艾滋病病毒。

9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是疾病的受害者， 
应该得到理解和关心。

10 青少年要主动学习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并将掌握的知识
告诉家人和朋友。

5 从2006年开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卫生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建立

了“携手儿童青少年，携手抗击艾滋病”青少年爱心大使网络，支持青少

年爱心大使深入社区，开展以“了解、分享、关爱”为主题的健康传播活

动。至今，青少年爱心大使项目已经成功实施超过5年了。



阿都依洗的妈妈在4个月前生她的时候难产死亡，因为付不起路费和伙食费，她从来没有机会去做产前检查，
只能在家中分娩，出现了难产的情况后，等了24个小时才被送到医院急救，可惜已经救不了她。

妻子的离去除了令丈夫阿都马也留下沉重的亡妻之痛，还造成三个女儿永远失去妈妈的遗憾。因为阿都马也 
无法独立照顾三个女儿，所以大女儿被迫跟爸爸和妹妹分开，搬到另外一个乡，同外婆一起生活。

如果阿都马也外出打工，收入就会比较稳定，也会比较轻松，但他不想再跟两个女儿分开，所以宁可辛苦 
一点，一边照顾女儿，一边下田耕种。阿都马也很坚强，说会照顾好这三个女儿。

因为地处偏远地区，很多家庭必须长途跋涉几个小时才能到达最近的医疗机构，很多村民因为支付不起治疗费
用和路途遥远而放弃治疗。如果这里的妇女知道产前检查非常重要，或者能有更多的医护人员可以来帮助她们
做检查，这样的悲惨故事就不会继续发生。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有42%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不足1000元，

是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上一期《会友简报》中，我们和您分享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儿童的

生活现状以及在当地开展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的介绍。在本期中，

我们会继续从大山深处为您带来关于当地妇幼卫生保健服务的报道。

凉山的妇幼保健基础薄弱，导致这里的孕妇和儿童的生命和健康得 

不到保障，很多儿童年纪很小就要遭受贫穷和疾病的痛苦。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大使莫文蔚、陈晓东以及特别嘉宾 

陈芷菁前往四川省凉山州边远贫困山区探望了当地的孩子和他们的家

庭，并对当地的一些卫生院和妇幼保健院进行了探访。他们走访了一

些因为在家分娩、保健意识不够、营养不良、贫困等原因而造成母亲

死亡或新生儿患有残疾的家庭，在听当地妇女和老人讲述自己经历的

时候，几度潸然泪下。

他们共同呼吁公众关怀与帮助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以及中国其他 

贫困地区的妇女儿童，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开展的改善

妇幼保健状况的援助项目。

凉山的妇幼保健工作—大山里的希望曙光

“我以往多次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探访不同的地方，这次的凉山

州亲善探访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亲眼看到了这些孩子们急需 
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取发挥自身最大潜

能的机会。” – 陈晓东

“我在凉山州的探访过程中亲眼看到了边远农村地区家庭的生活

状况。在香港，我们不用为吃饭、喝水、交通和卫生保健服务而 
发愁。在这里，生活环境很艰苦。我很关心他们，也很荣幸能够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当地开展项目活动贡献我的力量。”  – 莫文蔚

“作为一名母亲，对于当地贫困母亲们的遭遇感同身受。 
在资源匮乏、医疗设施不足和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住在偏远山

区的母亲，比起许多城市人，要让自己的小孩儿健康成长， 
会面对很多困难。”  – 陈芷菁



《我们的昆虫记—蚂蚁篇》

深圳和甘肃两地学生在远程协作中，运用观测、实验等策略对蚂蚁活动、觅食、

交流等行为进行共同探究，并通过网络及时分享过程和探究发现。在整个活动

中，始终以问题为纽带，让两地学生在共同探究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围绕问题进

行协作研究，进一步探索发现蚂蚁行为特点。同时，两地学生还共同撰写文章，

分享自己对蚂蚁行为探究的过程、发现和思考。

 项目学习，“  特酷”！
观察日记：

今天我们决定研究蚂蚁为什么会用触角打架。

我和伙伴一起把蚂蚁放在透明光滑的杯子里，它们在里面

爬来爬去，相处得非常和睦，并没有打架。于是我们按照

老师教的方法，拿出两只蚂蚁，在它们身上洒一点花露

水，然后再放进杯子里。

这时杯子里的情况大变，刚才还和平相处的蚂蚁变得警惕

起来，都跑过来用触角不停地触碰这两只有异味的蚂蚁，

很快它们之间就扭打起来，想赶走那两只蚂蚁。我们立刻

拿出实验放大镜观察这场“战争”。原来，那两只蚂蚁身

上的味道发生了变化，它们的同伴以为它们是“外族”入

侵，所以才会有之前的一幕。通过自己动手完成实验， 

我们知道了，蚂蚁是靠嗅觉来识别自己的同伴。

虽然中国在小学入学率这一指标上已达到教育目标，但教学质量仍是一个严峻的 
问题。中国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教学方法主要以应试为目的，对于批判性思维、解决

问题、创造力以及沟通能力的培养关注很少。并且，贫困的农村学校与资源丰富的

城市学校之间在教学质量上仍存在很大差距。

项目学习的教学过程与传统的课堂学习有较大的区别，项目学习往往从解决真实 
世界中的问题、任务出发，要求学习者以团队方式，积极应用信息技术作为认知 
探究工具，开展探究活动，项目学习结束后，学习者需要提供设计作品或者问题的 
解决方案。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全国10个西部省份和10个城市共200多所学校进行了两年多的 
项目学习的研究，构建了“特酷”项目学习社区（www.tecol.org.cn），在应用信

息技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发展学生的技能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种方便的捐款方法：

➊ 通过银行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营业网点均可办理。

捐款帐户名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

捐款帐户号码：8001 0042 0418 0930 01
开户行名称：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开户行地址：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 100818
 

➋ 通过邮局

使用随附的中国邮政汇款单汇至：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款处

北京市三里屯路12号
邮编：100600

 

➌ 网上捐助 

只要持有境内银行卡及网上银行帐户， 
您就可以进行网上捐款。

请登陆 www.unicefchina.org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通了每月捐款计划啦！

您只需拥有以下任何一家银行的借记卡或存折，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每月捐款计划。

• 中国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 • 中国农业银行

• 招商银行 • 兴业银行

感谢您的支持！ 
让我们一起，携手帮助中国贫困儿童！

您的点滴爱心汇为力量，
佑护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请填写随信所附的每月捐款计划反馈表， 
并寄回给我们。

您的每月定期捐款， 
将会为中国贫困儿童提供持续性的帮助。

谢谢您的支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三里屯路12号

邮编：100600

电话：010 6532 3131 转 1203/1204

传真：010 6532 7384

电邮：contact.china@unicef.org

网址： www.unicef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