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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15岁的女孩

她遭到了强暴凌辱

这是一个因为顶嘴被老师
殴打的男孩
他的同学就在身边

这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发布的“无视即

伤害”电视公益广告中文版。在这个60秒的短片
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大使陈坤倡导大家提

高儿童保护意识，鼓励公众通过12338维权服务
热线发现和报告暴力伤害儿童的现象。他呼吁：

“你看不见对孩子的暴力，但它们依然存在。让

它们走进你们的视线，与我携手，保护孩子们远

离各种形式的暴力。”

儿童安全牵动着所有家庭的心。许多儿童遭

到虐待和剥削，但如果公安人员没有发现违法犯

罪的线索或问题，这些案件最终会不了了之。

12338是全国妇联为保护妇女儿童而设立的
维权服务热线，目前已经在2800多个县（区）开
通。国内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这个热

线进行咨询，报告问题，反映诉求和寻求援助。

这是一个15岁的女孩

她遭到了强暴凌辱

这是一个因为顶嘴被老师

殴打的男孩

他的同学就在身边

这是一个被母亲责打的小孩

因为他打碎了玻璃杯

无视即伤害—保护孩子远离暴力



这是一个面临崩溃的少年
网络暴力把他推向绝路

这是一个因为顶嘴被老师
殴打的男孩
他的同学就在身边

这是一个被母亲责打的小孩
因为他打碎了玻璃杯

这是一个被家人抛弃的小孩
她只能露宿街头

自2011年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全国妇联编写了热线
工作指南，以及在湖北、江苏、云南和天津开展社区儿童

保护试点工作。

13岁的小妹生活在中国偏远县城。一天，她“朋友的
朋友”说要带她去大城市，她坐了两天两夜的长途火车，

被骗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城市里强迫卖淫。小妹的母亲只

在桌子上发现一张字条：“妈妈，我出去打工了。”“我

不相信。”妈妈流着泪说：“这不可能。我了解我的女

儿。”她马上接触了12338的工作人员寻求援助。最后经
过12338热线与公安、司法、学校等许多部门的努力，小
妹终于被解救回家，并接受了12338热线为她安排的专业
心理咨询和重返校园的支持服务。

这是一个面临崩溃的少年

网络暴力把他推向绝路这是一个被家人抛弃的小孩

她只能露宿街头

小妹讲述了她的不幸遭遇，以及她如何在公安，

妇联等部门的合作帮助下开始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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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12338妇女维权热线，告诉我们
您看到的......

 “我们需要和公众合作，让大家了解暴力侵害
儿童是绝不能容忍的行为。如果发现身边存在这类行

为，大家可以拨打12338热线电话，或向派出所和有
关部门进行报告。通过这些干预措施，我们将共同消

除对儿童的暴力，将施暴者绳之于法。” 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驻华代表麦吉莲女士说。



重塑生活 返回校园
孩子们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帐篷里学习和玩耍，灿烂

的笑容又回到她们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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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EF全力救援
灾难发生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合作伙伴全力

救助受灾居民，已为灾区筹款共1.19亿美金。医疗卫生
包、防水帆布和营养包等救援物资也已分发至各灾区，

92.5万居民有了可饮用水。我们共建立了 1244个临时
学习空间，接纳了12.4万儿童；同时向各地分发学习教
材和设备，已让42万适龄儿童受益。

中国同事灾区见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办事处派遣了两位同事增

援。Raju Shrestha负责运送、分发救援物资。由于台
风破坏了基础设施，要到达受灾严重地区非常困难。

Raju和其他16位队友想尽办法，确保让物资以最快的速

度抵达需要的地方。

而另一位同事杨海宇则帮助搭建儿童友好家园。

“当地的多雨给我们增添了困难。灾区没电，水不正

常，而且有疟疾等病痛担忧。海边还散落着很多衣服、

木头和家具的残片。街上很多失去住所的孩子跑来跑

去。”他谈起11月中初抵灾区时的情景。

儿童友好家园在孩子们失去的家庭和尚未恢复的学

校之间搭建起一个缓冲场所。“搭建家园帐篷的时候，

有个12岁的当地少年带着伙伴主动来帮忙，还跟我们
说，他以后也要当老师。”这让杨海宇感动和欣慰。

2013年11月8日，超级台风“海燕”重创菲律宾，造成大规模损坏，致使1400
多万居民受灾，其中590万为儿童。

台风席卷菲律宾



儿童友好家园的4000多名看护者都接受了社会心理培
训，他们带领孩子们学习和玩耍，帮助他们重建生活的日常

规律，同时也对灾难中的孩子进行庇护。在一个家园里，

有一户人家的5个孩子每天总是很早来，晚上很久也拖着不
愿离去。这引起了细心的看护者的注意。经过攀谈之后，了

解到他们的父亲在台风中失踪，妈妈为了生计，每日辛苦劳

作，对孩子已力不从心。看护者立即对接了福利部门，让他

们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和照顾。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截至目前，已有92名孤身和失
散儿童被及时发现，在当地政府的救助系统注册。

“无论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悲剧，孩子们都应该

重返校园。”

“我们学校有17间教室，台风过后只剩下1间。”受灾
严重地区圣洛克一所学校的老师迈拉说。他们失去了9名学

重灾区圣洛克的临时帐篷教室里，老师为小学生分发课本。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为失去课本的孩子们准备了学习包，帮助他们先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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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们在重灾区塔克洛班搬运救援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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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台风海燕让13岁的米歇尔失去了最

心爱的老师，他依然很开心回到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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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1名教师。迈拉看着眼前的一片废墟说：“但我对
此并未失去希望，因为我明白我们会得到帮助，重新

来过。” 

重返校园意味着恢复的开始。不仅是孩子们，整

个社区都需要重建每天的规律生活，因此学校是治愈

伤痛的所在。这让孩子们感到安全，也让父母们安

心，从而将精力放在重建家园和家庭生活上。

“我非常难过，因为失去的这位老师就像我的第

二个妈妈。”同学米歇尔默默的低下了头。然而，能

回到校园，米歇尔很开心。“我要好好学习，因为我

的父母都在辛苦劳作，我要报答他们。”这些话让米

歇尔的妈妈深感欣慰。她深信，孩子们能继续学习，

这是上天给予的福分。“无论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悲

剧，我们的孩子都应该重返校园。”她说：“教育是

我们能给予孩子们的唯一财产。我想要他们去学习，

不愿他们再经历我们经历过的艰难时光。”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驻菲律宾代理代表安杰拉说：“但是依然需要做

更多，来保护儿童的权益，让他们可以重新发展。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全力以赴。”



社会情感学习
—让每个学生更自信

“森林里有好多动物。

狮子很勇猛；小猴子很

灵巧；羚羊跑的像风一

样快，小老鼠……”



你想做哪个动物？
“森林里有好多动物。狮子很勇猛；小猴子很灵巧；羚羊

跑的像风一样快，小老鼠……”课堂上，大家听着校长讲动物

的故事。“你们想做哪个动物呢？”这个问题一下子调动了孩

子们的情绪，小脑袋纷纷凑在了一起。为了让孩子们能容易的

和同伴们交流，校长将课桌椅围起来摆放，分成几个小组。他

鼓励每一个孩子都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要当狮子！因为狮子

最威风！”“我想当长颈鹿，因为它的脖子最长。”“我是小

猴子，因为它可爱！”校长告诉大家：“每一个人说的都是对

的，都是好的。因为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优点。小猴子个头

不如狮子，但他会爬树；羚羊不如长颈鹿高，但它跑的快。

那小老鼠呢？大家是不是不想当小老鼠？”他给大家讲了一个

故事，“小老鼠一直很自卑，觉得自己不如别的动物，没有优

点。有一天，动物们全落入了猎人的圈套，被关在了笼子里！

大家都很着急！这时候小老鼠来了，用自己锋利的牙齿，咬断

了绳子，解救了动物们。大家都非常感谢它！”孩子们听的很

是入神。“大家想想，小老鼠有没有优点哪？“ “有！”当小
老鼠好不好呢？”“好！”

下课后校长告诉我们：“听完这些动物的故事，孩子们知

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人都可以做个棒棒的自己。”



每个孩子都能参与进

来，每个孩子的看法都得到

尊重和鼓励。帮助孩子们认

识自己、他人和集体，与自

己、他人和集体更好的相

处，这正是教育部－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社会情感学

习”项目所倡导的。项目目

前正在建立国家、5省及5县
多层次的社会情感学习培训

者团队，第一期100人的培
训已经完成。

这样的课堂让孩子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人都可以做个棒棒的自己。



这位校长接受了“社会情感学习”培训之

后，教学理念有了很大改变，开始更多的关注

和谈论孩子们的需求。而在课堂上，老师们

也鼓励孩子们学会伸出大拇指，说“棒！棒！

棒！你真棒！”来激励和夸奖同伴。

“有些沉默寡言的学生受到这气氛的熏

陶，就被带动起来了。”校长告诉我们。“一

些留守儿童比较孤僻，不与其他同学主动交

往。对他们，我们更需要倾注爱心。恰恰是他

们，更需要自信心的培养。”

我们相信，如果让孩子们感受到正能量和

自信，他们是可以成长的很好的。就像孩子们

兴奋的告诉我们的那样：“我有优点，我能努

力，我一定成功的！”

是您的关注和支持给了孩子们自信的力

量，请继续支持我们，使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更

加快乐健康的成长！

校长走下了高高的讲台，和学生们离的更近。课桌摆放也以小组为单位，让同学们更

好的交流。



面对生活，我行!
每个人都要经历从学校步入社会的转变，而对于偏

远和贫困农村地区的青少年，他们往往面临更少的机会

和更多的挑战。多数完成义务教育但并未继续就学的青

少年在家乡和城市之间流动，没有任何准备而直接步入

社会。如何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教育机会，帮助他们更好

的做好步入社会的准备， 从而积极改变他们的生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合作伙伴积极开展以生活技能

为基础的培训。老师用参与式的互动教学，帮助青少年

学习一些实际的生活知识，解决可能面对的问题，增强

自我认知能力，以及与他人的沟通交往能力，帮助他们

更好的进入社会。

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小张从学校辍学后，参加了一期《职业入门与发

展》的培训，起初他并未抱什么希望。培训中，老师请
《女孩的生活技能》课堂上。



大家参加一场“社交晚会”。因为觉得好玩，小张表

演的很投入，和各种职业和兴趣的“嘉宾们”交谈甚

欢。老师根据他主动去攀谈的对象、喜欢参与的话

题等帮他分析了职业兴趣。小张很惊讶，觉得非常

有用。 “老师，我从来没想过要去选我感兴趣的职
业，只为了赚钱，工作也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根本

没想过如何做好，感觉那只是老板的事情！” 他感
慨的说。现在他决定：“我要好好规划一下我的未

来，按照我的目标去做我喜欢的事情。”

青少年王萍则最喜欢《人际交往与沟通》的培

训。她印象深刻的一节课，是老师让大家分别扮演父

母和孩子，因为一件小事发生矛盾开始争辩。老师教

大家站在客观的角度，分析双方的每一句话“为什么

会这么说”。“我从来不知道应该怎么和爸妈相处，

只觉得他们很烦。上了这个课之后，我能从他们的角

度看问题了，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也学会和他们表

达我的想法，我和爸妈的矛盾现在少了。”

从2011年起，这些培训已经在中国10个省19个
县的农村地区实施，直接受益青少年2万多名。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与合作伙伴希望通过生活技能的培训，

帮助农村地区的青少年树立更多的自信，去更好的建

设未来。
这一系列教材共有五本：《职业入门与发展》、《人际交往与沟通》、

《独立生活与自我管理》、《女孩的生活技能》以及《信息技术素养》。



在《会友简报》中，您除了可以了解您所支持的UNICEF项目的进展情
况，还可以和UNICEF大家庭的其他会友交流，只需将您的捐款心情及照
片发送给我们，并告诉我们您对UNICEF大家庭的期望，我们会选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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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标题：“分享心情，分享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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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4日和23日，是我生命中最难以忘记的痛苦日

子。我的第一个宝宝不幸夭折，失去宝宝的痛让我刻骨铭心。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内心深受煎熬。表面上装作事情已经过

去，内心深处冰凉一片。在腾讯上看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宣

传片，看到每年有那么多的新生儿未曾来到或曾来到这个世界

上，然后又永远离开，我切身之痛。现在我通过这个平台每月

月捐，希望自己这一涓细流，汇向汪洋大海，帮助那些需要帮

助的孩童，给他们点亮小小的烛光，亮在远远的高处。

一位月捐会友



三种一次性捐款方式

每月捐款：
感谢您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中国贫困儿童提供持续性帮助。

欢迎填写随信所附的反馈表并寄回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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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3 5002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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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汇款时备注您的会友ID号或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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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汇款时备注您的会友ID号或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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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unicef.cn；或直接汇款至我们
的支付宝帐户：cnalipay@unicef.org

通过银行

通过邮局

网上捐助 

感谢您的支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微信公众帐号开通啦！

扫描二维码或搜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即可关注UNICEF微信



电话：（86-10）8531 2640，8531 2644或8531 2666

传真：（86-10）6532 7384

电邮：contact.china@unicef.org

网址：www.unicef.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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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