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5月15 日国际家庭日即将来临之际，创建幸福家庭活动迎来了十周年。 2011 年 5 月，原国
家人口计生委、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启动了创建幸福家庭活动。

十年来，创建活动始终围绕‘文明、健康、优生、致富、奉献’五大主题，以宣传倡导、健康促进、发
展致富为活动载体，开展了丰富多样的项目，引导全社会普遍重视和逐步解决城乡家庭面临的矛盾
和问题，促进完善我国家庭发展政策体系，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与广泛认可。

‘家庭的需要、社会的需求和政府的支持是我们能够把创建活动一直坚持下来的动力和源泉。 ’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宋宏云强调。

■ 本报记者 王勇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十年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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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家庭需求
聚焦五大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
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我国的家庭
在快速变迁，带来了一系列的问
题和挑战。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
胞， 家庭幸福是人民美好生活、
社会和谐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
基础。 家庭出现问题，经济社会
就难以发展。

“贫困问题、健康问题、养老
问题、出生缺陷问题和流动人口
问题，我们的家庭面临的问题亟
需解决。 ”宋宏云表示。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成立于
1987年，基金会的宗旨是“增进人
口福利，促进家庭幸福”。 基金会
成立后在家庭建设方面做了大量
的工作，同时也发现了很多问题。

“通过大量的调研把这些问题梳
理出来之后， 我们一直在思考能
做的是什么？ ”宋宏云表示。

2010 年 9 月，第十届全国政
协副主席、时任中国人口福利基
金会会长王忠禹在吉林考察“幸
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
及“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活动”情
况时提出，要求中国人口福利基
金会通过开展“创建幸福家庭”
活动来推动人口计生事业持续
健康发展。

当年 11 月初至 12 月底，中
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调研、论证
基础上，形成了《创建幸福家庭
活动可行性报告》和《创建幸福
家庭活动项目书》。

2011 年 5 月 4 日，原国家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计划
生育协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共同发布了创建活动开展的第
一份指导性文件———《关于开展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试点工作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中第一次明确了创
建活动的“五大主题”， 即：“文
明、健康、优生、致富、奉献”。“三
大活动”，即：宣传倡导、健康促
进、致富发展。

王忠禹将“五大主题”概括为
“三实二虚”，其中“健康、优生、致
富”，客观具体、实实在在；“文明、
奉献”，注重品德修养、追求高尚。

《意见》明确提出：文明是幸
福家庭的道德追求；健康是幸福
家庭的基础条件；优生是幸福家
庭的希望所在；致富是幸福家庭
的重要保障；奉献是幸福家庭的
价值体现。

此后十年， 创建活动的主要
任务从围绕计划生育政策导向问
题到聚焦家庭发展， 再到以健康
家庭建设为重点， 不断回应着中
国家庭发展需求的变化，但“五大
主题” 始终如一，“家庭幸福是我
们的终极目标。 ”宋宏云强调。

一委两会共建
保障活动实施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涉及到
每个家庭，保障活动的开展需求
强有力的机制。

2011 年 6 月 28 日， 在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会长会上，时任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李斌在讲话中，正式提出了创

建幸福家庭活动要坚持“一委两
会”领导机制，即在开展创建幸
福家庭活动中，“人口计生委牵
头，协会和基金会做主力”。

“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政府
指导，我们才不会走偏。 不论在
项目推动、执行倡导方面，还是
在公共政策完善方面，政府都是
强有力的。 政府关注的难点和痛
点， 我们去解决， 才能事半功
倍。 ”宋宏云强调。

十年间，“一委两会” 中的
“一委”经历了两次改革重组，从
最初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再到“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机构设置在变，但对创建
活动的支持和重视始终没变。

“一委两会”中的中国计划
生育协会， 是中央管理的 22 个
群团组织之一。 协会已经建立起
了一张覆盖城乡的组织服务网
络， 拥有近 100 万个基层组织、
9400 多万会员。 目前，其职能重
点已经从“控制人口数量”调整
为“提供家庭服务”。

“协会的网络体系可以使我们
的项目能够抵达到每一个社区，直
至每一个家庭， 使项目能够落地，
而不是浮在上面。 ”宋宏云表示。

“一委两会” 中的中国人口福
利基金会则主要承担了资金募集
和项目管理的任务。“作为具有公
募资质的基金会，在动员社会资源
方面有先天优势，我们积极动员企
事业单位、社区共同参与进来。”宋
宏云表示，“此外，项目设计和项目
管理是基金会的长项。 ”

2012年 7月， 创建幸福家庭
活动捐赠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获捐资金
500万元，价值 500万元的衣物和
1000台医用综合蓝氧治疗仪。

与此同时，基金会在项目执
行过程中， 通过不断的调研、验

收、评估，还可以为完善家庭福
利和家庭健康方面的政策提供
支持和依据。

“一委两会”组织架构的确
立，从根本上保证了创建活动的
健康、持续发展。

除此之外，创建幸福家庭活
动经审定以后还获得了财政部
的资金支持，十年来，基金会累
计获得拨款 5741 万元， 有力地
支撑了创建活动的实施。

从试点到全面开展
创建有章可循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
务，“一委两会”在创建幸福家庭活
动中采用了分阶段实施的策略。

2011 年 5 月 7-8 日，创建活
动在吉林长春召开全国试点工作
会议，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自此正
式启动。 首批确定的试点城市共
32 个，到 2013 年，试点市数量就
增加到了 140个。“地方的呼声很
高，都在申请。 ”宋宏云表示。

2014 年 5 月 19 日， 原国家
卫生计生委下发《关于全面开展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的通知》，标
志创建活动由试点转为全国范
围全面开展。

2015 年，在对创建活动进行
评估总结的基础上， 原国家卫生
计生委、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下发《关于建立
全国创建幸福家庭活动示范市的
通知》，决定在全国建立一批创建
幸福家庭活动示范市，通过引导、
示范，鼓励基层探索创新，推动创
建幸福家庭活动持续健康发展。
当年 12月，首批创建幸福家庭活
动示范市被命名并授牌。

2016 年 5 月，在国际家庭日
主题宣传活动上，“幸福家庭推
选活动”正式启动。 经各地逐级
推选，全国最终产生 100 个“幸

福家庭”。 2018 年，“第二届全国
幸福家庭推选活动”再次启动。

项目不断推进
幸福家庭遍地开花

为了推进创建幸福家庭活动
在各地的开展，2012年，中国人口
福利基金会在原国家人口计生委
南京人口国际培训中心举办了三
期“创建幸福家庭活动试点市
（区、 州） 所辖县级人口计生局
（办）局长（主任）专题培训班”。 此
后每年都会举办培训班、研修班。

据宋宏云介绍， 培训的课程
非常丰富，聚焦家庭贫困、健康、
建设方方面面，对政策进行宣讲，
以形成统一的认识， 让大家更加
重视家庭建设，“这两年我们更进
一步，把培训落到了社区”。

与此同时，“三大活动”也在
不断实施。

在宣传倡导方面， 各城市围
绕婚育文明、 人口文化建设以及
幸福家庭评比表彰等内容开展丰
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幸福家庭中
国行”“中国幸福家庭论坛”“国际
家庭日活动”“答谢日” 等活动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在健康促进方面，发挥人口
计生公共服务网络优势，突出生
殖健康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等重
点服务项目， 推进乳腺健康宣教
诊治中心项目， 落实育龄妇女宫
颈癌防治行动， 受到群众普遍欢
迎。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还在大
病救助、健康知识普及、小药箱发
放、 流动人口健康管理等多个方
面实施了项目，进行了研究。

在发展致富方面， 扎实推进
“幸福工程”“生育关怀行动” 等项
目，结合当地就医、就学、就业及养
老保障， 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对
贫困家庭在生活上“扶贫”在能力
上“扶技”，在思想上“扶志”。

随着创建活动的不断深入，
产生的成效逐步显现出来，一大
批幸福家庭涌现出来。

云南昆明的马火仙夫妇近
二十年如一日， 照顾年迈的母
亲，用持久的孝心和爱心营造了
一个温馨幸福的大家庭。

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格日勒玛
和丈夫阿拉坦巴根两人恩恩爱
爱、互勉互励，勇敢大胆地创业，
探索普通牧民想不到的民族发展
大事业， 不仅拥有了幸福和睦的
家庭， 也成为了呼伦贝尔草原上
名副其实的民族企业家……

通过全国幸福家庭推选活
动， 这些家庭被更多家庭所了
解，以榜样的作用，进一步推动
了创建活动在各地的展开。

响应时代号召
以新理念引导家庭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
的人口环境不断变化，新的家庭
问题开始出现。 家庭的需求就是
创建活动的需求，创建幸福家庭
活动的任务因此而不断丰富。

2019 年，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人口家庭司的指导下，中国人口
福利基金会组织实施了“创建幸
福家庭活动—社会组织参与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能力
建设项目”， 以支持和引导社会
组织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
扶助关怀服务。

2020年，项目点扩展到 13省
20个城市，覆盖东北、西北、华北、
华中和西南地区。 两年来共为
6841 户、9425 位失独老人提供服
务，稳定帮扶 1200 余人，完成了
《社会组织参与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扶助关怀能力建设项目调研报
告》《社会组织参与失能失独老人
扶助工作报告》《社会组织对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服务能力
指标体系研究报告》。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
家庭的基本功能和人民群众的
美好追求没有改变，党和国家重
视家庭发展、满足健康需求的标
准更有提升。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
将如何发展呢？

2020 年 10 月， 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办公室、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
布了《关于开展以健康家庭建设
为重点深化创建幸福家庭活动
的通知》， 提出创建活动要围绕

“健康家庭建设”开展工作，明确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纳入健康中
国建设总体部署，并成为健康中
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任
务包括六个方面，分别是：提高
家庭成员的健康素养、培养健康
文明的生活习惯、营造清洁卫生
的家庭环境、构建温馨和睦的家
庭关系、加大困难家庭的扶助力
度、营造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

家庭发展涵盖了经济、社会
的方方面面，触及婴幼儿、青少
年、妇女、老年人、其他家庭成员
等各类人群。 提高家庭发展能力
是未来中国发展必须长期重视
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走过十
年的创建幸福家庭活动不会停
止，还将持续、深入、全面地开展
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