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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

针对乡村儿童因监护缺位带来的关爱与保护问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原：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5 年 10 月底发起“童伴妈妈”项目（童伴计划）

，通过培育农村妇女开展乡村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采取“一个人、一个家、一

条纽带”的模式，以童伴妈妈为抓手，以童伴之家为平台，以县级横向联动机

制为保障，建立村级儿童监护网络，确保儿童福利服务递送最后一公里 。

项目启动至 2022 年 12 底，我会先后联合共青团四川省委、贵州省民政厅

、江西省慈善总会、云南省民政厅、湖北省民政厅、安徽省江淮慈善基金会、

陕西省民政厅、河南省民政厅和湖南省民政厅，在 11 省 117 县 1511 村开展童

伴妈妈项目，惠及近 77 万余名儿童。

童伴妈妈项目于 2018 年成为阿里巴巴公益的战略合作项目，得到公益宝贝

爱心网商的支持。项目还得到敦和慈善基金会、加多宝集团、徐工集团、卡特

彼勒基金会、凯德集团、易烊千玺爱心基金、兴业证券（兴业慈善基金会）、

途牛旅游网、西门子家电、信泰保险、凯叔讲故事、天猫母婴、张一山、苹果

公司、中国三峡集团、乐高集团、中银慈善基金会、幻方量化、哔哩哔哩等爱

心单位和个人的支持，以及 2020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

资金支持。

二、2022 年项目募捐情况

2022 年，童伴妈妈项目向公众和企业筹措资金 5573.74 万元人民币（资金

5138.60 万元，物资 435.14 万元），其中第四季度筹措资金为 958.78 万元人

民币。

三、2022 年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支出情况

2022 年，根据工作开展情况投入资金 3872.93 万元人民币（其中资金支出

3437.79 万元，物资 435.14 万元），其中第四季度投 1982.57 万元人民币。

2、重点工作



（1）聚焦未保工作，扩大规模覆盖主要留守儿童大省

2022 年，项目覆盖贵州、四川、江西、湖南、河南、安徽等主要留守儿童

大省，进一步加强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阿里巴巴特派员县等重点关注地区

的深度衔接，新增 612 个项目村，全年执行规模达到 11 省 99 县 1262 村。

（2）立足项目优化，推动数字化管理

数字化管理：利用项目数字化管理平台，面向 99 县 1262 村进行日常工作

管理及考核，推动项目可视化、数据化、高效化、系统化。并不断优化，推动

平台升级，加强项目精细化管理程度，提高项目品质和规范性、降低管理成本

。

童伴之家升级：为进一步打造项目品牌元素及结合捐赠方要求，项目组分

别对企业版童伴之家物资和童伴妈妈项目实施标准进行了升级。童伴之家物资

2.0 版由原有的 6000 元/村，提高至 28000 元/村，并对童伴之家进行了硬装经

费支持，集中打造具有项目品牌元素的儿童友好活动场所。

公信力建设：项目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确保项目顺利开展：第一，7

月 29 日开展项目物资竞争性磋商，择优选择供应商，确保服务品质；第二，项

目定期及时进行官网、慈善中国公示和筹款平台反馈，保证项目透明度。



（3）面对疫情挑战，提升服务品质

2022 年,受疫情的持续影响，童伴妈妈积极参与村内的防疫站岗工作，并

随村委、村医调查走访，入户排查，向村民宣传防疫知识，了解儿童的各方面

的需求情况。对于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及家庭，童伴妈妈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定期的走访和关爱为孩子们带去温暖。

童伴妈妈入户走访，为上网课的孩子辅导功课

（4）举办乡村儿童发展论坛，搭建交流平台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联合阿里巴巴公益、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主办的

“2022 乡村儿童发展论坛”于 9 月 29 日在京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论

坛主题为“乡村儿童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与乡村振兴”。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宋文珍、国家乡村振兴局社会帮扶司副司长刘胜安、民政部儿童福

利司处长许立阳、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出席并致辞；我会执行副

理事长刘文奎、阿里巴巴合伙人、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利军、北京陈

江和公益基金会理事、金鹰中副总裁赵勇分别做主旨发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教授陆士桢、中国儿童福利与收养中心儿童发展部主任黄悦等嘉宾进行主题分

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进行《中国乡村儿童发展报告（

2022）》解读，并围绕乡村儿童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等话题进行了交流分享。

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国内外 50 余家行业机构、项目区代表、媒体线上线

下共万余人参会。





3、项目执行情况

（1）服务及时，促进儿童健康发展

2022 年度，童伴妈妈共解决项目区儿童福利信息 11.3 万余例，包括协助

申请农村合作医疗、协助办理低保、协助辍学儿童返校、协助户籍登记等。

左图：湖北房县化龙村童伴妈妈入户走访，宣传防疫知识，了解儿童生活需求

右图：云南澜沧县竜浪村童伴妈妈入户走访，辅导儿童假期功课

左图：贵州普安县棉花村童伴妈妈疫情期间入户走访，了解儿童心理和生活情况

右图：江西莲花县丰施村童伴妈妈疫情期间入户走访，了解儿童生活需求情况

2022 年度，项目区开童伴之家共组织活动 11.89 万余次，有 75.53 万余人

次的儿童，13.48 万余人次的家长参加童伴之家的日常活动和 “宪法宣传进家

庭”、“冬至包饺子”、“感恩节”等主题活动。孩子们在活动中学习传统文

化知识，培养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左图：湖北大冶市塘湾村童伴之家开展“宪法宣传进家庭”主题活动

右图：河南民权县牛牧岗村童伴之家开展“冬至包饺子”主题活动



左图：江西宁都县童伴之家开展“感恩节”主题文艺晚会活动

右图：贵州普安县白石村童伴之家开展“安全防拐宣传”主题活动

（2）创新培训模式，选拔输出人才队伍

2022 年度，我会联合省级执行方、技术支持方共开展 58 次培训、25 次项

目督导，不断提升童伴妈妈专业能力和服务技巧，累计参加培训的童伴妈妈人

数为 585 人。省项目办和县项目办也到项目点进行实地督导和考察，指导童伴

妈妈工作。

项目通过骨干、TOT 培训，考核选拔出 28 名培训师，36 名督导师，3 名宣

传员，并在项目培训中发挥传帮带作用。夯实了基层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力量，

为留守、困境儿童的关爱保护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也为乡村振兴战略落地

实施提供人才储备。

童伴妈妈项目（赣贵皖）骨干中级培训采取“线上授课、线下集中”方式开展

童伴妈妈项目川豫鄂上岗培训线上开展



童伴妈妈项目赣皖 TOT 中级培训顺利开展

（3）积极动员项目县，参加 95 公益周活动

9 月，项目组积极动员项目区参与“95 公益周”，19 个项目县域及多个爱

心企业商家参与本次活动，累计筹款 1.7 万余元。

4、项目传播与倡导

（1）项目宣传倡导，聚力提升影响

3 月 8 日，长江商学院 37 期 1 班·童伴妈妈项目捐赠仪式在江西省吉安市

万安县梅团村举行。刘文奎执行副理事长携手长江商学院 37 期 1 班校友代表

20 余人共同捐赠 30 万元，用于支持万安县梅团村、窑头村开展童伴妈妈项目

，助力乡村儿童健康发展。此外，上美集团还为童伴妈妈项目捐赠价值 102 万

元的红色小象儿童产品。江西省慈善总会副会长朱和平、吉安市慈善总会副会

长夏诚、中共万安县委二级调研员彭辉等嘉宾以及项目区代表参与此次仪式。

5 月 19 日,“乡村儿童发展成就与挑战”专家研讨会暨《中国乡村儿童发



展报告 2022》启动会通过线上会议方式召开，筹备 2022 乡村儿童发展论坛。

5 月 25 日，民政部举行“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实施一周年座谈会”，国务

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高

晓兵出席。我会陈红涛秘书长作为唯一基金会代表分享我会开展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情况。

5 月 30 日，秦伟副秘书长受邀参加中慈联主办的《关爱乡村儿童心理健康

暨儿童服务类慈善组织慈善工作交流会》。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福利保障处李勇

处长、中慈联副会长、北京杨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杨澜、中慈联副会

长刘福清参加。



6 月 27 日，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敬辉到石城县调研，到访

铜锣湾移民安置点童伴之家参观指导。

9 月 17 日上午，由哔哩哔哩支持的河南水灾救援-童伴妈妈项目在河南省

辉县市涧头村童伴之家举行揭牌仪式。河南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郭廷良处长、

省民政厅一级主任科员马永华、新乡市民政局副局长樊海林、辉县市政法委综

治中心主任宁光飞、辉县市民政局局长李进华、孟庄镇党委书记宋云天、捐赠

方代表哔哩哔哩公益事务经理周亚飞、公益项目主管梁颖琳等参加。

11 月 16 日，陈志刚副理事长考察云南省麻栗坡县童伴妈妈项目，在上凉

水村童伴之家与童伴妈妈骆洁亲切交谈，并参观童伴之家设施及留守儿童作品

。云南省乡村振兴局、文山州乡村振兴局麻栗坡县民政局相关人员参加考察。



（2）上下联动，齐力打造项目影响力

童伴妈妈项目结合关键时间节点进行传播：在母亲节、儿童节、1120 世界

儿童日等关键节点，联合新浪微博、阅见信箱、头条新闻、微公益和中新社共

同发起微博话题#一幅画证明一还有童年想象力，话题阅读量达 3000 万+，5 万

余人参与讨论互动。并积极联动项目区开展宣传，提升项目影响力。

3 月，海南卫视《善行天下》栏目，播放贵州省黔西市群益村童伴妈妈邓

红的故事。

8 月 6 日，童伴妈妈罗应凤作为代表受邀参加阿里巴巴公益“95 公益周—

《每日人物访谈》”，向捐赠方分享项目经历，介绍童伴妈妈项目，助力“95

公益周”童伴妈妈项目线上筹款。



作家殷健灵以“童伴妈妈”人物为原型，2 次深入贵州、四川童伴妈妈项

目区，创作出长篇小说《云顶》 ：那些像星星一样散落在大山里的“童伴妈妈”

，用她们的爱，照亮了乡村孩子寂寥的心。

（3）效果有热度，项目模式得到在地合作方的好评与推广

湖北省民政厅在感谢信中提到：湖北省“童伴妈妈”项目实施从无到有、

从有到好，再从好到优，得益于贵会的大力支持。今年以来，贵会结合疫情防

控实际，采取线上线下方式对我省童伴妈妈们进行了系列培训、督导，针对个

案问题悉心传授工作经验和技巧，教会了她们专业的工作方法，部分骨于童伴

妈妈担负起了培训授课的重任，成为开展主题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

。各项目县(市) 以实施“童伴妈妈”项目为契机，探索了基层儿童关爱保护模

式，夯实了基层儿童关爱保护基础，建设了一支基层儿童关爱保护队伍，打造

了一批村(社区) 特色“童伴之家”。大家认为，有“童伴妈妈”项目的村，孩

子们能得到“童伴妈妈”们经常性陪伴和走访，孩子们的陪伴感、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

贵州省民政厅在感谢信中提到：“童伴妈妈”项目实施以来对我省的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及家庭、部分农村社区带来较为良好社会影响和变化，项目通

过“一个人、一个家、一条纽带”的模式，以“童伴妈妈”为抓手，以“童伴

之家”为平台，以县级横向联动机制为保障，为村级留守儿童建立安全监护网

，为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与保护探索有效途。项目的政策意涵与示范效应得到各

级有关部门的肯定和支持，得到社会公众好评以及广大的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



童家庭的欢迎，为贵州省各级党委政府探索建立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可持续发展和后续推广的经验模式，并为我省提高关爱农

村留守儿童、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保障网络和社会支持系统，提供更有效

率的社区服务模式。

（4）荣获奖项，得到社会认可

童伴妈妈项目获得长江商学院第八届年度长江公益项目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