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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 2016———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不做表面文章，
静心修炼内功

翻过 2016 年最后一张日历，
人类迈进了 21 世纪的第 17 个年
头。 刚刚过去的一年对于中国的
慈善事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
义———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诞
生了第一部《慈善法》，中国的慈
善生态将以《慈善法》为框架不断
完善和优化， 开启中国慈善事业
理性、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芳草绿遍来时路。 蓦回首，
对青山。

踏着春风播种，伴着夏雨耕
耘，沐着秋光收获。 2016 年，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新增捐赠伙伴
50 多个， 年度公益总收入 4.57
亿元（最终数据以年报为准），其
中捐赠收入 4.27 亿元， 比 2015
年增长 12%，全年新增受益儿童
超过 500 万。

当瑞雪飘临时，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的同仁，虽有“蓦回首，
对青山”的喜悦，却不敢临窗把
酒，稍有懈怠。 因为更紧要的正
是回溯过往，梳理得失，筹谋新
一年的事业布局，以确定出发的
新基点和登攀的新高度。

主动融入精准扶贫国家战略

截至 2015 年底， 中国还有
12.8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和
550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果
2016 年减贫 1000 万人的目标得
以实现， 剩下的 4500 万贫困人
口无疑是贫困程度更深、减贫成
本更高、 脱贫难度更大的群体，
这一特征将随着贫困人口数量
的减少表现得愈发明显。 这说
明，中国实施精准扶贫的目标指
向将更加清晰，也说明实现“全
脱贫”的难度并不会和贫困人口
数量的减少构成线性关系。

一直有专家呼吁，要调动政
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中国的减贫事业。 公益学者王振
耀更明确提出：应该让公益慈善
组织扶贫机制化，把公益扶贫纳
入国家扶贫体制。

事实上，中国的慈善机构一
直在履行公益扶贫的社会责任。
中国儿基会的实践证明，公益扶

贫在指向清晰度、 行为自觉度、
供给响应效率、透明度和社会感
召力等方面，表现出与政府主导
的行政扶贫不同的特征。

公益具有天然的扶贫属性。
2016 年，中国儿基会的传统慈善
项目，如“春蕾计划”“儿童快乐
家园”“安康计划”“恒爱行动”
等，坚持以贫困家庭儿童、贫困
地区儿童、留守儿童、孤残儿童
为救助主体，保持了鲜明的精准
扶贫公益指向。

发起于 1989 年的“春蕾计
划”， 通过完善成熟的筛选和审
查机制，确保有限的慈善资金全
部以一对一方式，用于对因贫失
学、 辍学的女童实行精准救助。
2016 年，“春蕾计划”新增资助 15
万名贫困女童继续学业。

这一年，以关爱孤残儿童为
目标的“恒爱行动”共编织爱心
毛衣 7.8 万件，其中的 5.8 万件捐
赠给新疆少数民族儿童，持续着
内地与边疆贫困地区“百万家庭
亲情一线牵”的爱心传递。

“HELLO 小孩”于 2015 年年
底启动后，2016 年相继走进桐乡
苗寨、太行山区、陕北高原、震区
雅安、吕梁山区、秦巴山区、青海
玉树等贫困地区，走进遭受特大
洪涝灾害的冀鄂皖苏等省灾区，
全年在 112 个县发放“爱心套
餐”“应急套餐”5 万多份。

2016 年，中国儿基会在留守
儿童、流动儿童集中的贫困地区
新建“儿童快乐家园”327 个，
8311 名脑瘫、弱视、听障、白血
病、白癜风、血友病患儿得到“安
康行动”的救助，有效遏制了患
儿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除了持续实施的传统项目，
中国儿基会 2016 年启动的多项
公益计划，更加自觉地对接精准
扶贫国家战略， 效果也更为显
著。

2016 年 6 月 13 日， 在国家
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
等机构支持下，中国儿基会发起
“一家衣善”公益项目，在单位、
社区设置旧衣回收箱，市民直接
捐投，回收员定期收取.回收点分

拣后， 将能穿用的旧衣服清洗、
消毒、熨烫、封装，派送到有需求
的贫困家庭中。 这项公益活动构
思精巧，在有效帮扶贫困儿童家
庭的同时，传播了节约和环保理
念，推动这一理念成为人人可参
与的行动。“一家衣善” 已在天
津、黑龙江全面实施，效果令人
鼓舞。

扶贫并非慈善的全部外延，
但是在时下的中国，扶贫却是慈
善的第一要义。

迄今，“春蕾计划”累计受益
女童超过 345 万人次；“恒爱行
动”接收到恒源祥集团捐赠的毛
线 44 万多斤， 编织爱心毛衣 88
万多件，同时收到各界人士捐赠
衣物 78 万余件；“儿童快乐家
园”实施两年多，已在全国 29 个
省市自治区建设“儿童快乐家
园”680 个，受益儿童超过 60 万。

对于突发性公益需求，中国
儿基会实施的公益项目始终保
持着很高的供给响应效率。 2015
年， 他们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
为湖南邵阳“无妈乡” 建起了 8
个“儿童快乐家园”。 2016 年，我
国华北、华中、华东地区遭受洪
涝灾害， 当年秋季刚刚开学，灾
区的 4000 多名贫困家庭孩子就
收到了“HELLO 小孩” 发放的
“应急套餐”包。

正是因为持之以恒的坚持，
中国儿基会的公益项目发挥了精
准扶贫的规模效应， 成为中国扶
贫攻坚战役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面关照儿童健康成长

2016 年 7 月 25 日， 来自西
部 14 个省市自治区、13 个民族
的百名春蕾女童欢聚北京，参加
中国儿基会举办的“倾听花开的
声音———春蕾女童夏令营”，春
蕾计划促进女童教育特使彭丽
媛出席开营仪式，并参观了春蕾

女童成才事迹展览。 这是一次足
以让孩子们记一辈子、影响她们
一生的聚会。

人道主义救援和贫困救助
曾经是公益组织的初衷，并且至
今仍是公益机构的主旨责任，这
是“两急相权取其重”的时代性
选择。 但是，跟随人类进步的潮
流，当物资财富匮乏不再是对人
类的普遍困扰，应急救援和贫困
救助成为公益个案时，我们必须
思考，公益组织应该如何确定他
们的责任目标。

毫无疑问，关照人的全面发
展和人格完善，是公益机构更根
本、更长远的使命。

2016 年，中国儿基会的公益
视野不断向未来拓展，传统公益
项目在发展完善中逐渐拓展外
延， 统筹兼顾儿童心理健康、教
育、安全等关乎儿童可持续发展
的社会问题，新设立的公益项目
更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以助学为初衷的“春蕾计
划”经过 27 年的积淀，已经演进
为救助和帮扶困境女童的综合
性公益平台.除助学行动外，还有
资助贫困女大学生完成学业的
成才行动、对大龄女童进行技能
培训的就业行动，以及保护女童
安全的护蕾行动。 四个子项目的
救助内容虽各有侧重，但目标指
向高度相关， 且 27 年来一以贯
之。 其中，中国儿基会组织专家
编撰的“守护童年·春蕾计划护
蕾行动手册”已累计发放 200 万
套，仅 2016 年就发放 50 万套。

“儿童安全教育工程” 致力
于提高保护儿童安全意识，营造
关注儿童安全的家庭和社会环
境，防范儿童意外伤害。 2016 年，
中国儿基会联手爱心企业新捐
建 64 所儿童安全体验教室、安
康图书馆 17 所， 开展移动安全
体验活动 70 场， 帮助约 32.8 万
名儿童掌握了安全自护技能。

“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突破传统宣教模式，依托新兴科
技手段，研发并派送食品安全教
育资源包、儿童食品安全动手学
习盒，建立儿童食品安全移动体
验营，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中学
习掌握食品安全知识。 2016 年，
这一项目已在成都、上海、青岛
共 26 个学校、12 个社区落地实
施，受益儿童超过 8 万人。

“爱心书箱·书香中国”落实
习近平同志“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的指示，深入开展
家庭亲子教育活动。 基金会与有
关机构合作，发布《2016 年度中
国亲子教育现状调查报告》，聚
焦家庭亲子教育中的突出现象
和成因，并给出政策建议。 2016
年，中国儿基会与社区和学校联
合推广线下阅读，在电台、网络
等线上平台设立“亲子阅读故事
汇”， 吸引家长及学生 200 多万
人次参与亲子阅读活动。

2016 年 10 月 10 日，在第五
个“国际女童日”前夕，由全国妇
联主办，中国儿基会联合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凤凰网
公益频道等 10 家公益机构举办
“女童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就
营造男女平等社会环境、创造亲
情和谐家庭环境、铺实贫困女童
就学之路、 护航女童健康成长、
关心女童未来职业发展等问题
集思广益、建树理论、探寻路径，
并向全社会发出“女童与可持续
发展”倡议。

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社会变革期， 中国公益事业也正
经历着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蜕变
升级。实现中国公益事业现代化，
需要勇敢实践， 更需要对公益实
践的科学总结和理性归纳， 在科
学理论指导下，拓展公益内涵，健
全公益制度环境， 改革公益体制
机制，提高公益效能。

（下转 13 版）

参加“春蕾女童夏令营”的西藏代表在故宫跳起了舞蹈

青海玉树市结古镇甘达村“儿童快乐家园”的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