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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福利理念传递研究

—— 以Z市困境儿童福利制度构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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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困境儿童福利提供与传递是中国城市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制度构建的核心。以困境儿童福利制

度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Z市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资料，采用内容分析等技术对资料进行分析。研

究发现，适度普惠的困境儿童福利制度构建包括福利提供机制建设、福利服务提供和福利理念传递三大内

容：福利提供机制建设包括政策发展、资金支持、传递模式、组织平台；福利服务提供指通过社会福利机构、

社区儿童福利中心等将福利资源和服务传递到困境儿童手中；福利理念传递包括困境儿童服务日常宣传、

困境儿童服务专题宣传以及鼓励大众参与志愿服务困境儿童的宣传。基于此，构建优化便捷的困境儿童福

利提供模式的政策和服务仍需要优化福利提供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建立“嵌入式”儿童福利提供方式、发

展儿童福利社区基金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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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困境儿童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是社会福利制度构建的重要议题。社会福利模式向

普惠型转型不等同于能够提高受助对象的福利获得质量（尼尔·吉尔伯特，特蕾尔，2003）。一项社会

福利政策出台以后，是怎样将物质和服务传递至福利对象，怎样的福利传输方式能够更加有效，是社

会关注的重点，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王思斌，2006；毕天云，2009；彭华民，2012；肖萍，2012；曲绍旭，

2012；万国威，2014）。因此，在儿童福利制度模式转型的同时，改善儿童福利提供机制和输送机制成

为重要议题。学术界研究从弱势儿童到困境儿童的概念发展演变，国家的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从

补缺向普惠演进，福利提供中困境儿童议题从单一到多元化。诸多变化说明在现在和未来一个阶段，

各种研究议题将继续深化，转向困境儿童需要、家庭与国家责任、社会福利政策和困境儿童福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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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儿童福利提供与传递等方面。

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是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形成新的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即以

普惠性福利为主，配以选择性福利来辅助福利工作的开展（彭华民，2011）。所谓“普惠”，是指儿童福

利覆盖所有儿童；所谓“适度”，是指儿童社会福利的渐进性，可以从覆盖范围、福利内容、福利水平三

个维度加以界定，即在覆盖范围上，由某一特殊群体的儿童逐渐扩大到更多特殊群体的儿童，并逐步

扩大到普通儿童；在福利内容上，由基本生活福利逐步扩大到发展性福利，并最终形成多元化的儿童

福利体系；在福利水平上，福利标准从低水平逐步发展到高水平（戴建兵，2016）。

对于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制度的研究层次主要是集中在宏观分析方面，相关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

2013年至2016年，内容以制度设计构建研究和现有政策评述为主，也包括特定主体（如残疾儿童、孤

儿、困境儿童等）在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制度背景下的福利需要研究和少量的实证研究。研究提出，建

设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制度要完善三大保障体系，即加大财政支出，完善法律法规和管理运行，完善儿

童福利制度建设的绩效评价（陆士桢、徐选国，2012）。戴建兵（2016）对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做

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提出从“补缺”到“普惠”是需要经过一个过渡时期的，从2010 年开始，到2050

年我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为止。

儿童福利模式从补缺型转为适度普惠型，民政部于2013年和2014年开展两批化为福利物质资源

和福利服务传送到困境儿童手中，改善儿童福利提供机制和福利服务传递方式就成为重要议题。在

此背景下，本研究以困境儿童福利制度为研究对象，分别设计了三个研究问题：困境儿童福利提供机

制的内容是什么？困境儿童福利服务提供的方式和内容是什么？困境儿童福利理念如何传递？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多元的资料收集方法技术收集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并通过内

容分析方法分析相关材料，探讨Z市有关困境儿童的社会福利提供机制建设、福利服务提供和福利理

念传递。资料收集方法包括：（1）文献研究。收集了国内外关于儿童、福利、各类型儿童福利、适度普

惠儿童福利的论文文献，以其来阐述有关福利与儿童福利的相关研究；关于福利多元主义的论文文

献，形成对福利多元主义的认识；关于福利体系的研究，掌握福利提供、福利传递和福利获得的研究状

况。我国与本研究选取试点地区（Z市）出台的适度普惠儿童福利的政策法规文件，通过政策文件的研

究，总结我国现有的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制度的政策情况；民政部门网站、大众媒体等网络资源，了解目

前民众对适度普惠儿童福利的态度。（2）个案访谈。在Z市访谈了17人（有些儿童因为智力障碍或者

身体情况无法单独参加访谈，因此其监护人或者照顾者陪同参加访谈）。个案访谈具体信息如下表，

其中隐去访谈对象姓名，按照被访者姓名首字母编码。（3）聚焦小组。一共开展了7个聚焦小组调查。

参与聚焦小组的被访者包括儿童福利政策与行政管理人员、社会福利管理人员与福利服务提供人员，

涉及到的部门主要包括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儿童福利院、救助管理站、儿童福利服务工作站、相关的

社会组织，同时还有社区工作人员及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聚焦小组按照被访者姓名首字母编码。（4）

实地观察。调查团队对Z市儿童福利工作的组织平台建设进行了参观调查，包括儿童福利院的宿舍、

教室、食堂、活动场所等，救助管理站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儿童福利指导中心以及儿童保护热线呼叫

中心、社区儿童福利服务工作站的阵地设施配备情况，社会组织培育中心、社会组织活动中心等。通

过实地观察调研，对Z市适度普惠儿童福利服务工作的组织平台建设有深入、直观的了解，以便研究

困境儿童福利传递中组织平台建设情况。

随着社会福利研究的推进，关于研究的伦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艾尔·巴比，2009），一些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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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系统地提出社会学研究中应遵循的伦理守则（Kimmel，A.J.，1988）。本研究遵循了以下的研究伦

理：知情同意原则、保密原则、客观中立原则、不伤害原则。

表1 个案访谈信息表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访谈时间地点

7月18日下午14：00－15：10
Z市儿童福利院

7月18日下午14：00－15：00
Z市儿童福利院

7月18日下午14：00－15：10
Z市儿童福利院

7月18日下午15：30－16：30
Z市儿童福利院

7月18日下午15：30－16：30
Z市儿童福利院

7月18日下午15：15－16：30
Z市儿童福利院

7月19日上午9：00－10：20
Z市体育社区

7月19日上午9：40－10：30
Z市章卿村村委会

7月19日下午15：00－16：00
Z市锦丰镇

7月19日下午16：00－16：50
Z市锦丰滨江公益坊

7月19日下午16：00－17：00
Z市锦丰滨江公益坊

7月19日下午16：00－16：50
Z市锦丰滨江公益坊

访谈对象

LYQ

XKY

LJJ

SFZ

WXH

MSY

SHY
SHY母亲

ZX奶奶
XYP

QYY
QYY父亲

WDD
WDD母亲

ZXY
ZXY姑姑

ZHX

访谈对象类型

社会散居孤儿

社会散居孤儿

社会散居孤儿

福利机构孤儿

福利机构孤儿

福利机构服务人员

困境儿童（残疾）及家属

困境家庭儿童家属

社区工作人员

困境儿童（重病）及家属

困境儿童（残疾）及家属

困境儿童（重病）及家属

困境家庭儿童

人数

1

1

1

1

1

1

2

2

2

2

2

1

二、困境儿童福利提供机制分析

从适度普惠困境儿童福利的提供机制建设来看，其主要包括困境儿童相关政策发展、资金支持、

传递模式建设及组织平台建设四个方面。

第一，在困境儿童福利政策方面，建立了多层次政府部门、多元主体的实际工作部门、分类分层的

多目标、多部门动员的政策体系。政府部门的工作方案和政策为困境儿童适度普惠福利提供了核心

指导和政策依据。《Z市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方案》①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全面推行城

乡儿童福利督导制度是福利提供的督导机制。在督导机制的落实上，市级层面，成立儿童福利领导小

组，明确各部门职责，设立定期协商机制，并督促落实领导小组会议决定的事项；镇（区）级层面，设立

儿童福利与保护工作站，明确1名专职工作人员，指导辖区内儿童工作。村（社区）层面，设立专门的儿

童福利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人员，目前共登记在册260名儿童救助与未成年人保护督导员，除了负责

辖区内困境儿童的信息调查整理，还负责链接支持资源。同时村或者社区培养更多社区工作人员成

为社会工作者保障儿童福利提供中的专业性。

①Z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下发的文件。

福利提供机制、福利服务提供与福利理念传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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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三层次适度普惠儿童福利政策体系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顶层：国家层次政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精神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国发〔2011〕24号）

民政部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民

函〔2013〕206号）

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

通知（民函〔2014〕105号）

中层：江苏省级政策

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意见（苏政办

发〔2014〕113号）

下层：地方市级政策

关于对各镇（区）儿童福利载体予以资金补助的通知

关于对我市困境儿童给予生活救助的实施办法

Z市少年儿童大病医疗救助办法

关于调整我市孤儿养育标准的通知

发文单位、时间

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

国务院，2011

民政部，2013

民政部，2014

江苏省政府办公厅，2014

Z市民政局，2015

Z市民政局，2015

Z市张家港民政局，2015

Z市民政局，2016

第二，在资金支持方面，主要实行政府财政兜底保障，其他各类资金相衔接的困境儿童福利资金

支付机制。在保障困境儿童生活、医疗、康复、教育等基本需要方面，同时设立儿童福利专项基金，用

于组织平台建设和服务购买。从2014年适度普惠儿童福利试点工作开始，Z市设立总额为200万元的

儿童福利专项基金，其中由慈善和福彩基金各承担 100万元，主要用于购买儿童服务项目。到 2015

年，公益创投从市级层面延伸至区、镇层面，安排30-80万专项经费用于购买困境儿童服务的项目①。

第三，不断探索创新和完善儿童福利的传递模式。传递模式主要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

合。首先，Z市政府完善“社区+”平台，在社区中优化儿童福利设施的规划设计，让困境儿童的需要在

社区中得到满足。社区+平台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困境儿童信息数据库的建立和完善，二是对

不同类型的困境儿童开展针对性的服务和帮助。两部分有机结合，形成“社区预防筛查——社工专业

服务”相配合的服务模式。其次，培育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器——Z市公益组织培育中心。目

前能够为困境儿童提供支持性服务的社会组织已经有10家，成为困境儿童福利传递的有力支持。第

三，建立健全儿童社会工作者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专业的儿童社会工作者能够在福利传递的过程中

保证服务的质量。截止到2016年，全市共有持证社工1622人，其中儿童、青少年领域的持证社会工作

师证213人。

第四，重新布局困境儿童福利组织平台。首先，完善信息系统，设立“互联网+”服务平台。Z市通

过智慧民政系统建立了困境儿童数据库，每季度更新，办理困境儿童申报、注销，确保困境儿童能得到

实时救助，为制定儿童福利政策、开展困境儿童服务项目提供数据支持。其次，建立儿童保护报告热

线平台，在市儿童福利院新设儿童保护热线，对原市救助管理站的救助热线进行功能扩展，两条热线

同时接听有关儿童事件报告的来电，为儿童保护相关案例提供了报告渠道。最后，推动困境儿童福利

设施的建设。按照Z市民政工作要求，在儿童日常活动范围的200米以内，建立面积不少于30平方米

的活动场地并且配置桌椅、电视机或投影设备、图书玩具等的硬件设施。儿童在放学后，父母无法及

时接送回家的情况下，在儿童福利载体由专门的人员进行看护，邀请社会组织进行专门的学业辅导、

心理咨询以及兴趣活动。为了促进困境儿童福利设施的持续发展，通过发放补助金的方式，为组织平

台建设提供支持。Z市于2015年起为每家儿童福利载体提供2万元补助金，目前共计资助35家，共计

①资料来源于Z市民政局的《Z市儿童福利工作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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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万元①。通过近年来不断探索，Z市儿童福利载体呈多样化发展，有“四点半课堂”、“少儿驿站”、“放

心班”等多种形式。

三、困境儿童的福利服务提供

Z市困境儿童福利试点工作中的福利服务主要是通过机构服务、社区服务将福利资源和服务传递

到困境儿童手中。

（一）机构服务包括儿童福利院服务、救助管理站服务和社会组织服务

1.儿童福利院从单一性的孤儿生活服务拓展到多种儿童群体多方面服务，包括监护缺失儿童、受

虐儿童等。首先，作为儿童福利院主体的、传统的孤儿服务功能，保障孤儿的生活起居、医疗康复、心

理情感等方面的需要。在调查访谈中了解到，在试点了适度普惠儿童福利政策之后，在儿童福利院工

作了6年的护理员表示，以前福利院只是负责“把孩子养活”，而现在更注重孩子的生活质量了。福利

院的工作从主要照顾院内儿童的生活起居转向给儿童开展康复训练和情感支持方面。

“我们每天上午下午都要保持跟每个孩子一对一地进行情感交流，因为我们这里的孩子大多

不怎么能讲话，所以我们主要就是抱抱他们，鼓励鼓励他们，也会自己一个人和他们说说话。虽

然他们不怎么回应你，但是他们其实能够感受到你的情感的。”

“一个孩子一天有多少时间做这个情感交流？”

“分上午下午，我们保证每半天一个孩子有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进行情感交流，上午下午加

起来可能有半个小时。”（Z市儿童福利院护理员MSY）

此外，Z市在2014年5月在儿童福利院设立“儿童庇护中心”，为短期困境的儿童提供庇护服务，目

前为止共为4名监护人缺失、无人照管的困境儿童提供庇护服务，其中1名儿童自已求助，1名儿童由

公安转介求助，2名儿童由社区居民拨打热线求助，庇护中心为他们提供生活照料、功课辅导，心理疏

导安抚等多种服务，尽力将家庭突发事件对儿童的伤害减至最低，并积极寻找临时监护人或单位。

2.救助管理站的服务从单一对象（流浪儿童）拓展到儿童保护工作。在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方面，

通过常态化街面巡查以及设立救助咨询点发现和救助流浪儿童。此外，救助站和国际儿童组织儿童

乐益会合作，开展儿童保护相关的培训，邀请专家分批次运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开

展培训，培训内容根据职业与儿童相关领域特点设计，提高了Z市儿童工作人员的儿童保护能力。

3.社会组织服务方面，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困境儿童福利服务提供中，提供多样化、专业化的项目

和服务，在保障儿童基本生活基础上，促进儿童全面发展。服务包括：第一，购买专业服务开展相关儿

童调查，为Z市制定儿童工作方案提供了全面的信息。第二，依托国际性社会组织开展儿童保护项

目。从2014年5月开始，与儿童乐益会（中国）合作开展了儿童保护试点项目，在Z市探索出有效、可

复制的儿童保护模式，建立儿童安全报告和迅速反应机制。第三，孵化专业儿童社会组织开展困境儿

童项目。在原有的传统经济救助的基础上，Z市强调困境儿童的福利服务，通过孵化成立专业儿童社

会组织，开展包括困境儿童的教育帮扶、精神关爱等项目。第四，除了市级资源，每年镇（区）也分别安

排30-80万专项经费用于购买困境儿童服务的项目。

（二）困境儿童社区服务包括督导监管和介入服务

督导监管主要是社区儿童福利督导员走访家庭和调研，对社区内的困境儿童做好信息收集和整

①资料来源于Z市民政局2015年下放的第198号文件《关于对各镇（区）儿童福利载体予以资金补助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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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建立社区内儿童的个人档案，并重点关注和追踪有特殊需要或存在儿童伤害风险家庭的情

况；同时根据社区内有困难儿童的情况，向各个相关部门申请儿童所需的救助和服务。部分社区根据

困境儿童、困境家庭儿童实际困难与需要，开设不同的社区服务。Z市YL社区在儿童福利服务提供

方面是一个较典型的社区，其社区活动中心共有三层，一共四千多平米，开辟了两千多平米用作功能

用房，分为不同的区域，作为儿童福利的活动阵地。

“一楼这边是0到6岁宝宝玩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小朋友在家里没有玩

的地方，家长也不知道我们这里有这样的设施，那么我们就会告诉他们社区有这样免费的地方，

小朋友就到这里来玩了，这里对所有孩子都是免费的。二楼是艺术兴趣区，包括架子鼓房、电子

琴房、古筝房、画室、沙画房等，艺术课程是由不同的社会组织进驻到这里来为儿童上课的，针对

辖区内的儿童会优惠，针对困境儿童是全部免费的。三楼是一些功能室，针对儿童和老年的活动

较多，包括心理咨询中心、小组活动室、社区议事会、青少年模拟法庭等，还有一个大房间专门用

作‘四点半课堂’和周末的‘创意课堂’，每周会有专业的老师来辅导儿童各种课程。”（Z市社区工

作人员XY）

YL社区有13名社区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儿童福利工作的有两名，一名是专门负责组织开展活动

的，还有一名是民政专管员。YL社区孵化了一个儿童社会组织，有两个专职社会工作者，常住在社区

中。为了更加专业地服务儿童，Z市也特别注重社会工作的推广和社工的培养，以社区为基础，大力推

进社区工作者向专业社工的转型，鼓励传统社区工作者持有社会工作资格证书。

Z市在儿童福利服务主要是通过机构服务、社区服务两个渠道传递到困境儿童手中，重点突出了

孤儿、困境儿童和困境家庭儿童，保障困境儿童免费获取福利服务。在服务内容上，也是从单一的救

助型拓展到全面支持儿童的多样能力发展，利用高校、国际社会组织和本市孵化发展的社会组织在社

会工作、儿童福利方面的专业性，向儿童提供符合其自身需要的福利服务，也让福利服务脱离行政色

彩，做到真正为儿童服务。

四、困境儿童福利理念传递

福利理念传递包括困境儿童福利服务的日常宣传、困境儿童服务专题宣传以及志愿服务倡导工

作，为进一步开展困境儿童福利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在儿童日常活动场所进行宣传。一方面是在社区，儿童福利督导员和社区工作者开展反对

儿童暴力与虐待的主题活动；另一方面是在学校里，通过家长会、学校开放日等形式发放儿童保护折

页；同时，也在公交传媒等公共场所投放宣传视频，呼吁全社会“不对孩子施暴，不让孩子受暴，不旁观

针对孩子的暴力和忽视”①。第二，开展专门的儿童宣传月活动。每年11月20日的国际儿童权益日，Z

市在当天会启动儿童保护宣传月活动，通过多样的宣传形式、丰富的宣传内容、新颖的宣传活动全面

提高Z市儿童保护社会意识，增强家庭保护儿童能力和家庭养育技巧等。第三，积极促进公众参与志

愿活动。Z市创设了一个志愿者管理网站——友爱港城，居民可以在上面申请加入志愿者团队，也可

以推荐亲朋好友参加。Z市为发动公众的志愿精神，还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和奖励机制。如党员有做志

愿服务的积分制，每年规定要做满50个小时的志愿服务；另外针对普通市民，志愿服务做满200个小

时，就可以免费坐公交、免费坐地铁。Z市在宣传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方面做了较多工作，为城市营造

了儿童友好的良好氛围，提升了Z市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的意识，为开展儿童福利工作奠定了良好的

①资料来源于儿童乐益会于2015年发布的《儿童乐益会儿童保护项目Z市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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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基础。

综上，Z市的试点工作在福利传递方面通过机制建设确保福利传递的政策保障、资金支持、确定递

送模式和提供组织平台建设，通过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和社会组织、社区、志愿团体等提供具体的福利

服务，通过社会宣传提升了困境儿童保护和福利的意识。通过三方面的支持使得福利资源、福利服务

有效地输送到儿童手中，让儿童享受到应有的权益和福利。

五、构建优化便捷的困境儿童福利提供模式

社会福利从国家层面的政策到落实于服务对象手中，要经过出台地方政策、政府部门制定工作方

案、福利资源的配置、福利组织平台规划、福利服务的传递等环节，怎样才能更有效地传递儿童福利值

得探讨。基于Z市适度普惠困境儿童福利的实证研究，本文提出构建优化便捷的儿童福利传递模式

的建议。

（一）优化福利提供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

根据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福利的责任主体应该多元化。由于政府在福利政策制定、福利资源分配

和福利机构管理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的困境儿童福利提供中，仍是以政府为主导，各个社会

福利提供主体资源共享和服务合作。

“我们市级层面成立了儿童福利领导小组，架子搭起来了，把各个政府部门的职责做了一个

梳理。原来呢，可能和其他城市类似，各个部门，团市委团市委的事，关工委做关工委的事，教育

局做教育局的事，妇联做妇联的事。现在呢，通过我们民政部门牵头，对职责进行明确的分工，再

开一些联席会议，以及在个案的管理层面，把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叫来开会。”（Z市民政局ZXB）

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强调将以往儿童福利工作中零散的福利政策和福利资源整合起来，相较于提

供直接的服务，普惠福利模式下政府部门侧重于根据社会福利的需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发展规划，

设计合理的福利资源配置等，而提供具体的福利服务则是由社会福利机构和社区为主。在政府部门

和非政府部门的合作上，应该建立伙伴协同关系，政府部门鼓励社会组织等参与儿童福利治理，社会

组织也应该将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成熟经验反馈给政府部门，及时通过行政方法解决问题。在

这个基础上，儿童福利才能更有效地传递到儿童手中。

（二）建立“嵌入式”儿童福利传递方式

在Z市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时候不是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的缺位，而是由于福利服务的“可及

性”较弱，服务对象儿童及其家属没有掌握获取福利的信息和渠道，导致困境儿童福利不足。困境儿

童服务需要发展出一种“嵌入式”儿童福利传递方式，首先打造困境儿童福利组织平台，在这些载体和

公共服务平台的基础上，引入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开展儿童福利服务。基于这类儿童福利载体，社区

通过引入或自我孵化社会组织，在儿童日常活动的场所就可以为本区域内部的儿童提供福利服务。

这种空间的规划和建设一方面是将福利的输送渠道外显化、可视化，让公众都能够感受到身边的福利

配置，从而提高儿童参与到服务项目的几率；另一方面这种福利组织和平台的设置也让福利传递便捷

化，各类社会组织入驻学校和社区周边的福利平台，困境儿童在家门口就可以参与福利活动，利用社

区宣传渠道，提高参与社区和社会组织的活动积极性。这样，通过“嵌入式”儿童福利传递方式，借助

儿童福利载体的普惠，使得儿童福利更加外显化与便利化，可以提高儿童福利传递的效率和质量，让

更多儿童享受到儿童福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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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儿童福利社区基金会

Z市正在试点设立儿童社区福利基金，一部分由政府出资，将儿童福利专项基金进行统一规划，分

配到各社区中，也将公益创投的资金投放进来，另外吸引企业和个人进行捐助，共同组成儿童社区福

利基金。这样也是在社区内向公众宣传儿童福利的一个方式，有助于儿童福利项目的普及，让更多儿

童及其家庭接触、参与到福利服务中来，是优化福利服务输送渠道的一个新方法。同时，社会组织也

应该由市、镇一层，落在社区这一层面。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基于社区和社区的儿童福利组织平台，可

以更加稳定和精准地为困境儿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满足其特殊化的需求。

六、研究发现与未来议题

本文以Z市适度普惠困境儿童福利试点工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困境儿童福利提供与传递。

研究得出，Z市适度普惠福利制度包括困境儿童福利提供机制建设、福利服务提供和福利理念传递三

个方式：（1）政府部门主导的福利提供机制建设，包括制定政策支持困境儿童福利传递的顺利开展；实

行政府财政兜底保障，其他各类资金相衔接的儿童福利资金支付机制，同时设立专门的困境儿童福利

专项基金；确立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三社”联动的福利传递模式；以及建立健全儿童信息系

统、儿童案例报告系统、儿童福利设施的组织平台建设这四个方面，来奠定儿童福利的主要工作模

式。（2）在困境儿童福利服务提供上，通过社会福利机构、社区等提供服务，将福利资源和服务传递到

儿童手中。（3）通过福利理念倡导工作，将困境儿童福利理念传递到社区、进入家庭和每个居民的心

中，营造了儿童友好的城市氛围，提升了Z市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的意识，为开展困境儿童福利工作

奠定社会基础。基于此，研究提出构建优化便捷的儿童福利传递模式的建议：优化福利提供多元主体

的合作机制；建立“嵌入式”儿童福利传递方式；发展儿童福利社区基金会。

本研究选取Z市这一试点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虽能较好呈现目前适度普惠儿童福利提供体系的

特征，但是由于该项政策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实施，且Z市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其他地区相异，

因此，在困境儿童福利提供机制及服务提供和理念传递等方面的研究需要向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已

有经验在其他地区的应用探讨及两个地域之间困境儿童福利的比较研究也是未来值得研究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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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33））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Welfare Provision, the Delivery of Welfare Service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Welfare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Welfare Provision, the Delivery of Welfare Service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Welfare

IdeasIdea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elfare System for Children in the Z City as an Example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elfare System for Children in the Z City as an Example

PENG Huamin TU Yunwen ZHANG Shuang shuang LIANG Zu rong•23•
The provis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welfare of the disadvantageous children is the co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el-

fare system in Chinese cities. This study takes the welfare system of the disadvantageous childr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llects data of Z children's welfare system construction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 in-depth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

method. The data are analyzed by content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welfare sys-

tem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cludes three cont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welfare provision mechanism, the provision

of welfare service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welfare ideas: the construction of mechanism provides benefits including policy

development, financial support, delivery mode, organization platform; the welfare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social welfare

agencies, children's welfare center at community, welfar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re delivered to the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the concept of welfare transfer is including special services, encourag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 service propa-

ganda. The findings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This paper presents: provide a multi subject cooperation mechanism to op-

timize the welfare; the establishment of "embedded" child welfar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child welfare fund etc.

（（44））A Mission of Financial Social WorkA Mission of Financial Social Work：：Striving to Solve Poverty caused by EpidemicStriving to Solve Poverty caused by Epidemic

YIN Zhong hai•31•
The UN launched th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entitled Sustaining Human Progress：Reducing Vulnerabilities and

Building Resilience five years ago. In 2017, Guterre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 emphasiz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

nity should work together and strive constantly to solve vulnerability at the spring annual meeting, whose theme is Financ-

ing for Peace: the Innovation to Solving Vulnerability held by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istoricall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and economic society has raised more urgent demands, which correlated to

the reflection on economy-society development crisis, especially the demands of vulnerable populations. When it com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people always trace it back to British Poor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histo-

r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law was enacted for vulnerable populations, such as the homeless,the elderly, the disabled and un-

attended children. In the long ru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or Law is a process,but not a single event, Because the law has

been amended and supplemented in Britain. During which the source and distribution of funds has always been a crucial is-

sue. For example, the Edward VI Poor Law encourages the private donations. However, the Elizabethan Poor Law emphasiz-

es the relief through parishes, and one point is the spatial ownership of sharing taxes and fees. In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the 19th century, financial crises frequently broke out in Britain.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insist on amending the Poor

Law, even the economy was sound in 1834. In 1847, a financial crisis broke out in Britain, which swept across the whole Eu-

rope. Britain immediately adjusted England and Wales Poor Law Commission to the Ministry of Relief. In the same year,

Britain promulgated Public Health Act. It can be seen that social work needs to be involved in the financial filed and em-

powers itself by combining public health with financial response. It’s not only because vulnerability is bound up with finan-

cial cris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health, but also solving vulnerability requires financial approaches such as finance,

taxes and fees, and put practice into all aspects of people’s daily lives, including diseases.

Theoretically speaking, as Wallerstein said, our knowledge system is often challenged by uncertainties in the world. In

1998, as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expanded, many families returned to poverty. Five years later SARS broke out. S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try to find the combination of financial social work and public health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recent

ten years, financial social work has gained momentum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social work, which highly associat-

ed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Gradually, scholars focus on some new issues, like how vulnerabil-

ities generate in risk society, how to mak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vulnerabilities and how to rationally allocat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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