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健康快乐地成长，但在现实

中，有不少孩子因为贫困、残疾，或者是家庭监护缺失、监护不当而面临困境。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各地都出台了很多优抚措施，出钱出物，保障儿童权益。但是，由

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急需帮扶的孩子，却没能享受来自政府和社会的雨露。如何解决儿

童权益保障的‘最后一公里’，让他们过上正常的生活，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儿童主任’应

需而生。

村里有了“儿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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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是龙井村的“儿童主

任”，在这个岗位上她已经干了

三年多了。几乎每天她都要像这

样去到村里辍学以及患病残疾

的孩子家做家访。

在村里设置“儿童主任”开

始于 2010年，当时，在一些地方
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政府出

台了各种儿童福利和救助的政

策，但是，一些迫切需要这些政

策帮助的家庭和孩子对此却并

不知情。

政府不断给钱，社会福利

也不断地改善，但是老是到那个

村里有一个不衔接的这个环节，

怎么有一套机制才好，是不是

有一个常设性的，专职的这样

一个人员。

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

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提

议，在村里设置一个专职人员，

链接政府与百姓，把好的政策送

给有需求的儿童。起初，这样的

人被称为儿童福利主任。后来，

改称儿童主任。儿童主任，由经

过培训的村民来担任。

2010 年 5 月，民政部、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启

动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

目”，在五个省区十二县的 120
个村作试点，每个村设一名儿

童主任，建立组织开展活动的

“儿童之家”。

“你这孩子户口没办，来给

你办，你这补贴没有领给你领，

大病的怎么弄，报销，找谁，找儿

童主任，儿童主任到乡里，到县

里就给他办了，再一个你不吭声

你打孩子，虐待了，这事有儿童

主任，儿童主任就来教育了。”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

长王振耀表示。

2014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将设立村儿童主任、为村（居）儿

童提供福利与保护服务的做法

评选为全球“创新做法”并推广。

2015 年民政部将儿童主任
项目扩展到全国更大范围，2016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

保障工作的意见》发布，儿童主

任模式正式纳入我国儿童福利

保护事业发展战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
年，刘群担任了村里的儿童主

任。她所在的龙井村位于云南昭

通市镇雄县，镇雄县有困境儿童

34000多名，仅龙井村就有 100
多名困境儿童。

担任儿童主任后，刘群对

村里 1400 多名儿童的情况进
行了摸底调查，登记作表，发现

孩子们面临着的不同困难，需

要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问

题，刚做儿童主任不久的刘群

家访时了解到这样一对姐妹的

状况。

当时，姐姐小燕 15岁，妹妹
小倩 11岁，他们的父亲酗酒后
纵火烧了邻居房屋，被判刑入

狱，妈妈离家出走多年没有音

信。姐妹俩虽有叔叔监护，但享

有的低保已不能满足她们生活、

学习需求。

刘群立即向村镇政府组织

反映。根据国家政策，对于姐妹

俩这样的“遭遇突发性、紧迫性、

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家庭的儿

童”“实施临时救助时要适当提

高对儿童的救助水平”。有关部

门决定：在原有低保救助的基础

上，再给予她们临时生活救助，

直到父亲出狱。

“在老房子的时候，每次来

都给两个小娃娃做工作，她们每

次都对我说，大姑，刘老师又给

我送布娃娃了，这个月我们又得

到七百块钱了。”小燕小倩姑妈

表示。

2020年 6月底，姐妹俩的父
亲因病去世，母亲仍然没有音

信，姐妹俩成了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2019年，我国把这样的儿童
正式纳入了政府制度性救助体

系，给他们发放基本生活补贴。

2020年 7月，刘群为姐妹俩申请
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

补贴。

刘群协助姐妹得到了救助

补贴，姐妹俩的叔叔、姑姑主动

承担了抚养监护她们的责任，她

们的生活和学习得到了保障。

“我们到村社区去，发现有

这一类儿童是符合享受政策

的，他们的监护人根本就不知

道他们符不符合，他们不懂。但

是我们就要把这种消息传达给

他们的监护人，然后我再跟相

关部门去反映、去链接。”镇雄

县雨河镇龙井村儿童主任刘群

表示。

正是有像刘群这样的儿童

主任，像桥梁一样，连接着国家

政策和受助儿童，使儿童福利、

救助和保护的落实有了一种机

制性的保障，与此同时，他们也

发挥着对儿童监护的监督作用。

林绍军是四川成都金堂县

的一位儿童主任。这天，他到村

里小叶家家访。

小叶和母亲都是生活不能

自理的智力残疾人，靠父亲打零

工、姥姥姥爷种地维持着这个

家。几年前，在低保基础上，林绍

军和村里为小叶申请到了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这几年间，林绍军也

会不定时地做家访。

“我们来的时候，主要还是

来看这个孩子她的生活一个状

况，比如家里的人，对她照顾得

怎么样。”林绍军表示。

对林绍军来说，为她申请

到补贴，并不意味着儿童主任

责任的终结，林绍军格外关注

的是，她能不能真正享受到国

家为她发放的低保、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

林绍军表示：“国家给的低

保这个钱其实就是为了让这

个孩子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不

可能国家给了这个政策，也给

了这个补贴的资金，孩子在家

里还过得不好，那肯定就不行，

所以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一个

监督。”

除了发挥桥梁和监督的作

用，在日常工作中，儿童主任还

在为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传递

着生活关爱、精神关怀。

念念 12岁，是先天性脑瘫
患儿，她是刘群三年多来，走访

次数最多的一名困境儿童。

刘群三年多前第一次家访

见到念念时，她只能通过行走架

辅助走几步路，看她头发蓬松凌

乱，刘群就买来理发剪，给她理

发，刘群还教她读书识字。

念念母亲是残疾人，一家 5
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在井下挖煤。

为了给念念看病和康复训练，家

里负债累累。刘群为念念申请了

低保。2019年，得知镇雄县残联
和民政局组织残疾人去昆明进

行免费康复治疗，刘群又为念念

做申请到了去那里免费康复训

练三个月的福利，这对念念的康

复有很大帮助。

为了让念念能独立走路，

刘群还自学脑瘫患儿康复训练

方法。

刘群每周都会去看念念，念

念叫刘群为姨妈。家访三年多，

刘群看着念念慢慢地能放下拐

杖，缓慢走路了。

小明是林绍军最挂心的孩

子，他自幼失去父母，与爷爷奶

奶相依为命。一年前，小明出现

异常行为，林绍军立即向上级民

政部门反映，并亲自带小明去医

院做检查。诊断结果是：小明得

了抑郁症。

“前期很长一段时间，他表

达的更多的是绝望，然后不信

任，就是会感受到别人对他的不

信任，以及他对周边人的不信

任，然后心里面的那种难过没有

办法去调控，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那种难受。”成都云公益发展促

进会社工孙荣表示。

林绍军没有把小明的治疗

只看作是监护人的责任。他开始

链接各种社会资源：和小明的亲

戚一起想方设法督促小明按时

吃药治疗、请心理医生介入疏

导，还请了心理专业的社工长时

间地开导他、陪伴他。

孙荣是小明的主责社工，从

2019年 6月与小明建立联系后，
她几乎每天都要与小明交流，哪

怕只是 QQ上问句好。
林绍军还和小明的老师、公

益组织的志愿者等 16人建了一
个微信群。小明的病情和日常起

居，都牵动着他们。

孙荣专业的、长时间的陪

伴、交流，林绍军等众人的关爱

让小明逐渐恢复了对周围人的

信任。

一年多过去了，小明心理平

稳了，这让大夫都感到惊奇。

10年来，儿童主任的设置，
培养了一批熟知国家儿童政策、

了解儿童特点、关心孩子、热爱

孩子的基层儿童社会工作者。

“在做儿童主任之前，我特

别是在怎样关心关爱孩子这一

方面，完全是零，根本就不知道。

通过三年的儿童主任工作，使我

的世界都变得更加宽广，也学到

了很多东西，让我扮演了很多身

份，更让我回到了童年小时候那

种童真。”镇雄县雨河镇龙井村

儿童主任刘群表示。

做了 5 年儿童主任的林绍
军对儿童工作，也有了更多思

考。他看到很多儿童的变化都和

家庭的变故有关。为了更好给予

这些孩子针对性的帮助，林绍军

成立了由村企业老总、驻村民

警、村内教师、村医、村妇联主任

以及热心的村民组成的志愿者

队伍。

2019年，村（居）“儿童主任”
模式已在全国铺开。目前，全国

已有 66万多儿童主任，他们成
为守护儿童的专业化力量。

王振耀认为：“这一套社会

儿童社工体系，它其实是在儿童

福利和保护领域将会起到不可

替代的作用，我认为这对我们国

家的社会福利，儿童保护各方面

的工作都会产生出很大的促进，

其实我认为它会对我们的社会

治理体系也会产生出很大的促

进，也会提供大家很多启发，原

来很多社会矛盾，是可以通过社

会工作来进行调解，来从机制上

来进行缓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有意义的。”

设置村（居）“儿童主任”这

个创新性的机制，将对我国儿童

成长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作用。

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中国贡献

这个经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也

很有普遍意义。

随着儿童主任在全国推行，

持续提升儿童主任队伍的专业

水平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另外，在一些地方，儿童主任没

有得到充分重视，它还是一个没

有任何报酬的义务性岗位，我国

儿童福利与保护工作还面临不

少亟需解决的问题，比如校园霸

凌、性暴力及家庭暴力等，这都

需要持续努力！

（据央视《焦点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