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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妈妈的第一次拥抱

伴随宝宝的第一次呼吸
避免新生儿窒息死亡，挽救更多宝宝生命



“如今我们所有的医生都会
操作新生儿窒息复苏抢救
了，”贵州省金沙县妇保院
产科主任田桂秀自豪地说。

杨红（化名）的孩子就是被田桂秀他们
抢救活的婴儿之一。

当时孩子生下来没哭，皮肤苍白。杨红
看着医生很快给孩子做了检查，把他包起来
放到治疗台上，把姿势摆正并擦干身体。医
生们有条不紊地配合着，给孩子罩上面罩帮
助呼吸。但是孩子还是没有反应，医生继续
抢救，给孩子做胸部按压。终于听到孩子发
出微弱的哭声，皮肤也开始转为红色。后来
医生告诉杨红，孩子生出来是脐带绕颈，没
有呼吸。医生说孩子缺氧时间较长，建议转
院进一步观察，妇保院医生一路护送，把孩
子转到了市医院新生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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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想，这孩子能不能救活啊！”杨红的丈夫说起儿子出
生时仍心有余悸。现在孩子已经1岁多了，很聪明活泼。杨红告诉我
们：“我家娃娃昨天刚到医院体检，都正常。”

在中国，每年有157,400名出生不足28天的新生儿死去。1而其中
四分之一的新生儿死亡是由于出生时缺氧（窒息）导致。2很多妈妈连
自己刚出生宝宝的哭声都没有机会听到，就永远地失去了孩子。

然而，从2004年到2012年，我国新生儿因窒息导致的死亡率下
降了12.3%。3也就是说，通过新生儿窒息复苏，这8年中我国每年已
经挽救了2万新生儿生命。如果能够进一步强化和规范这一简单有效
的措施，正确及时进行新生儿窒息复苏抢救，就可以更大幅度地减少
新生儿死亡数量。

感谢您长期的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包括贵州在内的7个西
部省份35个偏远贫困县开展母子健康项目，全力降低新生儿死亡率，
目前，我们的项目中约12万1岁以下新生儿获得了更高质量的医疗保
健服务。

我们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合作，推动采用国际标准新生儿复苏培训
教程，为项目地区县乡级助产机构提供新生儿复苏培训和定期强化培
训，以确保妇幼人员掌握操作流程。同时提供新生儿复苏气囊以及其
他相关复苏设备。

我们还教给妇幼人员“第一次拥抱”的做法，婴儿出生后就立即

1　Levels and Trends in Child Mortality -Report 2013. New York, UNICEF, 2013
2　全国妇幼卫生监测报告，2013
3　全国妇幼卫生监测报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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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母亲进行直接皮肤接触。既有利于保暖、早开奶，还
可以促进母婴间情感交流，能够改善所有婴儿，包括早
产、患病或剖宫产婴儿的情况。这种经济有效的干预措
施特别适用于资源匮乏的贫困地区。

我们还将继续累积项目经验，将项目试点在更大范
围内进行拓展，帮助更多婴儿健康呼吸，挽救更多新生
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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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可以被计算，但是受害的孩子们

失去的人生却难以估量。研究表明，童年
遭受的暴力虐待，将直接导致受虐儿童患上
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成年后多数会有吸
烟、酗酒、吸毒、自残等伤害身体的行为。
暴力伤害儿童的行为将给儿童的一生造成无

法弥补的伤害。同时，它还有可能驱使受害

儿童在成年后转变为施暴者，造成暴力的代

际传递。

“不打不成才”，“子女是父母的私有
财产，可以随意处置”，在中国传统观念影
响下，“打骂”被看作是教育孩子的正常手
段。许多人认为管教孩子属于家庭私事，只
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是可以容忍的。
对虐童的熟视无睹，缺乏有效的预防和法律
措施，会使最脆弱的孩子们长期深受其害，
陷入无助的困境，甚至酿成不可挽回的惨
剧。怎样让受虐儿童及时得到帮助，怎样防
患于未然减少悲剧的发生？

• 2 0 1 4年上半年，媒
体曝光的情节严重的
中国虐童事件就超过

100例。惨遭父母虐
待的占四成。3

• 全球约有五分之三
（约10亿）2至14岁
的儿童经常受到来自
身边照料人的体罚。1

• 全球约十分之三的成
人认为，为了教育孩
子，体罚是一种必要
且恰当的手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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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数据库，2014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数据库，2014
3 中国儿童保护发展论坛，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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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的希希（化名）上学后，原来沉默孤僻的
他，变得开朗活泼了很多。

希希4岁时，母亲因忍受不了丈夫的暴力行为离
家出走，爷爷奶奶又相继离世。一连串家庭变故导致
原本就有暴力行为的父亲精神失常。从此，父亲对希
希不闻不问，连一日三餐希希都常常得眼巴巴等待邻
居的施舍。父亲还对希希随意打骂，把他的手反绑住
殴打。虽然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可是父亲把他关在家
里，不让他上学。这一切使得希希沉默寡言，非常孤
僻，比同龄孩子矮小瘦弱，显得营养不良。

当地儿童保护试点项目了解到希希的情况后，联
系了医院为其父亲进行治疗，并让希希的大伯短期照
料希希的生活。社区也将继续监督父亲的状态，如果
持续恶化，将会从司法途径转移监护权。在生活上，
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给希希每月500元临时特级补助，
社区还与民政局协调为希希家申办低保。同时安排心
理专家和志愿者每周为希希提供学习、心理辅导。希
希不仅顺利上学了，而且被减免了学费，现在希希的
学习有了很大进步。

向对孩子的暴力说不



保护更多象希希这样的孩子，
我们需要您的支持继续开展工作。自

2011年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全国
妇联、民政等合作伙伴在全国8个市县
开展儿童保护综合防治试点，建立社
区儿童保护三级预警机制，有效预防
并应对暴力伤害儿童行为。

• 在社区开展预防培训宣传，让人人都
认识到暴力的危害，改变暴力与歧视
的传统观念。引导家长采取积极的育
儿方式，降低家庭暴力可能性。

• 培训社区和有关机构工作者儿童保护
的知识和能力。建立辖区儿童电子档
案，定期家访，找出高风险家庭。推
动学校、医生和邻里主动发现并报
告。做到儿童暴力早发现、早干预，
减轻儿童受到的伤害。

• 针对具体家庭和孩子在经济和心理多
重问题，制定帮扶计划，通过多部门
合作和恰当的转介服务，减少和降低
对儿童的伤害。培训专业人员第一时
间为受害儿童安排生活照料，提供心
理疏导，避免长期心理伤害。

反家暴法 － 用法律消除家庭中的暴力危害

保护儿童远离暴力，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现在就行动起来，
为儿童创造一个安全的、免于恐惧和伤害的成长环境。

要想根本解决虐童的问题，必须通过相关法律与政策，传达这样的信息：暴
力不是“家事”，而是“国事”，法律绝不姑息和容忍，必将采取措施预防和制
止暴力。

《反家暴法草案》将提交人大法工委做第

一审讨论。如获正式通过，它将成为中国

反对家庭暴力的一项全面综合法案。

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内的联合国驻华

系统成立了机构间支持反家暴立法工作小

组，与中国政府共同推进《反家暴法》的

起草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列入立法

规划。

国务院法制办完成了《反家暴法草案》

意见征集。反家暴法草案中强化了预防

家庭暴力发生的各方措施，强调了脆弱

群体受家暴案件的强制报告要求，同时

完善了受害人救助制度。

2012年5月

2014年11月

2014年底

2014年9月

2015年8月

我们与联合国其他机构以及全国妇联等

其他单位制作的系列纪录片《中国反家

暴纪事》，在CCTV12频道社会与法栏
目播出。希望通过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舆

论引导力，促进反家暴立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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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将战胜埃博拉灾情中的

希望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爆发几乎贯穿了2014整个年度。

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新发病例比例降低了80%。2015年5月9
日利比里亚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在与之相邻的几内亚和塞
拉利昂两国，新发病例也大大降低。

感谢您的支持，从疫情之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身处第一线提供
人道主义援助。然而埃博拉造成的恐惧和后续影响还在继续，我们也将
继续努力，致力于重建更美好。



让我们齐心协力转动命运的万花筒

2015年1月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执行主任吉
塔·饶·古普塔前往西非三国，她记录了在那里的所见所闻
所感。

• 我们与社区合作进行健康教育，推动遏制病毒传播的正确行
为，包括洗手和安全殡葬。

• 支持社区护理中心建立快速干预模式，培训医务人员，提供
水卫生设施。除强调零感染病例之外，还帮助当地恢复正常
医疗体系，参与大规模麻疹免疫预防。

• 帮助当地政府建立措施，减少学校感染的风险。

• 继续提供相应物资。截止到四月中旬，我们已经运送了
8000公吨救援物资。

这场与埃博拉的抗争仍在继续，我们必须实现并保持零病
例。2015年，我们将继续奋战，直到这场疫情真正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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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我最喜欢的玩具是万花筒。只要转动手腕，
万花筒就会浮现出神奇的图案。我在西非三国遇到的每一个
人，他们的坚韧和智慧，像照亮万花筒的光芒一样照亮了那
里的每一幕。

在利比里亚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西点区，去年有7万居民
被隔离。我却遇到了一群青少年，自发地挨家挨户讲解埃
博拉知识。“我们想让外界知道，西点是一个不会再传播
埃博拉的美好的社区。”

在塞拉利昂的临时护理中心，孩子们在唱一首消除埃博拉
的歌曲。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听到孩子们唱得这么哀
伤，他们没有一丝笑容。这时，一个17岁的幸存者，尽管
他也有自己的伤痛，却走过去安慰这群孩子，陪他们一起
玩。

21岁的马马度（化名）感染埃博拉，在塞内加尔住院治愈
后，他回到自己的故乡几内亚，却获悉母亲和妹妹都死于
埃博拉，而他受到社区的孤立排斥。他毅然从大学退学，
自己成立非政府组织推动社区改变歧视。

这些像万花筒中彩色玻璃的一幕幕画面，汇集在一起带
给人们希望，我们可以改变埃博拉的肆虐，只要我们用双手
转动命运的万花筒。



重回校园

拉米（化名）的前额点上了朱砂，因为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一天。大概11点钟，孩子们聚集在校园里唱起了国歌，稚嫩的
童音因为激动而略微颤抖。

5月31日，地震之后的第五周，尼泊尔14,000名孩子终于
可以在临时学习中心重新开始上课。

当看见越来越多的同学走进学校时，马格拉（化名）不再
紧张地数数了，“我还以为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同学回来呢。
看上去似乎大家都来了，太好了。”

“老师们让我们感觉很安全，现在学校正计划做很多地震

安全演练的课程，”16岁的安其拉（化名）说。她的教室在学
校四楼上，教室在地震中被损毁了。“但是至少我们还能回到
学校。”

孩子们开始踢球或是做游戏，笑声和兴奋的尖叫声很快就
在学校里回荡。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当地教育部合作，还在继续努力帮助
所有的孩子尽早返回学校，同时确保安全的学习环境和对孩子
们的情感支持。

感谢您的无私帮助，当尼泊尔地震发生，我们才能够立刻
为孩子们提供紧急救援！

© UNICEF/PFPG2015-2841/Page

让更多受尼泊尔地震影响孩子重新展露笑颜



已开始为12.6万1岁以下儿童

提供维生素营养粉以补充营养

营养

为3千名重度营养不良患儿

提供营养治疗食品

然而，两次毁灭性地震导致还有98.5万孩
子无法返回校园。目前大概有7万五岁以下儿
童需要获得营养治疗。孩子们需要更多安全的
地方玩耍交流并获得心理疏导。

我们将继续提供救灾援助，同时支持尼泊
尔早期重建和恢复，您的持续帮助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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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和成果（截至到6月9日）

已采购140万美金后续物资

物资援助

已运送512公吨水环境卫生、

卫生营养和教育等相关物资

搭建65所儿童友好家园，

服务于1万名流离失所的孩子

儿童保护

将近9千孩子和超过2千父母

获得心理支持服务

超30万人获得饮用水

水环境卫生

超4.5万人获得卫生和洗手设施

超3千名五岁以下儿童

接种麻疹和风疹疫苗

卫生

为孕产妇和新生儿 

搭建15个安置点

搭建105所临时学习中心

教育

1.4万名孩子重新开始上课



把乡村幼儿园变成 
激发孩子们早期潜能

的儿童乐园
© UNICEF China/2014/Chen Tingting



全球相关研究表明，对3－6岁儿童创设有利于学习成长
的环境和开展精心设计的活动，能够激发儿童的好奇心，树立
在社会交往中的自信，为今后的人生旅程打下坚实基础。良好
的儿童早期教育能够充分发挥孩子的潜能，相反，不适合年龄
特点的机械学习会扼杀儿童的学习兴趣，对儿童的未来造成长
期的负面影响。

2010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提高儿童早期教育覆盖面
的政策规划，提出要在2020年以前普及学前教育。由此，幼
儿园入园率从2009年的45%增至2014年的70.5%，这四年多
以来新增了7.2万所幼儿园。

然而，在中国3－6岁的儿童中，有三分之二生活在农村
地区，很多孩子即便有幼儿园可上，幼儿园的条件也很有限，
老师接受的专业培训也比较少。满足贫困儿童早期教育需求的
挑战，并非仅仅来自能否建造更多的幼儿园，而是如何让最弱
势儿童享受到高质量的儿童早期服务。

2013年以前，对重庆忠县两万八千多名上幼儿园的孩
子，尤其是边远村镇的小朋友来说，在幼儿园很大一部分时间
是没完没了地背诵和抄写一知半解的生字和阿拉伯数字，或者
只是模仿老师的示范画。老师花很大精力维持秩序，孩子们很
少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去探索和尝试新的事物。

幼儿园几乎没有象样的儿童图书和玩具，有的就是小学淘

汰下来的桌椅板凳。比缺乏玩教具更严重的，是幼儿园缺少老
师，尤其是经过专业学前教育培训的老师。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五个欠发达地区的调研显示，当地农
村幼教教师的教学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学龄前儿童的
城乡差异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若想扭转这一趋势，避免农村儿

童早期潜能丧失，必须在教师培训方面做出更大投入。

让小朋友们快乐地游戏，在游戏中学习！

“项目使幼儿园老师的专业能力得到提升，幼儿园的环
境得以改善，孩子们的活动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重庆忠县
“爱生幼儿园”项目县级牵头专家周佑君告诉我们。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合作在西
部五省（市）开展“爱生幼儿园” 项目，希望能够改变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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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废旧物品自制玩具



园，把它创造成儿童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学习的
乐土，激发孩子们早期潜能。

• 我们编写适合学龄前儿童心理特点和成长规律
的教材，帮助教师摆脱传统的填鸭式的学习方
法。

• 制定《幼儿园安全友好环境建设指南》，对教
室、楼梯、食堂和厕所在内的场所制定具体要
求，让每个幼儿园都能提供温暖、安全、健康
的环境。

• 通过实地调研，根据各幼儿园实际情况设计培
训内容和形式，教导老师利用自然材料和废旧
物品自制玩具，组织以儿童为中心游戏为主的
教学活动。  

• 开发科学育儿网，并在农村地区设置电子信息
亭，帮助儿童照料者通过各种平台获取包括营
养、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在内的实用信息。

在中国有将近十四万所农村幼儿园，如果能
够让在园的4000万农村儿童接受到高质量的儿童
早期教育，那将会为他们生活带来多么令人欣喜
的变化。请和我们一起，把更多乡村幼儿园变成
激发孩子们早期潜能的儿童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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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各种活动区角环境

孩子们在室外手持
自制器具做早操

和老师一起学做手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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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网上银行均可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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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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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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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10）8531 2640，8531 2644或8531 2666
传真：（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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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