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为乡村儿童
提供更多支持和陪伴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目前在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儿童群
体在成长及教育过程中仍面临
较为明显的差距。“最大的差距
是公共福利方面的差距。 相较于
城市，我国农村地区的公共教育
资源和设施还是比较差的，另一
个明显差距则是师资力量上的
差距。 ”

王振耀表示，除了城市和农
村之间的差距，不同农村地区之
间的差距也比较明显。 在这个大
背景下，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是
不够的， 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
需要借助更多社会资源。 如果广
大的公益组织能够联合起来，通
过各自的平台资源进行创新，对
儿童公益来说将是一个非常有
利的促进。

2018 年 7 月， 字节跳动公
益、 壹基金与贵州省慈善总会
三方合作，在贵州省开展“益童
乐园”公益项目，希望整合社会
力量和公益资源， 探索解决农
村留守儿童及困境儿童面临的
课外教育、 身心安全和社会融
入等问题。

一年后，三方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 计划用 3 到 5 年时间，在
贵州 356 个易地扶贫搬迁县城
安置区逐步建立“益童乐园”。 截
至 2021 年 5 月，“益童乐园”在贵
州已覆盖 108 个社区，累计服务

乡村儿童 75 万人次。
“益童乐园”不单单是为乡

村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
课外空间，其在心灵陪伴及成长
支持方面更发挥了巨大的价值。
常年在外打工的高锦萍夫妇，只
能将孩子留在老家跟奶奶一起
生活。 一年之中很难见到孩子几
次，成为她和其他外出务工人员
共同的心病。

该项目的出现让很多家长
感到有了救星：“以前孩子在家
里只有老人陪伴，除了写作业就
是看电视或者玩手机， 非常孤
单。 在益童乐园，不仅有老师辅
导孩子功课，还经常有丰富多彩
的游戏和其他活动。 更重要的
是，孩子们可以和同龄人一起学
习、玩耍，这对他们的成长来说
是非常有意义的。 ”

为更好地服务乡村儿童，今
年六一， 字节跳动公益宣布对

“益童乐园”项目进行升级。
六一当天，字节跳动公益联

合大力教育以及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公益研究院共同发布一项
乡村儿童教育公益计划———“益
童伙伴计划”， 计划在未来三年
研发 15 万分钟优质课外内容，
预计覆盖 1000 个社区站点，服务
10 万名乡村儿童。

北京字节跳动企业社会责
任部总监曾华表示，“益童乐园”
运行三年来，他发现孩子们对于
高质量的课外素养内容需求越
来越大。“基于此，字节跳动公益
发起益童伙伴计划，希望充分发
挥字节跳动旗下平台的内容优

势，携手更多公益伙伴搭建一个
全面丰富的资源共享平台，为更
多乡村儿童提供感兴趣的优质
课外内容。 ”

多方参与才能形成合力

今年 4 月，字节跳动员工公
益志愿者为“益童乐园”五个站
点的孩子们开展了“我的家乡”
素质教育课程，让孩子们进一步
了解自己家乡的语言文化以及
发展变化情况，同时也让孩子们
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 在贵州省
开阳县站点，孩子们上完课后主
动在墙壁上绘制了贵州地图，表
达对家乡的热爱，也方便更好地
认识家乡。

事实上，作为除家庭和学校
之外的活动场所，“益童乐园”带
给孩子们的改变不仅仅是知识
层面，更重要的是在心理和精神
层面。

贵州省榕江县定威水族乡
有一所寄宿制学校，学校里有很
多留守儿童。 考虑到这一情况，
学校主动引入了“益童乐园”，为
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课余空
间。 站点专职工作人员杨老师通
过观察发现，学校里有一个叫小
贝的女孩总是一个人待在角落，
也不跟其他同学玩耍。

经过慢慢接触， 杨老师了
解到， 小贝的爸爸妈妈常年在
外打工， 她从小跟爷爷奶奶生
活。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她
以为自己被父母抛弃， 以至于
产生深深的自卑感，觉得所有人

都不喜欢她。
了解这一情况后，杨老师邀

请她来“益童乐园”参加活动。 从
一开始站在角落里静静观看，到
后来开始参加游戏，小贝逐渐变
得开朗活泼， 主动接纳同学，结
交朋友。 现在，小贝已经成为班
级课余生活“领导者”，在各方面
表现得都很好。

《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
报告 2021》中提到，我国经济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与此相适应，我国儿童
福利保护体系建设也进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十三五”期间多项
指标快速增长，其中，城乡社区
儿童之家建设平均年增长率达
到 25%。王振耀表示，开展以社区
为本的儿童综合服务，能够解决
乡村儿童面临的课外陪伴与成
长支持难题。

“益童伙伴计划的发布会
给儿童社区教育带来创新和改
变。 ”王振耀表示，“因为首先其
是依托字节跳动强大的技术平
台，而且字节跳动已经联合壹基
金等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做出
了一些成功的探索，项目拥有良
好的社会基础。 现在儿童保障体
系越来越完善， 在此大背景下，
公益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加入能
够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合力。 ”

据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
会秘书长李涛介绍， 首批加入

“益童伙伴计划” 的公益机构有
九家，包括壹基金、西部阳光、真
爱梦想、爱小丫、青爱工程、佰特
公益、情系远山、中国扶贫基金

会等。 字节跳动公益将捐赠“线
上线下双师教学系统”等远程教
学设备，电脑、投影仪等便捷办
公设备以及积木玩具等活动教
具。 项目还会根据孩子的实际需
求，提供软硬件升级服务。

此外，该项目还邀请了 21 世
纪教育研究院等机构提供专业
的学术支持， 字节跳动旗下抖
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等平台
上的一些优质内容创作者也将
参与其中， 包括“李永乐老师”

“模型师老原儿” 和“植物人史
军”等，共同研发优质内容。

像打造产品一样打造公益

字节跳动高级副总裁 、大
力教育 CEO 陈林表示，字节跳
动的教育公益理念是“像打造
产品一样打造公益”，希望更多
机构和个人加入益童伙伴计
划，“一起让孩子看到更大更美
的世界”。

据记者了解，作为项目的联
合发起方， 大力教育将在产品、
技术、工具等方面提供支持。

陈林谈道， 大力教育旗下
产品瓜瓜龙将利用“动画+真人
老师”形式，配合互动练习，提
升、激发乡村儿童学习兴趣；清
北网校将提供素养类、 学科拓
展类等内容， 并为乡村教育一
线老师提供课件及专业培训；
学浪将会为公益内容提供免费
的平台工具支持， 并招募更多
的老师参与进来。 此外，大力教
育还将在“益童伙伴”站点开设
“大力学习角”， 定期开设直播
或录播课。

不过，我国农村地区地域广
阔，且各地发展情况和风俗习惯
等都大不相同。 如何才能让项目
顺利落地并产生预期效果？ 如何
才能保证公益资源发挥最大价
值，为当地带来积极改变？

王振耀建议，下一步，项目
应考虑和政府当下的儿童保护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一套密
切的合作机制。 同时，他还建议
认真规划公益项目和专业知识
体系、专业人才的对接，研究基
层和社会需求。

在他看来，中国的农村社区
其实是很开放的， 以社区为本，
首先就要给社区足够的尊重，尊
重当地的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
此外还要善于和社区文化传统
结合。 其次，要善于发现老百姓
的需求， 开发老百姓的需求，把
项目和大家的生活联系起来。 第
三，社会组织要善于把自己做的
事情纳入基层治理体系。

“只有这样做，我们的公益
项目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得
到政府认可， 推动起来也会很
快。 我相信益童伙伴计划会对儿
童社区教育带来一些积极影响
和改变，甚至创造出一个特色的
儿童社区教育知识结构模型。 ”
王振耀表示。

2020 年 11 月 23 日，益童乐园第 100 个站点正式揭牌 � � 在其他同学快乐地玩耍时，小贝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角落，“留
守儿童”的身份让她感到自卑（图片来源：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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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益童乐园”到“益童伙伴计划”

多方联动为乡村儿童提供更多服务 ■ 本报记者 皮磊

� �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六一’有点特殊。
当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始施行，其中新增并完善了多项规定，吸纳了近年来国家发布的

一系列未成年人保护司法新规定的理念与制度探索，有效回应了社会关切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迫切需求。
同一天，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 2021》。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在未成

年人保护、儿童福利、儿童健康、儿童教育等多个领域均取得显著进展。报告提到，‘十四五’时期将是推进我国儿童福利与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大历史机遇期，也是开启未成年人保护新格局元年。

对于广大公益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来说，这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期。 近年来，公益组织在提升儿童福祉、儿童心
理关爱和陪伴、儿童素养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政府力量的重要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