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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人们同
为儿童发声

新版《Imagine》发布

2014 年 11 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了

全球传唱约翰·列侬经典歌曲《Imagine》的

活动，以纪念《儿童权利公约》诞生 25周年。

在中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期推出了以

这首歌的中文童声版为主题曲的宣传片《请

你听我说》。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背景

的孩子写下了他们纯真的心愿。

2016年 9月 23日，在第 7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全

球发布了新版的《Imagine》音乐视频，希望以约翰·列侬的这首经典歌曲唤

起人们对世界上处境最为艰难的儿童的支持，并为每一名儿童促进公平。

来自超过 140 个国家的数千名普通人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大使凯蒂·佩里、夏奇拉、朴雅卡·乔普拉、金妍儿、内马尔、

保罗·加索尔等知名人士参与了新版《Imagine》音乐视频的录制，其中也

包括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视频最后发出呼吁，为全球 5000 万名背井离

乡的难民和移民儿童寻求支持。

学生们演唱《Imagine》



想象儿童不再有逃亡之殇 想象世上所有的人，把美好一起分享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近 4000 名前往欧洲避难的

难民和移民儿童在渡海途中不幸溺亡。

“无论是溺亡海中的艾兰·库尔迪那幼小的遗体被海水

冲上沙滩，还是家园被毁后坐上救护车惊魂未定、满脸鲜血

的奥姆兰·达尼什，那一幕幕场景令世人震惊。”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雷克说，“每一个儿童的影像都

是数千万身处险境之中儿童的写照，我们必须为所有处于危

机中的儿童采取行动。”

从 2016 年初至 9 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在希腊、

塞尔维亚等地为 6.7 万移民儿童提供心理支持，帮助孩子们

接受教育；7370 余名儿童获得了婴幼儿喂养支持；在土耳

其为 5.2 万叙利亚移民儿童提供援助。同时，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支持政府完善相关政策，将移民和难民儿童纳入希腊等

国教育体系；针对儿童的需求，强化德国移民接待中心保护

标准。

2016 年 9月 24 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

新浪微博发布了新版

的《Imagine》公益视

频，众多明星、名人、

机构和媒体转发。截

至2016年 10月 13日，

该条微博转、评、赞

已超 6 万，视频播放

次数达 3366 万。

2015 年 9 月，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亲善大使夏奇拉在
第70届联合国大会可持续
发展峰会上演唱《Imagine》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致力于保护每个孩子的各项权利，并号召

所有人和我们一起携手努力，让孩子们拥有一个没有饥饿、没有

伤痛、没有战争的世界。请加入我们，让孩子们的美好生活

不再只是 Imagine（想象）！

艺术学校学生合唱团演唱《Imagine》



小情绪，大发展

“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唱歌跳舞时，你们是不是感到快乐和兴奋呢？

快乐和兴奋都是一种情绪。有时候，我们还会感受到另外一些我们不喜

欢的情绪。比如当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会感到担心和害怕。今天，

我们就来认识各种不同的情绪。”

这是 2016 年 9 月社会情感学习项目国家级培训，来自新疆疏勒县的

哈尼克孜校长给大家带来的一堂精彩的社会情感学习课。在课上，通过游

戏、音乐、情景表演等孩子们喜欢的活动，帮助学生体验情绪、识别情绪，

了解自己的情绪对自己行为的影响，以及自己行为对他人情绪的影响，学

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欣喜地看到我们项目学校的老师们都能上出一

堂精彩的社会情感学习课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项目官员王超说。



社会情感学习六维度
2011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共同开展

了社会情感学习项目，旨在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

他人和集体，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责任意识，建立

积极的人际关系，形成良好的情感和道德品质，促

进身心全面协调发展。

社会情感学习包括六个维度： 

·自我认知与自我管理
正确认识自己、相信自己、尊重自己；能调节自

己的情绪和行为，积极应对压力，理性控制冲动；

能建立适切的目标并持之以恒。

·他人认知与他人管理
识别和理解他人想法、情感和行为，尊重和接纳

他人，能够化解冲突，积极友善地处理并维持良好

的人际关系。

·集体认知与集体管理
有集体归属感和责任感，积极友善地对待各种社

会现象；能有效地与他人合作，并主动引领示范。

 良好社会情感能力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
集体和社会。具有良好社会情感能力的人，更有
可能成为高效的学习者，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
能更有效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幸福感更强，更
容易获得成功。

正确认识自己，向目标迈进
小斌（化名）是云南省剑川县金华一小的学生。他非常喜欢

唱歌，梦想成为歌手。有一次他在班级里唱了一首歌，却受到

了同学们的嘲笑。从那以后小斌失去了自信，不愿意再在人前

唱歌了。

班主任李老师发现这个问题后，通过社会情感学习课帮助小

斌重新认识自己、相信自己，通过设定小小的目标，一步步努

力朝大的目标迈进。

通过小斌的努力，他的歌声越来越受同学们喜欢，他也越来

活泼了。社会情感学习项目教孩子相信自己，一步步向目标迈进。

学生活动-分工合作



融入集体，改变从内而外
小雨（化名）今年十岁，在贵州省纳雍县读五年级。

由于父母都在外地工作，小雨寄宿在舅舅家里。她性格

比较内向，上课从不回答问题，课间也不跟其他同学出

去玩，就留在自己的座位上。

经过社会情感学习后，班主任周老师注意到她的变

化：“她自告奋勇地参加班干部竞选，学习成绩也是突

飞猛进。”

社会情感学习项目教孩子学会融入集体。“我会主

动去找同学们玩，原来有朋友是那么的快乐。”现在，

小雨再也不是那个蜷缩在角落里的的小女孩了，成为了

同学们的好榜样。

小雨变得爱和同学们沟通

理解尊重他人，学会沟通
九岁的小萍（化名）在重庆市忠县小学读书，是班主任张老师

的好帮手。有一次因为没完成作业，张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

评了她。从那之后，她就变得沉默寡言，跟张老师疏远了。

班上开展社会情感学习课之后，小萍理解了老师对她的批评，

主动找到了张老师解释没完成作业的原因。小萍说：“我学到了

有委屈就说出来，老师和同学就会原谅你，憋在心里会很难受的。” 

“我也意识到了我没有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没有把问题处理

好。”张老师也向小萍表达了歉意。小萍又变回了那个活泼可爱，

愿意帮助老师和同学的小姑娘。

社会情感学习项目不仅给孩子带来了变化，也使得老师发生了

转变，学会沟通与换位思考，师生关系更加和谐。

小萍和老师同学们一起户外做游戏



社会情感学习项目在中国

经过 2 年的准备时间，2013 年，社

会情感学习项目在重庆、贵州、云南、

广西和新疆五个西部省区的 250 所学校

全面实施。截至目前，项目开发了一套

完整的社会情感学习培训和教学资源，

培养了 100 多名省县级专家，组织了近

50 次大规模培训活动，直接培训教师约

2400 人次。 

2017 年社会情感学习课程将纳入项

目学校课表，12 万学生和 6000 名教师

将直接受益。同时，项目还推广至西部

地区 11 个非项目县的 275 所学校，预计

20 万学生和 1.3 万多名教师将受益。

接下来，我们将为父母开发社会情

感学习资源，指导父母怎样跟孩子沟通，

怎样促进孩子社会情感发展，并将通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让更多

的父母了解，让更多的儿童受益。有了
您的支持，未来我们将携手继续
推动儿童社会情感学习和心理健
康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

竹园土桥小学组织社会情感学习
之后，老师们画出了自己的愿景



暴力残忍的叙利亚冲突进入第六个年头，生活在阿勒

颇的儿童再次面临严重威胁。阿勒颇是叙利亚西北部重

镇，2016 年 7 月，该市连日受到狂轰滥炸，12 万名儿童

被困。当地儿童急需获得饮水、医疗和食物供给，在接受

教育上更是面临重重困难。

对于儿童而言，阿勒颇是世

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医生不够又缺乏医疗用

品，孩子们躺在医院的地板，却

无法得到医治。有位医生说，受

伤的儿童数量之多，他所在的诊

所已经无法悉数收治，只能看着

受伤最严重的孩子慢慢死去。每个医疗工作者都不愿意面对这

样的现实，却无能为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叙利亚发言人

基兰·德维耶描述了当地的情形。

新一轮的攻击和轰炸导致人道主义援助被切断，当地儿童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生活在炼狱中的孩子
在阿勒颇一家医院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叙利亚代表

汉娜·辛格见到了一个两月大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家在 3年

内 5经流离失所，最近的战争使她失去了爸爸和两个哥哥。

不久前，妈妈举起尖刀，刺向刚出生不久女儿的腹部。妈妈

说：“我把宝宝杀死，送她去天堂，总比待在地狱里好。”

汉娜从医生手里接过这个孩子，她百感交集：“抱着这

个孩子，我的心都化了，这就是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力
量总能击败残忍的现实。这个漂亮可爱的孩子正在恢复，

这是生命的奇迹。”

有生命就有希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继
续向阿勒颇实施人道主义救援，让孩子们远离
地狱般的生活。

活下去和未来，让阿勒颇
儿童的希望不再是奢望



修复“生命之源”

阿勒颇东部有十万多名儿童不得不靠污水为生。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驻叙利亚发言人基兰·德维耶说：“袭击摧毁了水泵站，人

们只能喝被污染的井水。很有可能爆发水源性疾病，这对于处于

危难处境的儿童，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下，一部分供水系统得以修复，四

分之一居民重新获得了清洁和安全用水。

不要让“希望之墙”坍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在阿勒颇援建了一所女童学

校。今年 2 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叙利亚代表汉

娜·辛格访问了这所学校。她说：“我不敢相信，孩

子们告诉我附近有狙击手，他们总是瞄准学生吓唬他

们。”所有的孩子要求建“一堵墙”来保护他们。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学校合作，建造了一面钢墙。学生

在墙上画上鲜亮的图案，称之为“希望之墙”。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与阿勒颇教育当局合作，

开办暑期课程和心理援助，确保流离失所的学生不会

错过教育。同时，我们也正在准备开发自我学习方案，

支持儿童继续学习，直到他们能够返回学校。



这些计划需要您的援助才能长久顺利地进行，

阿勒颇儿童的“希望之墙”和“生命之源”就在

你我的手中。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采取紧急行动，满足受难儿童最紧迫的需求。

·每天向阿勒颇西部运输饮用水400万升，紧急打井 70余口；

·为 7000位 5岁以下儿童和 1500位孕妇提供营养救助；

·援建3所儿科和孕产妇诊所，为18600多名儿童提供医疗服务；

·为 36000名儿童提供文具，恢复阿勒颇西部 23所学校。

我们还将持续关注阿勒颇地区儿童的生存、营养和教育。

·援建供水设施、打井、运输饮用水，确保当地饮水安全；

·提供卫生用品、开展卫生教育、建设卫生设施；

·预防和治疗 5岁以下儿童、孕妇及哺乳期母亲营养不良；

·为 5岁以下儿童接种疫苗；

·向医院和诊所提供基本药物和器械，保证医疗服务；

·设立“儿童友好家园”，提供社会心理支持；

·准备学习用品和自学材料，提供安全持续的教育服务。



记录“留守生活”的
孩子们

整整两天，她都在和动物对话

父母无奈缺失的童年时光

“小狗你真孤独，一个同伴也没有。你又要走啦？再玩一会儿嘛。”

她拍摄猪圈里的小猪：“小猪，好可爱，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有没有

在听我说话？” 

这是公益纪录片《180 台 DV 的故事》中的片段。苍溪县茶店小

学生孙小兵的父母在外打工，一起生活的爷爷奶奶要出门办事。整整

两天，独自一人的孙小兵拍摄的素材都是她和动物的对话。

大年三十，王康俊的妈妈抱着怀里的妹妹，回答他的问题：

“你们在什么时候会想我？”

“在下班的时候，上班的时候都会想。”

“城里好还是家里好？” 

“家里好”

“我长大了也要去城里吗？”

“想要你有更好的未来，你喜欢干嘛就干嘛，这个要看你自己。”

王康俊在苍溪县双田小学读五年级，父母在外打工，每年过年回

来一次。父母时时刻刻思念着留在家乡的孩子，但为了生计，为了

能给孩子更好的未

来，只能忍痛离开。

“父母在远方，
身边无爹娘”
成了这些儿童
童年生活的共
同主题。

孩子们摄像头中的部分画面

孙小兵镜头中都是她和
动物的对话

王康俊一直在拍妹妹，是
为了过年时给妈妈看，妹
妹非常想妈妈

春节过后妈妈要返城，张
林林的镜头一直追着妈
妈，舍不得放过任何一个
细节

*为保护隐私，《180 台 DV 的故事》中所涉及的姓名均为化名

曾晓纯连续四天拍摄的画
面只有这个池塘，晓纯的
父母两年没有回来了



一起为留守儿童带来温暖

留守儿童的关爱和保护需要全面的儿童保护的系统服务网

络。 2010-2015 年，我们与全国妇联合作，在云南省华宁县

开展社区儿童保护综合防治试点，建立社区儿童预防和保护三

级预警模式。

·在社区开展培训宣传，提高儿童看护人的监护能力。

·建立多级多部门监测预防，把儿童保护工作纳入到政府

工作考核指标中，推动学校、医生和邻里主动发现并报告高风

险个案。

·培训社区和有关机构工作者儿童保护的知识和服务能力，

在社区儿童台账中建立留守儿童专项，建立高危个案筛查、评

估、干预、转介和跟进帮扶机制。

《180 台 DV 的故事》中的孩子并不是个例，在

中国：

·每 10 名儿童中就有 4名受到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

·在部分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比例超过了

2/3

·约有 1800 万留守儿童每年甚至每两年只能在春节

见到父母

·约有 36 万农村留守儿童无人监护，31 万儿童的监

护人没有监护能力 

“留守”对孩子的影响包括教育、健康、营养、

情感等方方面面，它对于一个孩子的影响是长期甚

至是终身的。他们长期缺乏亲情关爱，变得孤僻、

抑郁，甚至有被遗弃的感觉，容易出现厌学、合作

意识差等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极端行为，容易遭受意

外和不法侵害。

《180 台 DV 的故事》

2014 年 8 月，由著名导演张艺谋义务执导的公益纪录

片《180 台 DV 的故事》发布。影片 90% 的镜头取材于四

川省苍溪县 72 所学校的 2000 多名孩子自己拍摄的录像素

材，他们用项目组发放的 180 台数码摄像机拍摄自己身边

发生的事情，前后历时六个多月。



关爱留守儿童迫在眉睫，也是我们
的责任

2016 年 2 月 4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在 2016 至 2017 年开展“合力

监护、相伴成长”为主题的农村儿童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在

2020 年以前逐步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

让农村留守儿童这一庞大的群体能从意见和专项行动的

落实中受益，我们将继续努力，也需要您的长期支持。

农村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一样，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

望，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请和我们一起，为缺少家

庭关爱的留守儿童提供保护和支持。

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支持于 2015

年 9 月召开专家讨

论会，将项目经验

进行分享，为《意

见》的起草提供框

架性建议。

2016 年 3 月 我

们支持民政部开发全

国留守儿童数据采集

系统，在村到国家逐

级建立动态监测和定

期更新的农村留守儿

童信息库。

2016-2019 年，我

们与民政部和全国妇

联合作，在江西，广西、

贵州、四川、云南和山

东等地留守儿童比较

集中的地区，继续开

展社区儿童保护项目，

让家长更好地对孩子

进行监护，保护儿童免

受留守造成的不良影

响和暴力侵害。

村干部和老师与留守孩子组成结对子，和家长保持沟通，帮

助家长对孩子进行监护。通过乡村少年宫和儿童之家，把心理

疏导融入主题文化和体育活动中，引导留守孩子以主角身份参

加，促进孩子们的同伴交流和团队配合意识。组织所有孩子过

集体生日，带给他们集体的温暖。开设亲情热线，让他们和父

母保持定期交流。在“给在外打工父母的一封信”活动中，落

梅小学的东文（化名）写道：“老师说我们应该学会自立。爸

爸妈妈我盼望你们回来，但你们还要挣钱供我和小弟读书，请

你们放心在外打工。爸妈我爱你们。”孩子们有了可以倾诉的

方式和依靠的人，变得更加积极乐观。

2016 年 -2019 年2016 年 3月2015 年 9月

孩子们在集体活动中积极自信

团体运动和游戏



卫生与营养及水
和环境卫生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