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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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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万物迎向太阳茁壮生长。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能如在盛夏绽放的向日葵

一样享受最美好的一切，包括营养、健康、教育和保护。在本期《会友简报》里，我们将带您走进贫困农村

地区，了解一场正在蔓延的“隐形的饥饿”，和我们一起改善农村孩子们的营养与健康状况。

此外，今年是汶川地震三周年祭，也是玉树地震一周年祭。我们在此向您汇报各项援助工作进展，包括紧急援助

以及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所开展的妇幼保健、教育、社会心理援助、水与环境卫生等长期项目。期望您能继续和

我们一起，守护在灾区妇女儿童身边。

您还将了解到我们为偏远山区幼儿送去儿童早期教育服务的情况，并倾听到“中国儿童福利周”上孩子们温馨感

人的心愿。

正如我们的中国大使张曼玉所说，帮助孩子们其实一点都不困难，他们跟别的孩子一样，最需要的都是一点温暖

和爱心。让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小太阳都发光发热，让阳光洒向每一个处境困难的孩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 
2011年夏

母婴健康：托起未来的希望



营养干预：从2个试点县到500个贫困县

汶川地震后，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某些受灾县有63%的6－24个月的儿

童因为饮食中缺乏铁元素而导致贫血，这将会对孩子们的身体及脑部发

育产生永久性影响。我们首先为四川省2个试点县的4000名婴幼儿提供

了含有多种微量营养素和矿物质的营养包。在6个月内，试点县的贫血率

就下降了40%，15个月后下降了60%。试点项目随后扩展到8个受灾县的

25000名婴儿，在6个月内，贫血率从52%下降到28%。基于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营养干预试点结果，中国卫生部正考虑向全国500多个贫困县提供

辅食营养补充品。

母乳：母亲给予孩子的最好礼物

纯母乳喂养率的逐年降低也是导致儿童营养不良的重要原因。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一致建议，在婴儿出生后六个月内应进行纯母

乳喂养（无需添加无能量的水、其他饮料和食物）。与配方奶粉生产商

所鼓吹的相反，没有任何一种母乳代用品能够与母乳相媲美。作为大自

然的恩赐，母乳饱含着最天然、最适合婴幼儿的营养成分，是宝宝们健

康成长最好的食物。不仅如此，母乳喂养还可以防御疾病，促进婴儿成

长，有效降低成年后的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症的发病率。同时，它也是

母婴情感交流最重要的纽带。

对于纯母乳喂养的认识不够、一些奶粉厂商采取广告和促销手段、以及

医疗机构未能为孕产妇提供足够的指导，是导致母亲们放弃母乳喂养的

主要原因。这也使得孩子们失去了获得母乳无可比拟益处的机会。

孩子们真的“吃饱了”吗？

食物中缺少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导致儿童营养不良的重要原因，

而且往往难以被察觉。“孩子们的碗里虽然装满了食物，但却缺少能增

强抵抗力、促进身体成长和脑部发育的重要维生素及矿物质，如维生素A

和D、铁、锌和叶酸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卫生与营养处长何大卫博士

指出。这种“隐形的饥饿”虽然不会像真正的饥饿那样导致死亡，但会

对孩子们的成长和健康造成终生的影响。

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这种“隐形的饥饿”是威胁儿童健康和发育的

忧患。在中国，城市与偏远农村地区儿童营养状况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在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大约15%的儿童营养不良；而在城市里，这一

比例仅为2%。缩小这种“饭碗里”的差距，改善农村地区儿童营养与健

康是我们在中国的工作重点之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合作伙伴将“重建”作为

推动灾区能力建设的机会，将地震援助的人道

主义目标与促进恢复和发展的长远目标结合起

来。我们在紧急援助与长期援助项目中引入了

一批新做法和新项目。通过项目在灾区的执

行，以及受益妇女儿童情况的前后对比，使以

前被忽略的一些问题得到了重视，也对长远的

政策规划产生了积极影响。

• 向14个县的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了各种产儿科

急救设备和能力建设培训，以保证县级有能

力开展综合产儿科服务。同时，还为318个乡

镇卫生院提供了基本产儿科服务设备和能力

建设培训，以保证乡级能够提供基本产科、

儿科及儿童保健服务。共覆盖了灾区的500万
人口，包括30万五岁以下儿童。

• 支持综合的健康教育交流方法，推动6个月内

纯母乳喂养率，使2万个家庭受益。

• 在36个灾区县引入儿童免疫接种信息系统，

使78万名0至6岁的儿童拥有了数字化的免疫

接种记录。

• 向29000名儿童提供了近800万份营养包，使

当地的贫血发生率降低了一半。

• 水与环境卫生的健康教育覆盖了300万人口。

• 将爱生学校和爱生幼儿园的课程标准和指南

引入灾区的小学和学前教育中，使120000名
学生受益。

• 设立40所儿童友好家园，累计向33万名儿童

和家长提供了基于社区的社会心理支持。

• 为地震灾区受艾滋病影响的350名妇女和200
名儿童提供医疗和送药服务。对震区2万多名

儿童（包括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的基本情

况进行了登记、分析并根据儿童的需求制定

了儿童福利服务的内容。

• 在5万名青少年和3万名重建工人中开展艾滋

病宣传教育。

为汶川地震灾区 
提供援助三周年主要成果

一颗乒乓球的大小

营养项目官员常素英医生多年来一直负责我们在中国最

偏远农村地区所开展的营养行动，鼓励妇女克服障碍

坚持母乳喂养。她说：“当妈妈们知道，母乳喂养是大

自然赋予我们的最正确的哺育方式，新出生婴儿的胃只

有一个乒乓球大小，妈妈们完全不必担心自己的奶水

不够，她们就会放松下来，自然也就能够产生充足的 

奶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卫生部共同倡导了“爱婴医

院”。“爱婴医院”将遵循国际通行的促进母乳喂养十

项措施，鼓励母亲尽早开始母乳喂养。卫生与营养处长

何大卫博士说：“吮吸母亲的乳汁，是婴儿们开始新生

活的权利。医院应尽力提倡纯母乳喂养，并且不为奶粉

销售提供渠道。”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玉树地震灾后援助项目仍在持续进行中。目前， 

我们的援助重点已从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转向帮助当地提高服务儿童的能

力水平和质量。我们将有效使用所得资源，继续为最弱势的群体提供

服务，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传统，克服各种困难，完成重建更美好的 

任务，努力为灾区的儿童和妇女创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们当前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包括：引入爱生学校理念和爱生幼儿园的

指南，提高玉树的基础教育和早期教育质量；为基层医务工作者提供培

训，引入母子保健包服务体系，提供妇幼医疗设备以及疫苗保存和运输

的冷链设备。此外，我们还在努力提高玉树全州的妇幼保健服务和计划

免疫服务水平，继续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友好家园的工作，为

儿童提供更好的保护和持续的社会心理支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计划将 
玉树的援助项目扩展至2013年

人物故事：新生的喜悦

2011年3月22日清晨，玉树州妇幼保健院接到玉树县上拉秀乡卫生院

的求助电话。 

31岁的藏族产妇卓玛，在玉树县上拉秀乡的卫生院就诊。当时她已

开始宫缩，出现了高危妊娠，需要转到州里的妇幼保健院紧急救治。

玉树州妇幼保健院的护士长尼玛立即派出了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助

的120急救车，赶赴70公里外的乡卫生院接病人。 

在下午4点钟左右，卓玛到达了州妇幼保健院，在一小时后成功分

娩下一名男婴。根据医院记录，男婴出生时体重3.5公斤，面色略青

紫，呼吸不规则，心率、肌张力、运动指标尚可。新生儿置于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提供的婴儿保暖箱内供氧约一小时，面色及呼吸症状明显

缓解。 

卓玛是地震后在州妇幼保健院分娩的331名产妇中的一名。目前母婴健

康。按照当地习俗，已在孩子满月时，在庆祝仪式上正式为男婴起名。

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医疗设备，如救护车、产床、婴儿新生儿

辐射台和暖箱等，正在为重建当地妇幼保健服务不断提供有力支持。 

*为了保护隐私，以上人名均为化名



更公平的教育起点

松潘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幅员8,339平方公里，

拥有7.4万人口，其中包括5,300多名0-6岁的学龄前儿童。松潘地处岷山山

脉，山峦高峻，河谷深切。在这里，孩子们大多散居在海拔2,000-5,000米

的山区，平均算来，每一平方公里只有不到一个学龄前儿童，而且大部分地

区气候寒冷，冬长无夏，建立幼儿园和学前班的难度很大。

从2006-2010项目周期开始，我们在当地引入了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在项目

的帮助下，到了2011年，当地3-6岁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比例从不到40%增

长到59%。

早期儿童发展： 
山里孩子灿烂的笑

把儿童早期教育送到孩子家门口

我们通过与四川省和松潘县教育部门合作，支持松潘的幼儿教师培训和成都的省级示范

园骨干老师以及国家级幼教专家到松潘现场指导帮扶，培训了一批县级幼教“种子”

教师。这些“种子”教师定期送交下乡，帮助基层幼儿园创设的儿童友好的活动

环境、利用农村常见材料自制玩教具、上示范观摩课，使早期教育更符合幼儿

的身心发展特点。

因为松潘地处偏远和信息相对闭塞，很多家长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早期教育

没有什么概念，尤其是3岁以下的幼儿，很少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早期启蒙

教育。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支持组织了深入村镇的0-3岁以及3-6岁的儿

童和家长社区亲子活动和关于早期教育的家长培训，向家长发放关于儿

童早期发展和科学育儿的资料，深受孩子和家长的欢迎。

基层幼教老师杨彦说，“以前看到孩子脸上都是很混沌的，眼睛没有光

彩，不会微笑，满脸的土灰，而现在这些孩子都快让我们认不出来了， 

干干净净，活泼开朗，眼睛里放光彩，笑容很灿烂。”

 0－3岁亲子活动“蚂蚁搬家”



张曼玉：慈善不是富人的专利

今年5月中旬，国际影星张曼玉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大使，走进大

山深处，探访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儿童福利示范项目村。这是一

些地处偏远高寒山区的村子，受到毒品、艾滋病、贫困等的影响，许多儿

童失去亲人，亟需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5月30日，在“中国儿童福利

周”启动仪式上，张曼玉亲自呼吁，“我在凉山看到，许多孩子的父母因

为艾滋病离开了他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帮助这些孩子，改善他们的生

活。我向大家呼吁，恳请大家来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让我们帮助更多的

孩子。”

六一儿童节当天，张曼玉还通过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做客 “我走进他

们的童年” 微访谈，在网友们提出的2100多个问题中选择回答了其中的

13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问题。

儿童福利周：
每一个心愿都闪亮

属于每一个孩子的快乐节日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应当平等享受童真的快乐与智慧的启迪。2011年

5月30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民政部、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举办第二届

“中国儿童福利周”活动，并特别邀请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大使张曼

玉及来自河南项目村的小朋友到北京参加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由来自河南贫困家庭的孩子们主持，他们通过绘画和最质朴的语言

讲述了项目开展一年以来自己生活的变化、以及他们的需求、希望、快乐和梦想。孩子们代表广大弱势

儿童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我希望有艾滋病的孩子还有残疾的孩子，还有那些被拐卖和虐待的孩子能跟

我一样快乐，”10岁的茜茜说。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孩子们纯净的愿望深深打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麦吉莲女士表示：“我

们正在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努力建设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福利体系，来关爱每一名需要帮助的孤

儿、患病儿童和所有处境困难的儿童。”启动仪式的最后，这些孩子和我们大家一起用手在画上印上

了一个个小脚印。我们将一步一个脚印，继续推动全社会共同构筑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儿童福利

体系，造福每一个孩子。

微访谈摘录：
我并不同意慈善是富人的专利，也并不认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因为我觉得有钱的人也有力，有力的人也
最少有一块钱，所以出力出钱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山里的孩子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我很想把电影带给山区的孩子们看，去丰富他们的思想，让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梦想
去努力。

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是在去探访的时候不能够在孩子面前流露过多的伤感，这是我最大的挑战。……当我要走的时
候，孩子们一直站在那里挥手，和我们道别，不停的道谢。我终于还是忍不住落泪了。

帮助孩子们其实一点都不困难，他们跟别的孩子一样，最需要的都是一点温暖和爱心。

欢迎访问我们的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unicefchina），和我们成为好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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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upportunicefchina.org/AUG        

加入/变更月捐计划

Q1: 我怎么加入“月捐为儿童”计划？
A: 您只需填写随信所附的每月捐款授权表，并寄回给我们。您可
以选择每月捐款金额，签字授权后，您的捐款将每月从您指定账户
中自动扣除。

Q2: 哪些银行的卡可以用？
A: 我们可以接受以下银行的借记卡及存折：中国银行，建设银
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目前不接受信 
用卡。

Q3: 我的联系及银行信息是否安全？
A: 当然，我们不会将捐款人信息与第三方共享，您的授权表格将
被严格保密，并存放在安全地方。

Q4: 加入月捐计划银行是否会收取手续费？费用是多少？
A: 不会，所有相关服务费将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承担，您不需要
支付任何费用。

Q5: 是否有捐款金额的限制？
A: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不会对捐款金额做任何限制。

Q6: 我是否可以随时终止月捐支付？
A: 当然可以，您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 (contact.china@unicef.
org ) 或拨打电话：010-6532 3131 转 1203/1204，随时调整月捐

金额或终止月捐。 

捐款状况

Q7: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如何使用我的每月捐款？
A: 我们会定期寄送会友简报向您汇报捐款的使用情况，您也可以
登陆我们的网站查询电子版本。

Q8: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得善款将有多少用做行政费用？

A: 我们的大部分行政费用均来自总部拨款。

Q9: 我的捐款可以在哪里查询到？
A: 您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或电子邮件查询您的捐款记录。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 

电话：010-6532 3131 转 1203/1204

电邮：contact.china@unicef.org

月捐常见问题

感谢您的支持！

非常感谢您对每月捐款计划的关注和支持！您的
每月定期捐款，将为孩子们提供持续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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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unicef.cn (2011年10月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