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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约 4000 万贫困儿童、902 万留守儿童。为全面掌握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信息，获取并向上传递儿童需求并递送儿童福利服务，中

国扶贫基金会在2015 年10 月联合公益组织、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爱心企业，

推出了留守儿童关爱项目——童伴妈妈项目。 

童伴妈妈项目通过建立“一个人·一个家·一条纽带”的模式, 以“童伴妈

妈”为核心，以“童伴之家”为平台，建立留守儿童监护网络，并探索农村留守

儿童福利与权益保障的有效途径，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目前，项目覆盖四川、贵州两省 11 个市（州）20 个县 213 个村（其中有

100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覆盖儿童近 10 万人，收集并解决儿童福利保障需求

3.3 万余例，参与童伴之家活动的儿童达 47.1 万余人次，家长达 10.9 万余人次。

2018 年童伴妈妈项目还将覆盖罗霄山片区江西的 10 个县 100 个村和乌蒙山片

区云南的 4 个县 40 个村。 

2.项目进展 

2018 年 1 月-3 月，四川、贵州项目区围绕童伴妈妈项目实施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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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解决儿童

福利需求 8245例，具体帮扶信息如下图所示： 



 
并对云南乌蒙山项目区的“一个人，一个家”进行考察，且召开县座谈会。 

2.1 四川项目区工作进展 

1-3 月，童伴妈妈项目（四川）覆盖了 7 市 10 县 100 个村，参加童伴之家

各项活动的儿童有 4.18 万余人次，家长达到 1.02 万余人次。协调解决儿童福利

需求 4696 例，主要包括接收其他服务包括为儿童申请两免一补、提供心理辅导

等服务，以及协助办理新农合，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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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伴妈妈四川、贵州项目区第一季度儿童福

利解决状况

协助返校儿童数 协助办理新农合儿童数

协助办理孤儿生活保障数 协助户籍登记儿童数

协助大病救助儿童数 协助办理低保儿童数

协助申请临时救助儿童数 协助服刑人员子女帮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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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项目区儿童福利帮扶信息统计（2018.1-

2018.3）

协助返校儿童数 协助办理新农合儿童数 协助办理孤儿生活保障数

协助户籍登记儿童数 协助大病救助儿童数 协助办理低保儿童数

协助申请临时救助儿童数 协助服刑人员子女帮教数 接收其他服务的儿童数



2.1.1 童伴妈妈日常走访 

童伴妈妈的日常走访是童伴妈妈项目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按照项目要求，

2018 年第一季度，童伴妈妈定期入户走访，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了解孩子们的生

活、健康、心理、学习等状况，及时了解孩子们的需求，并根据其需求给他们提

供全方面的服务，为孩子送去关怀，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叙永县三斗米村童伴妈妈家访 资中县五四村童伴妈妈辅导孩子做作业 

安岳县画青村童伴妈妈家访 

 

叙永县红星村童伴妈妈（带新春礼物）家访 

 



2.1.2 童伴之家日常活动 

童伴之家是童伴妈妈的工作阵地，也是开展各种类型的儿童福利服务和儿童

活动的场地。童伴妈妈通过在童伴之家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升了孩子的团队

合作能力和沟通能力，充实了孩子们的头脑与生活，还给孩子们提供了与家长聚

在一起活动的机会和场所，进而让孩子和家长体验“家”的温暖，在项目开展中

发挥着重大作用。 

 

通江县毛裕乡童伴之家剪纸活动 合江县回洞桥村童伴之家日常活动 

叙永县天元村童伴之家开放日游戏 

 

安岳县画青村孩子们学做理发师 

2.1.3 童伴之家主题活动 

2018 年 1月到 3 月，四川项目区各县纷纷开展了以“牵手过大年”、“春节”、

“感恩”、“童年”为主题的活动，在“春节”主题活动中，童伴妈妈和孩子们通

过文艺汇演、运动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一起欢度春节。在“感恩”主题活动



中，孩子们在妇女节通过绘画、手工等方式感谢童伴妈妈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孩子们在“雷锋住我心，童伴齐践行”的活动中通过实践活动去传递爱心、传递

正能量，孩子们在“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活动中以书信方式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表达了对父母的关爱之情。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安全卫生意识，童伴之家也陆续展开了“防治流感”的主

题活动和“安全知识”的主题活动。 

 

叙永县天元村“春节”主题活动 安岳县雷坡村“学雷锋”主题活动 

资中县三河村““防治流感””主题活动 叙永县三台村“安全知识”主题活动 

2.2 贵州项目区工作进展 

2018 年 01-03 月，童伴妈妈项目（贵州）覆盖了 4 市 10 县 113 个项目村，

参加童伴之家各项活动的儿童有 1.98万余人次，家长达到 3300余人次，帮助解

决儿童福利需求 3549 例，具体儿童福利帮扶信息如下表所示： 



 

 

2.2.1 童伴妈妈日常走访 

2018 年第一季度，贵州项目区工作照常进行，童伴妈妈的日常走访是其中

一项重要的工作。本季度童伴妈妈按照项目要求耐心走访各留守及其他有困难的

儿童和家庭，关注孩子们的生活和心理状况，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提供帮助。童

伴妈妈的日常走访在一定程度上也助力了孩子们能更好地成长。 

 

荔波县威岩村童伴妈妈家访 大方县龙井村童伴妈妈家访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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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项目区儿童福利帮扶信息统计（2018.1-2018.3）

协助返校儿童数 协助办理新农合儿童数 协助办理孤儿生活保障数

协助户籍登记儿童数 协助大病救助儿童数 协助办理低保儿童数

协助申请临时救助儿童数 协助服刑人员子女帮教数



荔波县菇类村童伴妈妈家访 从江县方良村童伴妈妈家访 

2.2.2 童伴之家开放 

1-3 月，各童伴之家运行良好，有序开放。在设施越来越齐全的童伴之家，

在童伴妈妈的带领下，孩子们搭积木、下棋、做手工、玩游戏等等，玩得不亦乐

乎。童伴妈妈还会根据本地条件，设计有趣的活动带孩子们参加。在童伴妈妈的

精心照料和孩子们的积极参与中，童伴之家活动已开始成为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孩子们的成长中起着助力作用。 

 



荔波县大土村童伴之家拼图活动 罗甸县平岩村童伴之家绘画活动 

三都县红光村童伴之家堆积木活动 从江县新平村童伴之家开放日游戏 

 

2.2.3 童伴之家主题活动 

1-3 月，童伴妈妈开展了“春节”“感恩”主题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课外

生活，拉进了亲子距离，也通过实际行动提升了孩子们的道德品质和体验传递正

能量的快乐。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童伴妈妈开展了“童伴乐成长、新年享欢畅”主题活

动。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吸引了许多孩子和家长参与。此次活动，让大家在喜悦

中欢度春节，并能传递爱心。 

 



  

天柱县“童伴乐成长、新年享欢畅”主题活动 

 

三月是温暖的月份，不仅有暖人的阳光，还有所有女性共同的节日---妇女

节 。童伴之家本月的活动是以感恩为主题，孩子们通过绘画的形式表达对童伴

妈妈的感情以及自己对未来的愿望。童伴妈妈在收到孩子们为她们亲手做得画，

都十分感动。孩子们用稚嫩的字体甚至夹带着拼音，写出了对童伴妈妈的爱。 

 

荔波县拉片村“感恩”主题活动 



2.3 考察云南乌蒙山项目区 

3月 28日至 31日，童伴妈妈项目组赴云南省彝良县、永善县、会泽县对童

伴之家的选址和童伴妈妈候选人进行考察，并通过与各县民政、教育、公安等相

关部门召开座谈会，沟通其在项目一条纽带上的职责与作用。 

 

彝良县童伴妈妈项目座谈会 

 

永善县童伴妈妈项目座谈会 

 

会泽县童伴妈妈项目座谈会 

 

永善县溪洛渡社区考察 

3 重要活动 

3.1 启动童伴妈妈项目罗霄山、乌蒙山片区 

2018年 1月 16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童伴妈妈项目进展发布暨罗霄山、乌

蒙山片区项目启动仪式”在京成功举行。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福清、

江西慈善总会副会长朱和平、云南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陈强、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玉荣、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长江以及来自云南



省、江西省地方政府代表，关心与支持童伴妈妈项目的爱心企业代表、机构代表、

媒体代表近百人参与了此次活动。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中国扶贫基金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中国扶贫基金会助理秘书长秦伟共同参加了活动。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福清致辞 

 

中国扶贫基金会助理秘书长秦伟介绍童伴妈妈项目进展及未来规划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长江分享童伴项目的故事 

 

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云南省民政厅、江西省慈善总会共同签署项目合作协议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福清（左 3）、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

高玉荣（右 2）、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右 3）、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刘文奎（左 2）、江西慈善总会副会长朱和平（右 1）、云南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陈强（左

1）共同撒下爱的源泉 

 

 

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总结发言 



3.2 社会宣传与倡导 

3.2.1 送福袋，温暖更多的孩子和家庭 

2月 1日至 6日，春节前夕，美赞臣为荔波县派送新年福袋。尽管天气寒冷，

但各项目村童伴妈妈克服困难，有的步行，有的骑摩托入村入组入户派送福袋，

将新春的祝福送到孩子们的手中，让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感受到爱心企业的关爱，

让这个冬天不再寒冷。 

荔波县项目办组织各项目示范村开展福袋派送活动 

2月，苏宁集团向贵州三都县项目村的儿童捐赠新衣，为孩子送去新年礼物。

同月，作业帮向三都县项目点童伴之家捐赠学习用书及课外书。 

  

孩子们阅读作业帮捐赠的图书 为孩子派送苏宁捐赠的新衣 



3.2.2 进行社会宣传，获得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2月 14日，中国网《Hi中国人栏目》“中国人·家书”节目采访了央视记者

长江，通过长江老师为童伴妈妈项目受益孩子写的《家书》对童伴妈妈项目进行

了宣传。 

  

  

 

3月 3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播出《童伴妈妈》，对童

妈妈项目进行了 45 分钟的专题报道，详细介绍了项目的开展背景、项目模式，

并以贵州项目区童伴妈妈的个案说明项目执行的效果。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播出《童伴妈妈》 

 

采访两个姐妹 



      

小慧的团圆饭 

      

小雨的回忆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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