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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童伴计划”是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5 年 10 月推出的留守儿童关爱项目。通过“一个人.

一个家.一条纽带”的模式，建立留守儿童监护网络，探索有效的留守儿童问题解决方法，

保障留守儿童权益，探索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保障的有效途径，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目前，项目与共青团四川省委、中国公益研究院、贵州省民政厅合作，覆盖四川、贵

州 2 省 11 个市（州）20 个县 203 个村，其中有 88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受益儿童近 10 万

人，收集并解决儿童需求 22000 余例，得到项目区政府和群众的欢迎、认可。 

四川省童伴计划项目于 2015 年 10 月启动，项目实施地点涉及四川 10 个县 100 个项

目村，分别为合江县、资中县、通江县、营山县、叙永县、汉源县、高坪区、通川区、南

江县和安岳县。2017 年 7-9 月，各项目村围绕“童伴计划”项目实施计划和要求，进行童伴

妈妈的月度家访、童伴之家定期活动开展和儿童福利需求解决。 

贵州省童伴计划项目于 2016 年 11 月启动，项目覆盖贵州省 10 个县 100 个项目村，

分别为七星关区、大方县、龙里县、荔波县、三都县、罗甸县、从江县、天柱县、瓮安县

和绥阳县。2017 年 7-9 月，各项目村围绕“童伴计划”项目实施计划和要求，进行童伴妈妈

的月度家访、童伴之家定期活动开展和儿童福利需求解决。 

2 项目区工作具体进展 

2.1 四川项目区工作进展 

2017 年 7-9 月，童伴计划四川项目区 100 位童伴妈妈共帮助儿童解决福利需求 4197

多例，包括协助儿童办理农村合作医疗 62 例，协助儿童户籍登记 113 例，协助申请大病

救助 86 例，临时救助 104 例，协助办理低保 94 例，具体儿童福利帮扶信息如下图所示： 



 

注：其他服务包括申请学前教育资助、两免一补、等等。 

2017 年 7-9 月，童伴计划四川项目区 100 位童伴妈妈共家访儿童 15164 人次，参加

童伴之家“情暖童心·相伴成长“ 等各项活动的儿童有 4.45 万余人次，家长达到 1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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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童伴妈妈日常走访 

7-9 月天气炎热，童伴妈妈在工作中没有丝毫懈怠，依旧按计划耐心地走访本村留守以

及各类困境儿童家庭。童伴妈妈的家访重点主要为：与孩子和照料人强调暑期安全问题，

宣传自我保护方法，提高孩子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了解孩子们的暑期学习与生活状况，督

促孩子们认真完成暑假作业，及时处理生活中的问题；了解孩子们入学情况，以及进入新

学期的新愿望。 

五里村的童伴妈妈走访困境儿童家庭 

天星村的童伴妈妈了解孩子心愿 

 

天元村童伴妈妈家访途中 

 

碓盘村的童伴妈妈辅导孩子作业 

 



2.1.2 童伴之家日常活动 

童伴之家为孩子们的日常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每到开放日，大量的孩子都兴致勃

勃地来到童伴之家，在此画画、读书、玩拼图玩具以及积木等。此外，童伴妈妈也经常结

合实际情况设计各类有趣的活动来丰富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促进孩子们之间友谊的形成。

童伴之家作为一方支持力量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利的帮助。 

 

 

钟坡村童伴妈妈带孩子做游戏 孩子们在童伴之家认真读书 

新桥村童伴之家日常活动 雨台村孩子们玩益智玩具 



2.1.3 童伴之家主题活动 

7-9 月孩子们基本都进入假期，暑期的安全问题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四川省各个项目村

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儿童经常遇到的危险开展“安全知识小锦囊”、“地震自我保护”、“预防

身体伤害”以及“保护自己”等主题活动。孩子们通过积极参与活动，模拟演练，强化了其安

全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的能力。 

针对夏季天气炎热，学生们可能去河边玩耍遇到危险，童伴妈妈开展防溺水主题活动

以此来提醒孩子们在玩耍时注意安全，并让孩子们学习到遇到危险处理的方法。 

 

各村开展“自我保护”主题活动 



9 月份，孩子们进入了新学年。学校的老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付出，以促进孩

子们身心健康成长。童伴妈妈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组织孩子们怀着感恩的心，通过制作手

工制作来表达对老师的敬意。 

防溺水主题活动开展 



 

 

 

 

 

 

 

 

 

童伴妈妈组织孩子们向老师表达祝福 



2.2 贵州项目区工作进展 

2017 年 07-09 月，童伴计划贵州省项目区 100 位童伴妈妈共帮助儿童解决福利需求

639 例，包括协助儿童办理农村合作医疗 243 例，协助儿童户籍登记 136 例，协助申请大

病救助 28 例，临时救助 118 例，协助办理低保 24 例，具体儿童福利帮扶信息如图所示： 

 

 

2017 年 07-09 月，童伴计划贵州项目区 100 位童伴妈妈共家访儿童 6939 人次，参加

童伴之家“情暖童心·相伴成长“ 等各项活动的儿童有 6.37 万余人次，家长达到 739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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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童伴妈妈日常走访 

2017 年第三季度，贵州项目区的“童伴计划”正常运行，童伴妈妈实地走访是其日常工作

的重点。童伴妈妈深入孩子们的家庭，耐心地与孩子以及照料人沟通交流，了解孩子们的

实际情况并通过各种途径尽最大的可能来解决孩子们的需求。 

 

 

 

 

洛香村童伴妈妈了解留守孩子学习 邦洞街道童伴妈妈日常家访 

高坪村童伴妈妈日常家访 拉片村童伴妈妈送给孩子小礼品 



2.2.2 童伴之家开放 

7-9 月，童伴妈妈按照计划开放童伴之家。童伴之家物资配备不断齐全，孩子们在这

里与小伙伴玩各种益智玩具，安静的阅读课外读物，相互去分享童年的欢乐。童伴妈妈也

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并组织新颖的活动来吸引孩子们到童伴之家嬉戏玩耍。 

 

 

 

 

 

 

新平村孩子开心玩游戏 坤地村孩子玩益智玩具 

七星关孩子们日常活动 红光村童伴妈妈和孩子过当地民俗



2.2.3 童伴之家主题活动 

7-9 月，各项目村按照计划以“安全教育”和“读书”为主题开展活动。童伴妈妈通过各种

宣传方式吸引孩子们积极的参与，并且利用当地的资源来充实活动的内容。在童伴妈妈生

动的讲解下，孩子们对生活中的安全小知识有了更深的认识。读书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

学习到读书的方法并明白读书的意义。 

 

 

 

 

 

童伴妈妈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阅读主题活动开展 



3 培训与督导 

2017 年 8 月 15 日至 19 日，童伴计划 2017 四川秋季培训会先后在汉源县、资中县、

高坪区、南江县开展。项目组邀请了成都市专家老师为童伴妈妈现场示范讲解了儿童活动

方案撰写、不同年龄段儿童活动组织技巧等内容，10 个项目县 108 名童伴妈妈和县项目负

责人参加培训。同时，督导组检查了县项目办的工作情况，规范其操作方法与步骤。今年，

南江县将童伴计划项目模式复制到了 15 个村，这 15 名妈妈也参加了培训会。 

 

 

 

 

秋季培训会召开 童伴妈妈积极参与培训活动 

童伴妈妈分享活动感受 专家耐心讲解各方面内容 



4 重要活动 

7-8 月份各大高校也进入暑期。各个院校组织学生志愿者来到童伴之家，与童伴妈妈

一起参与到童伴计划的日常活动。大学生志愿者不怕吃苦，不仅为孩子们设计丰富多彩的

活动，为孩子们补充课外知识，拓展视野，同时还耐心的跟随童伴妈妈深入留守儿童家里

了解孩子们的实际情况。志愿者的到来既丰富了孩子们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外界更多的了

解留守儿童的艰辛生活。 

 

 

 

不同组织的志愿者开展丰富的活动 

志愿者随童伴妈妈深入家访 



7-8 月，“我是童伴小导读”童伴计划夏令营活动在四川省南江县下两镇的 10 个村举

行，覆盖约 400 名农村留守儿童。针对留守儿童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欠缺沟通技能、心理关

怀、安全教育、素质教育等特殊问题，我会组织“小导读”夏令营活动，可以让孩子亲身去

体验故事的意义，更好地培养孩子们的导读技能，获得健康的成长。 

 

 

 

“我是童伴小导读”夏令营 



8 月 26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刘文奎秘书长到贵州省七星关区童伴计划项目村进行项目

监测考察，刘秘书长到童伴之家与儿童亲密互动，并到留守儿童家中进行探访，了解项目

效果。 

 

 

 

 

刘文奎秘书长在七星关区项目村监测考察 



5 项目的拓展情况 

截至目前，在现有的项目基础上，四川省团委将童伴计划项目又复制到另外 65 村，

巴中市南江县将项目扩展了 15 村，通江县扩展了 6 村，巴中市还计划明年将童伴计划项

目复制到全市的 50 个村。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新增 3 个项目村。毕节市七星关区参考童

伴计划项目模式，在全区所有街道建立 504 个“春苗乐园”，所有自然村寨建立 1503 个“心

晴家园”，让儿童福利服务和儿童保护覆盖全区。 

 

  



 

 

 

 

感谢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和公益宝贝爱心网商对童伴计划的大力支持！ 

感谢加多宝集团、敦和基金会、徐工集团、卡特比勒基金会、凯德集团、支

付宝爱心网友、淘宝充值公益随手捐爱心用户、善行者对童伴计划的支持！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西里 36 号南楼五层 (100086) 

中国扶贫基金会母婴项目部 

电话：010-62561633 

邮箱：tongban@fupin.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