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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战略观点为：儿童生
长、生活和学习所在环境（父母亲、
看护人员、家庭和社群）的养育质量
将对其发展产生最显著的影响。在大
多数情形下，父母亲和看护人员在没
有当地、地区、国家和国际机构帮
助的情况下，不能提供有效的养育环
境。因此，我们向政府和公民建议一
些方式。通过这些方式，他们可与家
庭采取一致行动，使全球所有儿童得
以平等地获得有效养育环境。

关键词：儿童早期发展；平等；健康
问题社会决定因素；生命历程；儿童
权利

本文综合介绍全球有关改善儿童
早期发展（ECD）状况的机会的情况。

为了与国际政策标准保持一致，
我们把儿童早期阶段定义为从产前发
育到八岁前的时期。儿童的早期经历
为其整个生命历程打下关键性的基
础。这是由于ECD（包括生理、社会
/情感和语言/认知领域）对基本学习
能力、在学校中取得成功、参与社会
经济活动、成为社会公民以及自身健
康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委
员会的工作范围当中，ECD与健康问题
的其他社会决定因素，特别是城市背
景、性别、全球化和卫生保健体系有
着密切的联系。有关这些决定因素共
识方面的讨论，贯穿整篇报告。

研究确认，儿童生存与儿童发展
之间关联非常紧密，以致儿童生存和
健康的优先次序不能从ECD分离出来。
我们了解早期的发展方法包括影响儿
童健康与生存的因素，但不限于这些
内容，还考虑如何通过早期发展造就
活跃的全球公民。这里，我们提供一
个了解影响早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
环境（及其特征）的框架。数据及其
解释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同行的科
学文献；2）政府、国际机构和公民社
会团体的报告；3）国际间ECD专家组
成的知识网络。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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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但是仅仅在发展中国家，至少
就有2亿儿童没有发展其全部潜力。

政治领导人可发挥重要的作用，
保证人们能普遍享用一系列儿童早
期发展服务（父母养育和看护人员支
持、优质育儿、基本医疗保健、营
养、教育和社会保障）。在早期阶
段，医疗保健系统是最初的接触点，
因此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若要有效发
挥作用，各级服务机构需要更好地相
互协调，把儿童放在中心位置，把服
务集中到家庭和当地社群当中。

这些有利于儿童的政策和做法显
然会使儿童和家庭受益，还会在更大
范围内给社会带来经济益处。从全球
来看，在早期阶段能够投资于儿童和
家庭的社会（无论穷富），其人口最
有文化，并且计算能力最好；这些社
会还是世界上健康状态最好并且健康
程度最平衡的社会。

推广儿童早期发展成功与否，并
不完全取决于社会是否富有。由于儿
童早期发展计划主要依靠看护人员的
技能，有效计划的成本会随着社会工
资结构而不断变化。无论其富有程度
如何，这些社会只要从每10美元中调
拨出1美元来用于健康与教育，即可在
儿童早期发展取得效益。

儿童生存及儿童健康的优先次
序，与儿童早期发展密不可分。那就
是说，采用一种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早
期阶段，可提供一种高屋建瓴式的
框架，以了解包含生存健康在内的问
题。生命伊始就比较健康，可以让每
个孩子有一个平等机会，茁壮长成一
个能为其社群作出积极贡献的成年人
（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方面）。

儿童早期发展——对国家未来的投资
人生的早期，对于整个生命的影

响至关重要。研究表明，成人社会面
临的许多挑战（心理健康问题、肥胖
/生长迟缓、心脏病、犯罪、文字与
计算能力），在儿童早期阶段均可找
到其根源。如今，经济学家有证据声
称，投资于儿童早期阶段，是一个国
家可进行的最有影响的投资，可获得
数倍于最初投资额的回报。政府应关
注这些研究成果，同时履行《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的义务，从而能保证
社会有重大而持久的进步。

研究表明，儿童的早期环境对其
大脑发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婴儿
出生时就有数以亿计的代表其终身潜
力的脑细胞。但是若要发育，这些脑
细胞需要相互关联。早期环境（社会
影响）越刺激，大脑内就能形成越来
越积极的关联，儿童在生活的各个方
面就成长得越好，包括生理发育、心
理和社会发展以及自我表达和获得知
识的能力。

哪些种类的环境能够促进儿童早
期健康与发育？营养与生理成长为基
本要求，年幼的儿童还需要花时间注
意保护他们免受不当否定和惩罚的消
极的环境影响。他们需要有机会来探
索他们的世界，玩耍，学会如何和
别人说话以及听别人说话。父母亲和
其他看护人员想要为他们的孩子提供
这些机会，但是他们需要社群及各级
政府的支持。例如，国家采用“有利
于家庭”的社会保障政策，这些政策
保证所有人有足够收入，保证产期津
贴，保证穷困的人获得财政支持，并
且使父母亲和看护人员能有效平衡其
在家庭与工作方面的时间，这样儿童
就会从中受益。尽管很多人意识到这

政治简报



6



儿童早期发展：卓有成效的均衡措施

7

因素。

成年人性别不平等在早期阶段就
已播下种子。在早期阶段，性别不平
等问题（特别是性别社会化、哺养方
法以及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均是ECD
的决定因素。早期的性别不平等情
况，随着家庭、学校、社群和更大社
会的权力关系、有偏见的规则和日常
经验而逐步加强，进而对成年人性别
的不平等产生深厚的影响。从儿童早
期阶段开始的性别平等，将影响成人
期间的主观能动性和赋能情况。

如今，经济学家已经有证据表
明：投资于儿童早期阶段，是一个国
家可进行的最有影响的投资，这可获
得数倍于最初投资额的回报。

目前报告的范围分四个方面：

1. 证明哪类环境对于儿童来说最
紧要。这包括从最亲密（家庭）到最
疏远（全球）在内的环境。

2. 查看哪类环境配置对于ECD来
说最优，包括经济、社会和生理性质
等角度的环境因素。

3. 确定将一个更大的社会经济背
景与亲密环境（如家庭和社群）中的
养育质量连接起来的“权变关系”。

4. 强调通过多种方式（即通过
有计划的实施，到制定“以儿童为中
心”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从不同社会
层面（从家庭行动到国家/全球政府行
动）来培育儿童养育条件的机会。

为了与国际政策标准保持一致，

儿童早期阶段被视为一生当中最
重要的发展阶段。健康的儿童早期发
展（ECD，包括生理发育、社会/心理
和语言/认知方面）对于幸福、肥胖/
生长迟缓、心理健康、心脏病、文字
与计算能力、犯罪和经济参与情况来
说有着很大的影响。儿童在早期阶段
所发生的一切对于儿童的发展轨迹和
生命历程至关重要。

本文的主要战略观点是：儿童成
长、生活、学习环境和养育质量对其
未来发展有着最重要的关系。然而，
父母亲在没有社区、地区、国家和国
际机构帮助的情况下，不能提供有效
的养育环境。因此本文的主要作用在
于，向政府和公民社会参与者们建议
一些方式。通过这些方式，他们可与
家庭一致行动，来为全球所有儿童提
供平等地获得有效养育环境的途径。

在认识到ECD对于成年人生活的强
烈影响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认识到健
康的儿童发展所需养育环境的不同，
将会对不同国家和社会产生不同的影
响。一些社会ECD的不平等导致了儿童
一生发展机会的巨大不同，而当ECD的
不平等达到临界点时，它们将成为和
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威胁。 

早期阶段以快速发育为标志，特
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快速发育。儿童
早期阶段面临的环境条件（包括关系
质量与语言环境）将“雕琢”发育
中的大脑。负责培育儿童养育环境
的范围很广，从家庭这一亲密领域到
政府、国际机构和公民社会构成的更
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经济背景均包括在
内。这些环境及其特征为ECD的决定因
素；而从整个生命历程的平衡来看，
ECD也是健康、幸福和学习技能的决定

执行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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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儿童早期阶段定义为从产前发
育到八岁前的时期。证据依据以及证
据主体的解释取自三个主要来源：

1）同行评论过的科学文献；
2）政府、国际机构和公民社会团

体的报告；
3）有代表性的ECD国际专家（包

括健康问题决定因素委员会、ECD知识
网络）

这种基于证据，采用多种来源的
方法，确保本报告的结论与建议出自
于不同相关方面的视角，并且可以广
泛适用于全球的各个社会。

一项指导原则是，采用一种“平
等方法”来为各处的儿童提供养育环
境。多重视角（从人权和儿童权利宣
言的条款到研究证据反映的现实）均
昭示平等的重要性。计划与政策必须
在“生活条件最差的”儿童社会环境
方面作出显著的改善，这一点不只是
就绝对角度而言，而是与生活条件好
的儿童相比来作出改善。

在每个社会当中，社会经济资源
的不平等导致ECD的不平等。这种关系
的危害要比仅仅区别对待富人和穷人
更加难以察觉。比较而言，一个特定
家庭在社会和经济资源方面获得的任
何额外收益，将会使该家庭儿童的发
展结果得到相匹配的收益。这种社会
经济条件和ECD之间的逐步跟进关系，
被称作“梯度效应”。但是，有些
社会在“减少”这种梯度效应，进而
创造更多的平等，显然比其他社会成
功。这些社会向儿童提供大量社会资
源，来作为其公民的一项权利，而不
是让那些具有足够购买力的家庭和社
群变得奢华。

重要的在于，一种基于平等的方

如今，经济学家已经有证据表
明：投资于儿童早期阶段，是一
个国家可进行的最有影响的投
资，这可获得数倍于最初投资额
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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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安全的街区和合适的住宅等）。
虽然遗传倾向性和生物物理特征

部分解释环境和经验是如何塑造ECD
的，不过最好的证据引导我们把儿童
作为一名社会角色来考虑。这名社会
角色塑造其环境，反过来又为其环境
所塑造。由于强力有效的养育关系可
有助于健康的ECD，社会经济环境尽管
比较重要，但是并非决定性的因素。

家庭环境是儿童经验的主要来
源，这基于两点原因：家庭成员（或
其他主要看护人员）与儿童之间的人
际接触最多；家庭作为儿童与更大环
境接触的媒介。家庭环境最重要的特
征在于其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家庭
社会资源包括父母养育技能和教育、
文化实践与方法、家庭间关系和家庭
成员的健康状态。经济资源包括财
富、职业状况和住宅条件。家庭资源
对ECD的梯度效应，是对社会中儿童幸
福指数不同的最有力解释。需要注意
保护幼儿免受不当否定和惩罚的积极
响应的环境。他们需要有机会来探索
他们的世界，玩耍，学会如何和别人
说话以及听别人说话。父母亲和其他
看护人员想要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这些
机会，但是他们需要社群及各级政府
的支持。

儿童及其家庭同样还受到他们所
处住宅社群（儿童和家庭生活的地
方）和关系社群（家庭与那些具有共
同身份的人群之间的社会联系）的影
响。住宅社群和关系社群向家庭提供
多种形式的支持，从有形货物到与他
人之间的心理联系（这一点有助于儿
童与看护人员的幸福），不一而足。
从居住/地区层面上来看，政府和基层
组织同样起着非常有影响力的作用。
居住社群之间显然在ECD方面有着明
显的不平等，这必须通过系统方式解
决。

法，还是一个国家产生高度平均的ECD
结果的成功途径。总体来看，更重视
弱势孩子发展的社会演示出较高的总
体平均结果。

在本报告中，我们提供一个框
架，可理解向儿童平等提供养育条件
而发挥重大作用的环境。环境并非严
格分层，而是相互作用。最亲密的层
面是家庭环境。再稍微宽泛一点是住
宅社群（如街区），关系社群（如那
些基于宗教或其他社会联系的社群）
以及ECD服务环境。对于这些（儿童实
际生长、生活和学习）的环境来说，
每个环境均处于一个更宽泛的由宗
教、国家和全球因素构成的社会经济
背景当中。

本框架肯定了生命历程视角对于
有关ECD的决策的重要性。在这些任何
一个环境层面上采取的行动，不仅影
响儿童的今天，而且将影响他们的整
个一生。本框架还提出历史时间对于
儿童的影响也非常关键；大的社会制
度和结构因素（如政府政策部门、计
划和类似情况）与ECD有着重要的关
系，而这些因素均是在长期范围内逐
渐“建立”或“分解”的。

发展结果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不平
等，源自养育儿童的经验和环境条件
的不平等。因而，所有行动的建议均
基于一项总体目标：改进儿童在其生
长、生活和学习的环境所拥有的经验
和养育质量。大量经验和环境条件
都比较重要。这些因素不但包括那些
与儿童紧密相连，因而易于辨认（如
父母和看护人员提供的时间与关注质
量以及儿童周围环境的物理条件）的
情况，而且还有以各种方式影响儿童
获得养育条件的因素（如政府政策是
否向家庭和社群提供足够的收入和就
业机会、医疗保健资源、儿童早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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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个人和社群的健康；采用经过培训
的专业人员；为怀胎母亲的主要接触
点。

地区与国家环境的影响，对于确
定家庭和社群可享有的服务质量及方
便性来说非常重要。这种影响对于要
了解不平等机会和结果的社群，对于
可以组织起来，采取措施，以纾缓严
重的不公平的社群也是很重要的。 

地区环境中有许多相互关联并且
对ECD非常重要的因素：体能（如都
市化的程度、人口的健康状况）、社
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地区环境的这
些因素通过其对家庭和街区的影响来
影响ECD。与更为亲密的环境（如家
庭）相反，大环境（如地区）的意义
在于，该地区对大量孩童时期的情况
产生影响。因此，在该层面上改变环
境，会影响许多儿童的生活。有关地
区特征如何加以变动来对ECD产生积极
影响，需要更多研究以及知识积累。

国家环境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通
过财富创造、公共支出、有利于儿童
和家庭的政策、社会保障和基本权利
保护来影响ECD多项决定因素的能力。
儿童将面临极度贫困、童工、战争、
HIV/AIDS、由兄弟姐妹来看护等可
能性，首先取决于他们所在的国家环
境。

从国家环境层面上来看，全面并
且跨部门的决策方法最适于ECD。虽然
富国的ECD结果趋于比穷国更有利，但
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显然，只要将
GDP的1.5-2.0%投入公共部门有效的政
策和计划组合，即可有效地支持儿童
的早期发展。那些经济和政治实力偏
弱的国家，不太能随意确定其国内政
策的优先次序，并很容易受到国际社
会利益（包括其他国家和多边组织）

“关系社群”指帮助构成一名儿
童社会身分（种族、民族、宗教和语
言/文化）的人群、成年人与儿童。通
常这并非在地理上群居的社群。关系
社群作为一种来源承担社会网络和集
体效能的作用，包括工具、信息和心
理形式的支持。但是，歧视、社会排
斥和其他抑制形式，经常会指向按照
关系社群定义的群体。这类歧视的后
果（如较少经济资源），会导致可见
的不平等情况。此外，关系社群也会
成为性别社会化（包括公平与不公平
的情况）的来源。关系社群也会根植
在较大的社会政治背景当中；同样，
交互参与其他关系社群、公民社会组
织和政府机构，是解决其成员利益和
资源需求的一种方式。

ECD计划和服务可否用来在早期
阶段支持儿童的发展，是孩童时期取
得成功的整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ECD服务可解决一个或多个关键
发展问题（即语言/认知、社会/心理
和生理发展）。服务的质量与适合情
况，是确定现有ECD计划能否改进儿童
结果的一项中心因素。ECD计划与服
务有着很容易即可在不同地方之间转
移的原理；但是许多计划的特征要求
根据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专门定制。针对儿童或家庭具体特点
（如低初生重的婴儿或低收入家庭）
的ECD服务，只可能在有些社群和地方
才会发生，而不是其他地方，或者可
能以更加全面的方式予以提供。这些
情况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但是，全
球社会的总体目标都应为寻找提供普
遍适用的有效ECD计划和服务的方法。
医疗保健系统（HCS）对于提供重要的
ECD服务来说非常关键。HCS对于ECD的
作用独一无二，其原因在于HCS提供
的设施和服务具有以下特点：在许多
社会当中，比其他任何形式的公共事
业的应用程度更广泛；早已就开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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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公民社会对于ECD的影响的研究有
限，但是根据公民社会的实力和全球
社会当中人类发展之间明显的统计相
关性，它对ECD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的影响。尽管如此，本报告提出的大
多数建议，均在国家政府的职权范围
之内。

全球环境可通过其对国家政策的
影响以及一系列相关行动者（包括多
边经济组织、行业、多边发展机构、
非政府发展机构和公民社会群体）的
直接行动来影响ECD。全球组织有关
儿童幸福的一项主要特点在于经济、
社会和政治实力要素。在不同类型行
动者（特别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实力
差别有着不同的后果，包括一些国家
（主要是资源富裕的国家）影响其他
国家（主要是资源贫乏的国家）的政
策来满足其自身利益的能力。虽然实
力差别可能对ECD有着不好的影响，
他们也能为儿童的利益而发挥用处。
需要在ECD方面使用最低水平的政府
支出，以及遵循《儿童权利公约》中
的早期儿童权利条款作为国家发展援
助的前提条件，是可以使用的两种机
制。类似的机制过去已在国际发展的
其他方面得到过有效利用。

公民社会群体的概念为：在社会
组织的所有层面（从居住层面到全球
层面）上组织起来并且基于这些层面
行动的群体。公民社会代表儿童行动
的能力是“社会资本”的一项职能或
公民的相互联系性，以及政治制度在
推行民间组织时提供的支持。当公民
社会被发动起来时，他们有许多途径
来代表儿童参与到其中。公民社会可
创立政府、非政府组织，并且发动对
ECD的社会决定因素采取社群行动。他
们可代表儿童主张，确保政府和国际
机构实行积极帮助儿童幸福的政策。
最后，公民社会群体有助于在地方层
面上形成策略，以向家庭与儿童提供
有效的ECD服务，提高居住环境的安
全、凝聚力和效能，以及增强当地和
关系社群改善儿童生活的能力。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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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风险当中（UNESCO 2007年）。
最新有关ECD的Lancet系列预计：发
展中国家有5亿5900万名5岁以下的儿
童，包括1亿5500万名发育不良的儿
童以及6200万名并未发育不良但生活
在贫困当中的儿童，共计有2亿5岁以
下的儿童处于认知和社会-心理发展
受损的极度风险当中。这些儿童当中
有大多数（8900万）生活在10个国家
（印度、尼日利亚、中国、孟加拉
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巴
基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i乌干达
和坦桑尼亚）。其中2亿1900万生活
条件差的儿童有1亿4500万（66%）在
发展中国家。许多儿童可能在学校里
学得不好，随后作为成年人将可能只
有低收入，高生育率，并且向他们的
孩子提供极差的医疗保健、营养和
激励，因而造成劣势在代际间的传
递（Grantham-McGregor等人，2007
年）。上述统计表示的人类潜能损失
与“成人收入有20%以上的不足”相
关，并且将对国家发展有着一定的影
响”（Grantham-McGregor等人，2007
年，第67页）。

本报告向政府、国际机构和公民
社会合作伙伴传递的总体信息如下：
改善儿童生存及儿童健康的优先次序
与儿童早期发展密不可分。那就是
说，采用一种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早期
阶段，可提供一种全面框架，来了解
包含生存健康在内的问题。生命伊始
就比较健康可以让每个孩子有一个平
等机会来茁壮长成为一个能为其社群
作出积极贡献的成年人（无论是经济
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因此，政府应
采用一种投资于ECD的战略来达到减少
贫困、教育和健康问题的千年发展目
标（MDG）。

儿童早期阶段被视为个人一生当
中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健康的儿童早
期发展（ECD，包括生理、社会-心理
和语言-认知方面）不仅对于孩童时
期的成功与幸福非常重要，而且对其
整个生命历程中的成功与幸福均是如
此。ECD对于整个一生的幸福、肥胖
/生长迟缓、心理健康、心脏病、文
字与计算能力、犯罪和经济参与情况
等所有对国家的经济前景具有深远意
义的问题来说，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如果错过早期阶段呈现出来的机会窗
口，那么就时间和资源而言，要建立
一个成功的生命历程将越来越难。

政府必须认识到：有效地进行早
期阶段投资是人类发展的基石，并
且对于社会的成功来说十分重要。的
确，我们星球上那些忽视早期阶段发
展的社会没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因此
政府、国际机构和公民社会合作伙伴
在ECD方面必须把知识转化为行动。我
们的这份报告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每
个儿童均有享有姓名和国籍的基本权
利，但是就我们所知，世界上许多儿
童在出生时就没有登记在册。

政府必须认识到有效地进行早期
阶段投资是人类发展的基石，
并且对于社会的成功来说十分重
要。

ECD在所有国家都非常重要（资源
富裕国家和资源贫乏国家都一样），
但是这里需要特别注意为资源贫乏国
家所带来的潜在好处：一名儿童在
极度贫困国家的生存机会为4/10，
10,500,000名儿童在5岁之前就夭折。
这些儿童可能要饱受营养不良和健康
不佳的折磨。他们还处于从未上过学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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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范围
本工作包括与婴儿和儿童（从产

前发育到八岁前）相关的证据，并且
专门考虑到社会决定因素如何影响整
个生命历程的健康。这一点在全球范
围内对于儿童均很中肯。我们还在合
适的地方对应用这些观点所受的限制
进行讨论。

目的
本文旨在综合介绍向CSDH提供的

全球范围内有关改善儿童早期发展
（ECD）状况的知识。这里汇集的证
据，集中于不同国家背景下健康问题
的决定因素与健康不平等之间的优先
次序关联性。它讨论了对ECD的社会
决定因素可起到的作用程度；试图鼓
励就对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起作
用的机会展开社会争论，并且提供有
关ECD的政策建议和计划的应用和评
估情况（全国、地区之间和全球）。
委员会各个知识网络集中关注的领域
（全球化、社会排斥、医疗系统、性
别、城市背景、就业条件和证据与评
估），对于了解ECD的社会决定因素来
说非常重要。

概念框架
作为设计属于健康ECD一部分的环

境类型（以及相关经验），并把这些
内容和与其相互作用来形成儿童结果
的过程相连起来的一种方法，《儿童
早期发展的总体环境评估模型（TEAM-
ECD）》已为CSDH确立。TEAM-ECD模型
基于不同文献而建立，包括以前所述
从社会环境角度解决ECD问题的框架。 
这些来源包括Urie Bronfenbrenner
的《生物生态模型》（1986年）；有
关ECD的发展心理学观点（Brooks-
G u n n，D u n c a n  &  M a r i t a t o，
1 9 9 7年）；“生物嵌入”的概念
（Hertzman，1999年）；有关社会传
染病学和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的

政府应采用一种投资于ECD的战
略来达到减少贫困、教育和健康
问题的千年发展目标（MDG）。

经济学家声称：投资于儿童早期
阶段是一个国家可进行的最有影响的
投资，这可获得数倍于最初投资额的
回报。从全球来看，那些在早期阶
段投资于儿童和家庭的社会（无论
穷富）中的人口最有文化并且计算能
力最好。这些社会均为世界上健康状
态最好并且健康不平等程度最低的社
会。实行最成功的ECD政策和计划的
社会，每年的GDP大约有1.5%-2%用
在它上面（OECD，2006年）。一项研
究早已预计：在儿童成长时帮助其
上学所用的每一个美元，会在接下来
的四十年当中产生17美元来回报社
会（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
（Schweinhart, Barnes & Weikart，
1993年；Schweinhart，2004年）。

学术文献提供了有关早期阶段重
要性的有力证据。尽管证据有说服
力，但是ECD方面的投资仍比较慢，不
能满足需要，特别对于那些大量易受
伤害的儿童，情况更是如此。

在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
（CSDH）的工作范围当中，ECD与健康
问题的其他社会因素（特别是城市背
景、性别、全球化和卫生保健体系）
关系紧密。有关这些决定因素共同关
注的方面在整份文件尽管没有言明，
但已解释清楚。此外，我们认为儿童
生存、儿童健康、普及教育和儿童权
利的优先次序与ECD密不可分。再者，
采用一种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早期阶
段，可以为理解包括生存健康以及教
育和权利在内的问题提供一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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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儿童的幸福放在其中心，从而提
供最强有力的方法，来理解ECD社会决
定因素（并随之对其起到作用）。

儿童早期发展所受的影响范围
在本示意图（参见图1）中，各种

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影响范围均有助
于儿童早期阶段的发展。它们包括个
人、家庭和住处；居住和关系社群；
ECD计划和服务；以及地区、国家和
全球环境。在每个影响范围当中，社
会、经济、文化和性别因素影响其养
育质量。

 

理解框架（Dahlgren & Whitehead，
1991年；Emmons，2003年）；有关人
类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研究（Putnam，
2000年；Weber，1946年）；政治经济
学领域的文献（若要查看本文献，请
参见Siddiqi，Irwin & Hertzman，
2007年）；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
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框架（Solari 
& Irwin，2005年）。由于WHO公平小
组框架把ECD视为健康问题的一项决定
因素，这里解决影响ECD本身的因素问
题变得至关重要。TEAM-ECD展开环境
影响范围的概念，添加时间组成部分

图1: 儿童早期发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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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的方式帮助确保本报告的结论
与建议与其它相关方的观点保持一
致，并且广泛适用于全世界的各个社
会。

我们承认，这些研究有一定的局
限性，因为许多数据出自资源富裕的
国家。并且存在着这种限制，即我们
从全球角度2出发的经验、计划和研究
发现如何适用于其他情况受到挑战。

2 目的在于使知识和实践普遍适用的努
力基于主流的英美价值、目标和规范
（Nsamenang，2005年）。我们在这方面最
好的例子是母乳喂养。过去许多年来，欧
洲和美国组织及公司实体提倡配方奶喂养
（Gussow，1980年）。它们现在全球推行
并呼吁母亲要“专门”母乳喂养6个月时间
（WHO，2003年）。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母
乳喂养的价值在非洲和亚洲国家早已作为多
年的传统和经验而为人所熟知，但最终为从

欧美引进的“智慧”所击败。

我 们 关 注 资 料 来 源 的 质 量 、
研 究 背 景 、 特 定 计 划 和 所 服 务
人 口 的 细 微 差 别 ， 以 及 与 研 究
相 关 的 生 态 因 素 。 因 此 我 们 的
证 据 依 据 主 要 来 自 三 个 来 源 ： 

1）同行评论过的科学文献；
2）政府、国际机构和公民社会团

体的报告；
3）有代表性的ECD国际专家（包

括健康问题决定因素委员会、ECD知识
网络）

这份报告在广泛，全面总结的基
础上，建立了TEAM-ECD模式。因此, 
当讨论到更深远问题时, 我们要提交
TEAM-ECD。虽然有大量与ECD有关的文
章，但是，专注在贫穷国家ECD的研究
有限。再进一步，虽然大量性质上研
究发现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源，但是各
类研究方法还是很有限的。许多专注
‘高风险’或特别群体的研究文章，
往往把研究对象放在富裕国家。

我们从较广泛的角度来研究哪些
文献与ECD相关（参见附录A），其中
我们调查了多个专业的数据库，包括
医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学、护理
学、人口健康、经济学和人类学。
对于每个专业来说，与儿童幸福相关
的证据均包括在内。此外，对解决家
庭、居住、关系和更大范围社会背景
等问题的论文也进行过查阅，即使
这些论文并未直接提及儿童所受的影
响。只要可能，我们均采用科学意义
上的“偶然证据”，并通过从大量来
源获得的实践经验和个人经验来补
充它们。虽然我们采用最佳的可用证
据，我们也知道并非所有上佳证据均
有实际意义或者在全球背景下具有相
同的应用性。这种采用多种来源，多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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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足的营养，而且，获得充足的营
养也是儿童的一个基本权利（见联合
国《儿童权利公约》[简称“CRC”]
概述第7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1990年]）。当胎儿在母体
里孕育时，母亲就应该获得充足的
营养。在婴儿出生后最初的数月时间
里，母乳喂养很重要，这可以为婴儿
提供必要的营养。事实上，母乳喂养
对婴儿发育的好处无可替代，人们认
为这样可以减少婴儿发育迟缓的机率
（Smith 等人, 2003年）。母亲用母
乳喂养婴儿时, 通过对婴儿的刺激作
用和对婴儿的爱抚，不仅可以为婴儿
提供充足的营养而且可以使婴儿健康
发育。尽管有许多科学证据和传统经
验表明：充足的营养对婴儿和儿童的
发育至关重要，但是，仅在发展中国
家，就有1亿5千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
营养不良。营养不良的儿童更有可能
在身体和智力方面发育不良；学校成
绩不理想（Pelto, Dickin & Engle, 
1999；Powell 等人, 1998；Winicki 
& Jemison, 2003）；易感染传染病；
更容易患上严重的腹泻；很有可能患
肺炎；免疫系统不好；并且常常出现
碘、铁、蛋白质含量偏低，随后体力
不支，从而有可能患上慢性疾病（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 2006）。母亲一直
被视为儿童的主要看护人，她们在很
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家庭事务方面的决
定。因此，母亲可以极大地改善儿童
的营养状况（Smith 等人, 2003）。
妇女接受教育的好处在于不仅儿童的
营养状况可以得到改善，而且婴儿的
存活率和儿童入学率会更高，从而
使儿童获得诸多益处（Smith 等人, 
2003）。

儿童个体

人的一生中最早阶段的发展最重
要。有许多论据可以证明这个观点是
不容质疑的。儿童在早期阶段的发育
最快，中枢神经系统尤其发育迅速，
尤其是大脑的发育在这个时候正处于
“敏感时期”。儿童早期阶段的经历
（例如：优质的营养）以及所置身的
环境（例如：与抚养者的接触），有
利于儿童早期的大脑功能发育。儿童
不仅在生理上日渐发育，而且还会促
使形成这些经历。早期发展对儿童将
来在诸多领域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这包括经济上的成功、在社会上取得
成功并且身体健康。

生物性嵌入
个体特点（遗传特点和生理特

点）与人生经历以及环境影响之间的
交互作用奠定了儿童发育的基础。对
于大脑——“指挥器官”的发育尤
其如此。在人的早期阶段，由遗传决
定的敏感期反映在大脑上，在这一时
期，处在发育阶段的儿童对于外部环
境的影响异常敏感（Barker, 1992; 
Bronfenbrenner, 1986; Wadsworth, 
1997）。处于发育阶段的大脑与环境
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促使发育的动力；
其一贯的特点是大脑具有形状独特的
神经键，它影响着人的认知功能、社
交功能和情感功能，并且随后又反过
来被这些功能所影响。儿童在早期所
经历的发育过程将逐渐稳定并且长期
影响儿童的健康和发展，这即是“生
物性嵌入”（Hertzman, 1999）。

营养
儿童要健康地成长和发育，需要

结果：TEAM-儿童早期发展影
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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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如何与他人交流、如何倾听他人的
谈话（Ramey & Ramey, 1998）。尽管
儿童早期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但是
许多因素是儿童通过日复一日的简单
体验便可以实现的。通过关系需求来
提高儿童日常体验的质量，是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规定所有关于儿童
早期所接受的父母教育、看护以及监
护活动的首要目的。

儿童做游戏的科学意义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游戏在儿

童成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游戏对
儿童的成长会产生影响，游戏不仅关
系到儿童与看护人之间相互接触的安
全性，而且还影响着与其他儿童之间
的关系。游戏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功
能，除了可以作为体力活动以外，儿
童通过做游戏还可以了解并且识别不
同的身份以及种种关系在社会性质方
面的微妙之处（James, 1993）。游
戏因为儿童个体的性格、性别、文
化或其家庭父母教育以及不同的看
护行为而有所不同，但是游戏对于儿
童成长过程的影响却是不分文化的
（Bornstein 等人，1999）。游戏可
以规定有游戏规则，也可以没有特定
的规则；可以由儿童单独玩耍，也可
以与看护人或者与一群人一起玩耍；
游戏是不断演化的；儿童玩游戏至少
需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和适于成长的
资源。父母的鼓励 (例如：母亲与孩
子一起玩自己制作的玩具，通过游戏
引导儿童去学习和探索)，对于发育
迟缓的儿童获得知觉动作方面的发
展有着独特的效果。（Grantham – 
McGregor 等人, 1997）。McArdle认
为：“儿童游戏在政府和地方机关的
计划中并未得到重视”（2003, 512
页），而且游戏并没有被视为“严肃
的”活动。一个可以促进儿童早期教
育最有效的策略便是，让父母和看护
人相信游戏对于儿童来说具有重要意

全球死亡的婴儿中有一半以上
是由于营养不良。除了造成婴儿死
亡，营养不良尤其会对三岁以下儿
童的智力发育和身体发育造成长期
影响：对潜力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
损失（Grantham – McGregor 等人
, 2007）。因此，营养不良是造成儿
童发育不良和无法开发潜能的最重要
的因素。我们知道，儿童发育迟缓是
由于多种复杂因素融合在一起所导致
的慢性营养不良，这些因素涉及到环
境、社会和经济，当胎儿在母体中时
就已经出现发育迟缓，并且会影响到
胎儿的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育。在全球
范围内减少儿童营养不良很有必要，
但是这需要当地采取系统化的行动，
着重关注母亲健康（包括充足的营
养）和卫生保健；食品安全, 包括摄
入充足的微量营养素；安全饮水；让
所有儿童都有机会接受教育；以及预
防疾病，比如免疫计划。尽管关注这
些问题很重要，但是以社区为基础、
系统化地向营养不良的儿童及其家庭
（尤其是最易受到伤害的儿童）提供
后续支持工作也同等重要。

关系
尽管充足的营养对于儿童发育来

说必不可少，儿童保持有良好的家庭
和社会关系也同样重要。目前的相关
文献呼吁：我们应将儿童视作社会
行为人（Boyden & Levison, 2000; 
Irwin, 2006; Irwin等人, 2007; 
Irwin & Johnson, 2005; Mayall, 
1996）, 环境塑造儿童，反过来，儿
童也塑造环境。儿童个体的发展是可
以被影响的、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承
的。儿童幼年如果生长在温馨、倍受
呵护的环境中，这样的成长环境将是
最适于儿童成长的。在这样的环境
中，儿童不会遭到不恰当的异议和惩
罚，而是给予了种种机会去探索他们
周围的世界，让他们去玩耍并且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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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家庭3对儿童成长产生的影响最大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7）。这里
的“家庭”，是指吃住在一起并且一
起参加其它以家为基础的活动的任何
群体。《儿童权利公约一般性意见》
第7条款关于儿童早期发展事宜中重申
了《儿童权利公约》在“家庭”意义
上的理解：

儿童成长和保证儿童健康的“基
本群体”以及“天生的环境，但
是家庭的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
‘核心’模式。父母及看护人
是塑造儿童身份以及培养儿童
技能、知识和行为的主要行为
人，并且是实现儿童权利的责任
人。”

家庭成员为儿童提供的环境刺激
最多，并且最有可能控制儿童与外界
的接触（Richter, 2004）。家庭环境
最突出的特点体现在社会资源和经济
资源上。社会资源包括父母教育子女
的技巧以及给予子女的教育、文化方
面的练习和接触、家庭成员之间的关
系以及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经济资
源包括家庭的财富情况、职业地位以
及居住条件。为儿童所提供的社会资
源和经济资源是紧密联系的，但是相
互所产生的影响却有所不同。

关系
大量研究表明：儿童最主要的看

护人（广义上指“家庭成员”），对
儿童长期的成长至关重要（Shonkoff 
&Phillips, 2000）。现在要理解那些
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关系中的
因素以及对儿童最为重要的看护特点

义，而且以有效的方法使父母和看护
人使儿童更多地从游戏中获益。

关键信息：儿童个体
健康、营养和母体健康对儿童成长1. 
至关重要。
身体因素、社会-情感因素以及语2. 
言–认知因素， 这三个影响儿童
成长的重要因素相互关联并且同等
重要。
儿童塑造其周围环境，同时也被周3. 
围环境所塑造。
社会性决定因素对鼓励、支持和培4. 
养儿童的质量方面的影响，将影响
儿童的大脑发育和生理发育。
游戏对儿童的全面发展非常重要。5. 

                                     
3 在本章节中我们重点关注广义的“家
庭”，但我们想强调的是为儿童提供支持和
鼓励的亲戚、亲友以及相关邻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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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很容易了。保证儿童在早期健康
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必要条件便是，要
保证儿童与一名值得信任的看护人在
一起，看护人可以在儿童早期持续地
关心、支持并且爱护儿童。（Bowlby, 
1969）。 

婴儿以及牙牙学语的小孩通过与
看护人之间安全的接触在感情上和身
体上感到安全，在此基础上再去探索
周围的环境。儿童探索周围环境的想
法成功地得以实现后，其自信心也会
得以增强并且会受到鼓舞继续进行探
索。由此，儿童开始了解并且掌控他
们周围的环境，而且逐步习得能力、
树立自信心。所有家庭都需要得到帮
助，从而来学习如何更好地带孩子，
如何敏锐地发现并且有效地应对孩子
的需求。然而，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
环境方面的因素，都会对看护人与儿
童之间的接触造成不利影响。这些因
素包括婴儿出生时体重偏低、营养不
良并且有传染病、贫困及相关困境、
家庭矛盾和家庭暴力以及心理健康方
面的疾病，例如：母亲抑郁。在这样
的情况下，外界对家庭的支持尤为重
要。

社会经济地位
所 以 ，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 简 称

“SES”）的“牢固性”会影响到人
生中的各种发展和健康，这即是“梯
度效应”。影响儿童早期发展的家庭
资源所反映出的梯度效应，最有力地
说明了不同的家庭资源会对儿童在社
会群体中获得幸福产生不同的影响，
并且这些资源深刻地影响到家庭环
境的方方方面。（Siddiqi 等人, 新
闻）。最近由Houweling, Casper等
人对43个贫穷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
（2005年）发现，在这些国家中，家
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5岁以下儿童的死
亡率之间有着惊人的联系。类似研究

影响儿童早期发展的家庭资源所
反映出的梯度效应最有力地说
明：不同的家庭资源会对儿童在
社会群体中获得幸福产生不同的
影响，并且这些资源深刻地影响
到家庭环境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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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
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对儿童早期

发展尤其会产生影响。家庭成员如果
出现了慢性健康问题，不论是身体上
的还是精神方面的（尤其是母亲或主
要的看护人），比如亲密伴侣之间的
暴力（Anda 等人, 2006; Fettelli 
等人, 1998）、母亲抑郁（Patel, 
DeSouza, & Rodrigues, 2003；
Shonkoff & Phillips, 2000）以及慢
性病，都可能对儿童的成长造成有害
影响。如果儿童的家庭环境中母亲抑
郁、家庭极度贫困或者处于高度紧张
的状态，那么，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这
种重要的互动关系就可能被破坏，导
致儿童在家里会少有机会获得成长经
验(Willms, 2003)。母亲抑郁会对儿
童造成严重的、慢性的影响，这将阻
碍儿童成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儿
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 2002）。

目前全球面临的一个主要的健康
问题便是在成年人群中肆虐的艾滋病
病毒（HIV）。这种病毒已经对儿童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儿童可能感染上
病毒（母婴传播），也有可能在家里
担负起大人的职责，比如照顾患有艾
滋病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许多儿童已
成了孤儿，或者因为父母亲患病去世
而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这种情况对女
童的影响尤其明显，这些女童有可能
难以获得更大的发展，因为她们更有
可能要担起家庭事务的重担，并且
可能从此辍学（Richter & Foster, 
2006）。

在此，我们呼吁大家认识到关注
儿童看护人健康问题的支持计划，同
样是对儿童早期发展进行投资，并且
应得到重视。

父亲
父亲在家庭中的作用不容低估，

但遗憾的是，这种作用往往被忽视。

表明，在这些国家中，随着国家整体
经济的增长，儿童死亡率所反映出的
社会经济不平等性也在上升（差距逐
渐拉大）。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对
婴儿出生体重偏低、患龋病、认知测
试分数低、在行为上和社会化方面存
在困难以及失学率更高等结果造成影
响，具体影响的情况各有不同(Brooks 
– Gunn, Duncan & Maritato, 
1997)。

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通过多种机
制影响着儿童早期的发展。例如，儿
童看护人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低，
将影响到看护人的知识面和看护基本
技能；哺育和母乳喂养孩子的方式也
对儿童早期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贫困家庭出生的孩子更有可能置身于
不利的成长条件中，并且受到这些条
件的影响(例如：拥挤的居住条件或
贫民窟、附近居住着不安全的邻居)
(Dipietro, 2000)。家庭的社会经济
地位也可以对父母造成压力影响，从
而影响到儿童。研究发现，低收入的
父母更有可能出现各种心理抑郁表
现，包括对自我价值的消积感以及抑
郁症。人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因在于，这些父母接触到更多消积的
生活事务，而用于化解这些负面生
活经历的资源却更少（Shonkoff & 
Phillips, 2000）。

社会经济条件与儿童的语言能力
和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证
实，主要是看儿童在所处环境中所能
获得语言的丰富程度(Hart & Risley, 
1995)。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还与家庭
向儿童提供其它资源的能力有关，比
如对儿童提供的卫生保健方面的呵护
以及提供精心的看护，这些对儿童的
成长健康具有深刻的影响(Hertzman & 
Wien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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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分配食物、卫生保健资源、
入学及其它家庭必需品资源[方面缺
乏控制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07，p. 22)。结果便是女童更有可
能获得较少的食物、被拒绝提供必要
的卫生健康照顾和教育。家务事和照
顾子女的工作使成年妇女没有机会从
事可以赚取工资的劳动，并且女童也
可能没有机会上学。此外，如果母亲
外出工作，那么女童就很有可能辍学
回家照顾兄弟姐妹，当家里找不到其
他人来照顾孩子时尤其会出现这种情
况。同时，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
的报告称：

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每5名读小学
的女童中就有1名无法完成小学教育。
缺失了初级教育便剥夺了这些女童开
发其所有潜力的机会。调查发现，受
过教育的妇女死于分娩的几率较低；
而送子女入学的可能更大；......[并
且]五岁以下死亡的儿童中大约有一
半儿童的母亲受教育的程度为初级。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7，p.4）

很明显，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的角
色（决策权）以及她们受教育的程
度，在促进儿童早期发展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妇女受过教育不仅可以降
低婴儿死亡率而且可以使女童有机会
获得长期教育。通过促进发展、接受
教育和适当的抚养来实现家庭成员间
的性别平等将有助于减少两代人之间
发生贫困蔓延。（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2007）。

家庭的居住环境
家庭的居住环境同样会利于（或

有损）子女的抚养教育。住所条件与
儿童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有关，比
如家里过于拥挤、室内空气污染、潮
湿阴冷等都会影响儿童的成长（Dunn 
& Hayes, 2000）。贫民窟和棚屋区的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鼓励]男性
全面参与所有关注性别平等的活动并
且[敦促]建立妇女与男性在家庭中、
社区、工作场所以及在更宽泛的全国
性团体和国际性团体中分享权力和分
担责任的准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UNCSW），2004，p.1)。
这当然包括了父亲抚养子女的角色(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 1997)。事实上，
目前的政策已经把儿童的父亲及能影
响儿童和家庭幸福的其他男性、以有
效的方式对儿童提供所有服务视为一
种战略需要，而且给予了高度重视
(Fathers Direct, 2006)。

性别
从影响儿童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

素的角度来看，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平
等可能很明显，当涉及到性别时尤其
如此：“妇女在家庭事务上享有权力
将对家庭成员及子女产生最直接的影



儿童早期发展：卓有成效的均衡措施

25

适应力（Grotberg, 1995）。世界各
地都有儿童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过家
庭暴力和邻居家的家庭暴力、以强凌
弱、无能为力、离异等事情，或者亲
眼目睹或亲身经历了其家庭成员酗酒
和滥用药品，而另外一些儿童正面临
着重大灾难事故或者日复一日的暴
行，如战争、贫困、疾病、饥饿、洪
水、艾滋病和被迫工作。在这些环境
下，儿童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
响，比如个人、家庭、社区等因素
以及更宽泛的社会因素（Bartley, 
2006; Grotberg, 1995）。对战争中
的儿童以及被殴打妇女的子女的经
历进行调查后证实，家庭可以为儿
童提供一个缓冲带以对抗极端环境
（Berman, 1996）。

Berman的研究及其他人员的相关
研究指出， 使家庭更有能力在重压和
充满暴行的环境中为儿童提供支持是
非常重要的（Pinheiro, 2006）。家
庭需要有适当的安全网加以保护，比
如社会保障政策、获得恰当的服务以
及充足的收入，从而不论家庭每天要
面对怎样的困难也可以更有能力培养
子女的适应能力。

可以通过家庭成员、看护人以及
儿童与所在社区或相关群体（比如，
以宗教来划分的群体）的其他人员之
间的关系来增强儿童的适应能力，同
时也可以通过由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提供的儿童早期发展、健康、营
养服务及其它服务来实现，也可以通
过可以方便子女就学、收入转移、卫
生保健以及获得安全住房等方面的更
宽泛的政策来实现。社会机构以积极
的方式加强公民间的“联系”将增强
儿童和家庭的适应能力。相应地，政
府、国际机构和城市社会团体应使用
“联系儿童与成年指导者”的准则，
来判断计划提议和政策提议是否恰

居住环境明显对儿童更有危害。调查
研究了数个无家可归的家庭及其子女
后发现，他们患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
以及发展不佳的比率要大得多（Dunn 
& Hayes, 2000）。这些不利因素将使
许多家庭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其它社会
经济困难时更加雪上加霜。

家庭支持
家庭应该具备能力获取资源，以

便做出最利于子女的选择和决定，
其中包括父母养育和看护人的照顾
等类似的支持（Richter, 2004）
(Goelman, 2003; Lamb, 1998; 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儿童健康和人类发
展研究所, 1996, 2002; Vandell, & 
White, 2000)、主要的卫生保健以及
基本教育。家庭需要社会保障的一个
方面具体体现在，满足工作与家庭生
活的需求上。Heymann（2006）对资源
贫乏国家的儿童和家庭进行研究后证
实，抚养照顾子女的质量对于全世界
的家庭来说都十分重要（见附录D）。
她的研究证实：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
的儿童目前正处于离开家庭单独生活
的状态、处于非正式看护的状态（通
常是由其他孩子来看护），或者被送
去工作并且曝露在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中。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便是
由社会来提供能保证质量的、可承受
的支持帮助来照看儿童。

适应能力
许多面临着日常生活困难的家庭

由于其社会经济情况不利，无法为子
女创造一个必需的抚养环境。适应力
是指儿童即使在逆境中也能生存下
来的能力。Bartley回顾了这方面的
研究后指出“重要的社会关系和社区
关系以及社会互动‘关系’方面的
维持技巧是获得社会保障的关键来
源”(2006, p.5)。而家庭为儿童提
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来增强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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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社区和关系社群

儿童的成长环境和家庭环境都是
由居住社区（儿童和家庭在此生活）
和关系社群（基于具有相同特质的群
体网络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形成的
社区）形成的。

居住社区
已确定的、对儿童早期发展产

生重要影响的居住社区的核心特点
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物质环境以
及服务环境（Kawachi & Berkman, 
2003）。居住社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可
以根据社区居民的平均收入、或具有
高学历居民所占的比例或就业人数或
失业人数来确定(Leventhal & Brooks 
–Gunn, 2000)。居住社区的社会经济
水平越高，儿童入学和学习成绩优秀
(包括口头表达能力和阅读能力)的几
率就越高。社区之间的社会经济水平
的不同，往往导致儿童的成长情况有
所不同，在此有些相关的重要警示。
生长在经济密集的社区中，社会经济
水平偏低的家庭的儿童，通常要比生
活在贫穷社区的儿童获得更好的发展
(Kohen 等人, 2002)。政府除了让社
区集中起来以集中经济之外，不再需
要花费什么成本便可以创造出经济密
集的社区，而且对儿童的成长也会有
利。

物质特征与服务特征
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居民

暴露在有毒的或其它有害环境（比
如：废弃物、空气污染、劣质水、过
量的噪音、居住密度大、房屋质量
差以及诸如此类的环境）的程度之
间呈现明显的反比关系。（Evans & 
Katrowitz, 2002）。给儿童提供的
物理空间，即可能给儿童创造机会也
可能限制儿童游戏玩耍进行学习和探
索，这些物理空间对于儿童活动身

当。

关键信息：家庭
家庭是抚养儿童的一个基础。1. 
社会经济梯度对儿童成长结果的影2. 
响反映为有困难的家庭能为子女提
供的成长资源很少。
至于社会经济资源至关重要的一个3. 
性质，即‘梯度效应’，几乎在儿
童成长的所有结果上均有所体现。
家庭不仅需要获得多种支持和系统4. 
计划来抚养子女，而且家庭本身也
需要这些支持和系统计划。
在家庭中，因性别偏见女童与男童5. 
在获得抚养关爱时是不平等的。如
果让儿童的母亲拥有更多决策权，
就可以减少这样的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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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一个国家的资源是否丰富，
都应该把当地社区是否能为儿童提供
必要服务作为城市发展的一条准则。

关系社群
关系社群对儿童及家庭确定自己

及他人的身份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
响，同时也对外界确定当地儿童的身
份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关
系社群是形成社会包容和社会排斥、
认识自我及自我价值、树立自尊和形
成性别社会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论
是否发生相互交换（信息交换、对等
的服务以及其它形式的支持），也不
论是否存在有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和相
互支持，成年人和儿童融入社区的
程度是相互联系的。研究表明，儿童
和家庭不论是生长在资源丰富国家
的城市社区（Samspon, Morenoff & 
Earls, 1999）还是在资源贫乏的村庄
（Carter & Maluccio, 2003），被称
为社会资本或集体效应的这些特点都
对儿童和家庭有利。本质上，儿童的
成长结果与社区居民间可以增进集体
看护儿童的因素以及与具有共同社区
标准和行为的相关社会关系有关，同
时也与效仿积极作用有关(Bourdieu, 
1984; Coleman, 1988, 1990; Jencks 
& Mayer, 1990; Putnam, 2000)。关
系社群常常是一个主要的机制，通过
这个机制，养育儿童的相关做法和相
关信息以及儿童健康与发展的信息可
以得以传播。抚养孩子的相关传统经
验可以代代相传，不仅在家庭之间相
传，而且可以在更广泛的社会性群体
之间传播。

体、获得社会方面的情感方面的发
展以及认知方面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Irwin, 2006; James, 1993)。类似
地，各个社区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
会因为社区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而
有所不同，这些服务包括供居民学习
娱乐、看护儿童的机构和组织、医疗
机构、交通便利情况、食品市场以及
就业机会（Leventhal & Brooks – 
Gunn, 2000）。不论一个国家的资源
是否丰富，都应该将当地社区是否能
为儿童提供这些必要服务来作为城市
发展的一条准则。

贫民窟和棚屋区
目前，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儿童

成长在贫民窟或棚屋区，儿童的认知
能力和社会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并没
有得到系统化的开发。政府政策在法
律、基本住房、营养、就学、健康及
其它基本公共服务主面的支持程度非
常重要，特别是在目前全球城市化迅
速发展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在此提供
了减少贫民窟和棚户区负面影响的一
些组织的模式。（Dayal, 2001）

发生在肯尼亚一个社区的生动例证
在肯尼亚内罗毕周围最大的一个

棚户区内潜伏着危机。两个不同种族
的少年经常强奸对方种族的少女。这
不仅对受害少女造成极大的伤害，而
且使当地居民，不论老少，都互相不
信任并且感到恐惧。几年前，男孩子
们要求停战并且开始在周边巡逻以避
免发生暴力事件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去
故意挑起事端。从此，这两个关系社
群之间的转变使此处居民社区的儿童
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个社区
里的600名患有艾滋病的孤儿得到了集
体照顾，在这里，孩子们成立了自己
的广播电台、创办了自己的报刊，并
且这里的小学是全国办得最成功的小
学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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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

优质的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
可以使儿童的各方面都获得较好的成
长——身体上的成长、社会方面的成
长、情感方面的成长、语言及认知能
力。政府应当把优质的儿童早期发展
计划和服务纳入社会保障政策中4，从
而在全世界范围内为贫穷环境下成长
的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消除不利影响并
且达到《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相
关证据令人感到不安：在资源贫乏的
国家有40%的儿童生活在极度贫困的
环境中; 有1050万名儿童在5岁之前
不幸夭折；许多儿童从未上过学；在
资源贫乏的国家里有28%的儿童发育
迟缓（Grantham – McGregor 等人, 
2007）。有证据表明，资源贫乏的国
家不仅贫穷、疾病肆虐、儿童缺少上
学机会而且儿童营养不良，这些都将
导致隔代传播贫困，从而影响到未来
成年人的生产力发展并且加重这个国
家经济资源的成本负担。在资源丰富
的国家，情况并没有这么突出而且人
类发展所涉及的各方面因素并没有这
样可怕，但是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所有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当国家在
社会经济方面走下坡路时，其发展脆
弱性就会加剧，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就有25%的
儿童或更多儿童在成年后缺乏当今社
会所要求的基本文化知识和计算能力
（Willms, 2003）。因此，儿童早期
教育不仅只是资源贫乏的国家才应重
视的问题，所有国家都需要面对。

Kamerman和Gabel在研究了全球社
会保障政策后发现，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的成员国采取的对儿童
成长产生积极影响的政策，包括“在
儿童早期为儿童多提供合理的且优质
的关爱和教育”(2006, p.11)。他们
还发现，资源贫乏的国家（而且政策

关键信息：社区和关系社群
给儿童提供探索发现和玩耍的、完1. 
整的物理空间对于影响儿童早期发
展的三大因素来说至关重要。
居民社区的物质因素、社会经济因2. 
素以及服务条件都对儿童早期发展
有很大影响。
关系社群是家庭认识自身价值、标3. 
准并且得到社会支持的一个主要来
源。
关 系 社 群 里 的 代 际 联 系4. 
（Bonding）可能会导致关系社群
间产生社会排斥（甚至是冲突和歧
视）。
性别标准和性别角色常常在关系社5. 
群的社会信仰中根深蒂固，因此，
解决关系社群里的性别平等问题显
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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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以及确保女孩和男孩完全接受初
级教育，政府和公民团体应该考虑推
广高品质的、有效利用成本的儿童早
期发展计划”（2007, p. 229）。早
期干预可以改变贫困家庭儿童的人生
轨迹，给予他们健康成长发展机会。
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例如：为
有工作的父母照看小孩、提供学前教
育、使儿童有机会上小学）的回报率
高，并且是消除贫困、增强健康、提
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幸福生活的有效途
径。

不论一个国家的资源是否丰富，
如果该国政府能够采取儿童早期干预
行动，把执行优质的儿童早期发展计
划和服务作为其社会保障政策的一部
分，那么这个政府都有理由得到数倍
于原投资的高额回报（Schweinhart, 
等人，1993; Schweinhart, 2004）。
在那些已经直接着手研究这一问题且
资源丰富的国家，由于矫正教育的成
本和犯罪司法案件减少，从而节约了
相关成本(Schweinhart等人，1993; 
Schweinhart, 2004)。由于有更多儿
童的母亲转为了劳动力（Cleveland & 
Krushinsky, 1998年）并且通过干预
措施改善了成年人的发展轨迹和经济
活动(Schweinhart, 2004 – 后续至
第27页)，从而产生了经济收益。资源
贫乏的国家尚未直接着手研究长期的
儿童早期发展干预措施所带来的经济
好处；然而，有资料很有力地指出，
资源贫乏国家的经济增长源于人力资
本 5投资所带来的种种结果，更通俗
地说即是诸如增加儿童入学率和提高
儿童文化水平等投资（Romer, 1986; 
Ravallion 和Chen, 1997; Sen, 
1999; Baldacci, Clements, Gupta
和Cui., 2004）。人们普遍认为，东
南亚“经济强国”从过去资源贫乏、
人均寿命低的国家转变为资源丰富、
人均寿命长的国家，最主要的原因是

也很稀松）必须制定政策保护最易伤
害的群体和广大群体，这应当是这些
国家需要实现的一项长期目标。

经济方面的看法
目前，经济学家们根据可获得的

证据声称，对儿童早期发展进行投
资是一个国家可以做到的最有益的投
资，多年后所得的回报是原来投资的
数倍。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可以培养并
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即，个人在融
入社会和参加工作方面的能力和技能
(Knudsen等人, 2006)。

通过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培养儿童
的能力和技能不仅仅局限在认识方
面，而且还包括了儿童身体方面的、
社会方面的以及情感方面的收获，
所有这些都是保证儿童一生健康的
决定性因素(Carneiro & Heckman, 
2003)。许多疾病（如：心血管疾病、
肥胖、艾滋病、抑郁症）都是患者在
儿童早期阶段便已经患上了（Marmot 
& Wadsworth, 1997）。于是，儿童
早期发展计划[该计划与健康促进措
施一起（例如：充足的营养、良好的
免疫功能）关注儿童的抚养、参与、
爱护、鼓励和保护等问题]让儿童有
机会在身体、社会、情感、语言和认
知方面获得长足发展，同时关注儿童
目前所患的疾病和将来可能患上的疾
病，该计划尤其关注那些最脆弱的和
处于劣势的儿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最近公布的《全球监测报告》称，所
有国家中，生长在最贫困社区的儿
童最不可能享受到儿童早期发展计
划 ----“这些儿童大部分营养不良而
且患有可预防的疾病” ---- 然而，
他们最应该享受到该计划的帮助。
（2007，p.19）。

Engle等人提醒我们，“为了实
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减少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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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资源贫乏的国家而言，
把儿童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块
基石所带来的经济收入的潜在增幅不
仅仅体现在微观层面的成本和收益
上，而且还体现在多种规模经济中
（Schady, 2005; Behrman, Cheng & 
Todd, 2004）。

在以下篇幅中，并没有提供儿童
早期发展计划具体的“细目清单”，
相关具体措施已经证明卓有成效，接
下来要介绍的是可用于世界上所有国
家的优质的、持续的儿童早期发展计
划的一般特点和战略上的、组织上的
准则。

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重点强
调以下一项或几项关键内容：母乳喂
养、儿童照顾、儿童早期教育、营养
以及其它形式的家庭支持。其中包括
直接针对儿童的服务，比如日托服
务、学前教育服务、在家和在社区里
设立的儿童发展中心，以及其它类似
的计划和服务。该计划和服务通过向
儿童的父母和看护人提供支持，从而
间接地关注儿童的成长；该计划和服
务包括父母养育计划、家庭支持或
家庭拜访以及其它家庭支持计划。此
外，卫生保健服务是对儿童及其家
庭提供支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如果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
中附加提供已有的卫生保健服务，那
么，这些服务将非常有效地促进儿童
早期发展计划。

计划和服务的质量是否恰当是决
定计划是否对儿童产生积极效果的一
个重点因素（Anderson 等人, 2003; 
Hertzman & Wiens, 1996; Magnuson, 
Ruhm & Waldfogel, 2007; 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的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
究所, 1996, 2002; Pelto, Dickin & 
Engle, 1999; Whlie 等人, 2006）。
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的质量涉及

对儿童进行了投资，从人们对抚养儿
童的观念到解决辍学等问题方面均有
所改变。在这个时期，儿童的成长条
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婴儿死亡率从
2000年的大约140/1000降至2000年的
5/1000以下（Hertzman & Siddiqi, 
2 0 0 0 ;  S i d d i q i  &  H e r t z m a n , 
2001）。从1975年至2002年，东南亚
经济强国的人均GDP从大约$4,000增
至$23,000（Hertzman & Siddiqi, 
2000; Siddiqi & Hertzman, 2001）

4. 政府有义务提供影响儿童成长的社会保
障，其中包括： 1）社会援助/经济支持；
有条件的/无条件的现金转帐，对儿童提供
照顾，社会补助金，税收方面的好处，食品
补助以及免费服务；以及2）为儿童及其家
庭提供社会服务，包括保障性的（和预防性
的）服务，比如看护服务、领养、住院治
疗、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家庭和社区
支持，以及照顾年幼的儿童（Kamerman & 
Gabel, 2006）。
5. 人力资本是指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源，这
些资源可以转化为社会所需的经济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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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007）。除了这些质量方面的基
本要素以外，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
务还应建立在人们对儿童成功发展的
本质的舆论基础上，并且应遵照一系
列正当的、可靠的儿童早期发展计划
的指导说明(Kagan & Britto, 2005; 
Janus & Offord, 2000, 2007; 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 2007)（见附见C）。

研究表明，除了成功计划所需的
各个因素以外，一系列的准则也保证
了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得以在全
世界范围推广。其中包括文化敏感性
和文化解析；社群所有权；社群需求
相关48结果的一般目的和舆论；社
群之间、服务提供者、父母间以及看
护人之间的伙伴关系；通过积极地融
入所服务的家庭和团结其它风险承

三个方面：结构、过程和抚养。结构
包括恰当地培训员工的专业技能、
员工与儿童的比例、团队规模以及确
保安全服务的物质要素。过程包括员
工工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以及与
服务提供者、看护人和儿童之间的关
系（Goelman 2003; 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的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
, 1996; 2002）。抚养儿童的环境包
括适于儿童进行探索的环境；指导儿
童获得基本技能；儿童的发展进步明
显；指导儿童学习新技能；当遇到违
反纪律的情况时有保护措施；语言环
境充分并且能够对儿童做出积极的回
应（Ramey & Ramey, 1998）。抚养
儿童的环境还包括平等地对待男孩和
女孩：机会均等、期望均等以及渴望
达到的目标平等（联合国儿童基金

儿童早期发展虚拟大学
儿童早期发展虚拟大学（NCDVU）是一

种创新方式，借此一个国家可以提高其领导
力和能力，从解决最幼小的公民及其家庭和
所在社区的人类发展需求，着手来推动其
社会和经济发展。儿童早期发展虚拟大学
（NCDVU）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南北机构，目
前与加纳、马拉维、坦桑尼亚的学术机构紧
密合作，并且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其它非洲
地区（SSA）以及中东和北非（MENA）的学
术机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一起紧密合
作。

由于获得了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伯纳德·范
里尔基金会（BVLF）、加拿大国际开发署
（CIDA）、撒哈拉沙漠以南参加儿童早期发
展虚拟大学的国家的数家当地机构以及中东
和北非四个国家的大力支持，儿童早期发展
虚拟大学才得以成立。国际性的基金会和当
地基金会一起合作，允许提供以网络方式和
面对面的方式设计的领导力课程，从而设计
出符合不同国情、不同部门情况的早期儿童
发展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国家层面的政策
发展（见Chalamanda）；针对患有艾滋病的
母亲和单亲母亲的发展计划（见Nyesigomwe

和Motola）；以及别出心裁的父母支持培训
（见Habtom）。这些活动及其它活动的详细
说明请登录网站www.ecdvu.org (儿童早期
发展虚拟大学， 2005)， 也可以查询Pence 
& Marfo（2004）。

儿童早期发展虚拟大学是三个贯穿在
一起的培养计划其中的一部分，其它两个部
分分别是为期两周的儿童早期发展研讨会
以及主要针对非洲国家的系列会议（Pence, 
Habtom & Chalamanda）。儿童早期发展虚
拟大学与社区、文化团体以及参与国一起开
展计划，既尊重当地文化又穿插有其它知
识。儿童早期发展虚拟大学有助于提高主要
的国际性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全
民教育以及《儿童权利公约》的目标，同时
还帮助实现地区性的和当地的目标（例如：
减贫战略（PRSP）、SWAPs, 国家的千年发
展目标）。一项外部影响评估（见世界银行
评估[儿童早期发展虚拟大学]）在总结2001
年至2004年的试点活动时指出：“以任何
标准来评价，儿童早期发展虚拟大学都非
常成功地实现甚至超越了所有即定的目标
......，我们充分相信今后的活动能更成功
地推广和促进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儿童早
期发展虚拟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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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erman & Gabel, 2006）。

将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与
卫生保健体系联系起来将提高儿
童的存活率。

卫生保健体系
从人口方面讲，如果卫生保健体

系（HCSs）关心个体和社区的健康、
聘用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提供设备
和服务，那么卫生保健体系在促进儿
童早期发展方面将发挥独特的作用，
而且通过该系统接触最多的人群将是
儿童的母亲。在许多情况下，卫生保
健的提供者是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士，
他们在儿童很小的时候就与儿童的家
庭有接触；因此，这些专业人士能接
触到社区里的大部分儿童。如果将卫
生保健中心作为一个联结点，那么，
卫生保健专业人士可以在促进儿童早
期发展方面发挥很有效的作用。

儿童早期发展与儿童存活的重要
交叉点在于卫生保健体系。尽管本报
告中提到目前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
儿童死亡，许多儿童的死因是可以预
防的。在这里我们仍然要指出，将儿
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与卫生保健
体系联系起来将提高儿童存活率。哥
伦比亚Bogota袋鼠关爱的事例很具有
教育意义。袋鼠关爱需要母亲、父亲
和看护人对出生体重偏低的婴儿进行
肌肤接触，这是对婴儿早期刺激和关
爱的一部分，经证明这样的接触可以
提高脆弱婴儿的存活率。通过肌肤接
触关爱婴儿，使婴儿接触到早期的刺
激，这对婴儿存活下来意义重大；这
种干预措施的成本很低，但作用却很
大。

担者来增强社群的服务能力；使计划
质量监督及计划有效性评估更方便
易行的、恰当的管理计划（其中包括
了计划使用者）（Kagan & Britto, 
2005）。

至于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
许多研究已经表明，这些质量准则
能增强幼儿的开发效果（例如：
Anderson 等人, 2003; 儿童早期发
展咨询团队 & 伯纳德·范里尔基金
会有效性初步报告，1999；Engle 
等人, 2007; Karoly, Kilburn, & 
Cannon, 200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7）。此外，将儿童早期发展计划
建立在现有的资源和网络基础上，并
且围绕多个利益群体的合作关系来创
建和维护相关计划（这些利益群体包
括家庭、社区和服务提供者），这
样，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就可以对儿童
产生最积极的影响（最近的回顾，见
Lancet Series Paper 3, Engle 等人
, 2007）。通过鼓励父母、传统看护
人以及年长的孩子来参加该计划，从
而在现有的资源和网络基础上开展计
划。这一类计划通常包括父母教育、
父母支持小组、家庭拜访以及以社区
为基础的和在社区里开展的儿童看护
服务，通过与多个影响层开展合作以
获得支持，以此来促进计划的开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7；Irwin, 
2004)。

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可以关注儿童
或家庭的具体特征（例如：婴儿出
生体重偏低或者出生在被关注的低收
入家庭），可以仅仅只在部分社区
和当地部分区域开展，而不包括其
它地方，或者根据情况提供全面的服
务。所有这些服务都各有优点和不
足；然而，政府的总体目标应该是找
到合理的方法，让所有儿童都能接
触到有效的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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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来的儿童早期发展计划，比如妇
女健康计划或生殖健康计划。这些计
划非常重要，通过这些计划那些无法
获得帮助和服务的儿童和家庭可以享
受到儿童早期发展计划所提供的服
务，并且由于计划的边际成本相对较
低，因此可以经常实施这些计划。由
于卫生健康系统可以提供简单的干预
措施，因此，更多的儿童和家庭可以
从中受益。例如，可以在当地文化和
发展程度可接受的前提下，提供有关
幼儿成长方面的、成本较低的书籍，
卫生保健专业人士则可以为家庭提供
书籍并且鼓励他们多阅读相关书籍、
得到更多相关知识。

在国际机构和民间团体的支持
下，当地政府、地区政府以及国
家政府必须是发展、促进和资助
一系列有效的儿童早期发展计划
和服务的关键角色。

将卫生保健体系作为帮助儿童的
一个接触点，这一作用在资源贫乏国
家的边远乡村或城市贫民区里尤其突
出。在这些地方，卫生保健体系关注
的是过于贫穷而无法获得医疗服务的
人群，或者是所在地区没有提供医
疗服务或过于虚弱的人群。在这种情
形下，为妇女、儿童及其家庭所提供
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干预服务，大多
数是由非政府组织和自愿者组织（例
如：自助就业妇女协会（SEWA）、由
Save开展的计划、以及由BVLF, 阿加
汗基金会（Aga Khan）和索罗斯基金
会发起的社区发展工程）提供的。更
多详情，请查附件B“机会均等：通过
沟通向尼泊尔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乡村地区的家长和社区提供儿童早期
发展计划服务”。

袋鼠关爱：兴起于哥伦比亚BOGOTA
全世界每年大约有2000万婴儿出生时

体重偏低，这加重了发展中国家在卫生保健
和社会系统方面的负担（Ruiz – Pelaez, 
Charpak & Cuervo, 2004）

在资源设备贫乏的环境下出生的早产婴
儿（体重低于2千克）可能没有早产儿保育
器可供使用，但是它们已经脱离了母体的保
护。袋鼠关爱最早于1978年在Bogota兴起，
用来帮助早产婴儿适应气温变化和培养母子
情结。母亲、父亲或看护人带着新生婴儿以
肌肤接触的方式，将婴儿竖立着，一天24小
时不间断地看护婴儿，抱着婴儿一起睡觉。
经证明，袋鼠关爱的方法至少与传统的早产
儿保育箱有同样的效果，而成本却更低。这
种方式的根本原理借用的是许多工业化国家
多年来沿用的、传统的婴儿养育方法（例
如：法国、瑞典、美国、加拿大及其它工业
化国家）。

经证明，袋鼠关爱：
·为早产儿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减少了护理早产儿的成本
·提高了母乳喂养率
·增进了母子感情
·在某些情况下，降低了婴儿发病率，

使婴儿更少看医生。

尽管袋鼠关爱是一种独特的干预
方法，需要经验技巧，这种方法最先
用于医院，而后在医院内外流传，卫
生保健提供者也可以采用其它方法更
好地开展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
卫生保健体系可以围绕着儿童早期
发展的目标为父母提供信息和支持；
也可以将儿童早期发展纳入现有的计
划中，比如IMCI(儿童疾病综合管理
)/发展关爱、ACSD（儿童生存与发
展加速方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07），以及在大多数国家实行的营
养/成长监督和促进计划；然后将儿童
及其家庭与现有的、以社区为基础而
提供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联系起来。
这个过程具体包括：已经添加了早期
刺激和关爱活动内容的健康或社区发
展计划，以及已经与其它健康服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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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国家

国家的影响对社区和家庭获得服
务和资源的深入程度起主要作用。所
在区域性环境的诸多因素都可能对实
施儿童早期发展计划产生重要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物质因素（例如：城
市化程度、当地人口的健康情况）、
社会因素、政治因素以及经济因素。
这些因素会影响到儿童早期发展计划
对所涉及的家庭、社区所产生的影响
程度并且影响到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的
实施。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关注都
是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对当地居民
的福利所造成的影响。比如：大量研
究（主要源自美国）证明了各州收
入不平等（比如，收入分配）与各
州居民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研究提
出，一个地区（在这个研究中是指一
个“州”）不论财富多少，家庭之间
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越大，人口
的健康情况以及相关结果的情况就越
糟，其中包括：成人死亡率、婴儿死
亡率、婴儿出生体重偏低、患恶性肿
瘤或冠心病、医疗方面的开支、杀人
犯罪以及暴力犯罪（Kaplan 等人，
1996；Kennedy, Kawachi & Prothrow 
– Stith, 1996; Spencer, 2004）。
而收入的不平等部分是由该地区的工
资水平、所得税、居民转移、社会支
出以及其它分配与再分配的机制决定
的（Zuberi, 2001）。

我们知道，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的国家里，儿童健康情况（例如：五
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在不同地区各
有不同，比如乡村与城市之间、各省
份之间的儿童健康情况是不同的。在
不同的地区，造成不平等的原因通
常是由于资源分配不均（Houweling, 
Kunst, 等， 2005）。在资源丰富的

关键信息：
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

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方面的公1. 
共投资非常有益，投资产生的加倍
回馈将体现在社会的诸多领域（教
育及其它领域）以及儿童的一生发
展过程中。
实施计划和服务的各个组织的最终2. 
目的应当是在目前已有的服务基础
设施的基础上（例如：卫生保健体
系）提供全面的、优质的服务和计
划。
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施儿童早期发3. 
展服务和计划，其中包括卫生保健
体系、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看护服
务以及儿童学前教育。
卫生保健体系（HCS）在儿童早期4. 
发展计划和服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
用，通过卫生保健体系提触最多的
人群通常是儿童及其母亲。
卫生保健体系可以确保全面开展儿5. 
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同时让儿
童的父母和家庭尽早学习相关的健
康和营养知识；同时可以确保计划
和服务重点关注的是儿童及其家庭
的需求。
目前，在资源贫乏的国家应广泛地6. 
通过卫生保健体系有效地实施儿童
早期发展方面的战略。
负责实施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7. 
的相关人员必须与所服务的家庭一
起合作，并且应该根据这些家庭的
具体需要开展计划、提供服务。
在开展计划、提供服务时应注重质8. 
量、兼顾公平性，并且在这两个方
面均有所监督。
政府在确保将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9. 
服务全面地融入社会保障政策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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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权）；这些研究表明，南北区域
的差异很突出(Jejeebhoy & Sathar, 
2001)。妇女自治这个问题本身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妇女受教育的程度决
定的，在印度南方地区，妇女更有
机会接受教育，比如Tamil Nadu邦
（Jejeebhoy, 1995; Jejeebhoy & 
Sathar, 2001）， 而妇女自治将对开
展儿童早期发展产生有利影响(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2007)。

一个国家内部的环境对儿童早期
计划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个观点的部
分理由是国家层面的直接证据，部分
理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逻辑性的扩
充，即家庭和邻居的社会经济情况对
儿童的幸福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换言
之，如果社会经济条件会产生影响，
那么可以自身创造条件的社会因素也
会产生影响（Siddiqi & Hertzman, 
in press）。这些条件在很大程度上
对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结构产生影响。
一个国家内部的环境（以及决定因
素）最突出的特点便是通过其政治和
法律影响儿童福祉的能力。我们研究
了不同国家后发现了国家收入的差异
与人口健康指数差异之间的关系，
其中包括：人口寿命和婴儿死亡率之
间的关系（Rogers, 1979; Flegg, 
1982）。事实上，在儿童早期阶段，
收入不平等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抵消
了其它婴儿死亡率方面的因素的影
响，其中包括：人均获得医生帮助的
比率、人均获得护士帮助的比率、城
市化程度、妇女自由程度以及生殖比
率（Waldman, 1992）。

如果社会经济条件会产生影
响，那么自身可以创造条件的其
它社会因素也会产生影响。
                                         
6 收入不平等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个很

复杂的问题，而且有诸多争议。

国家里，不同地区开展儿童早期发展
计划和服务的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
比如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情
况就与其它地区的情况不同(Kershaw, 
Irwin, Trafford & Hertzman, 
2006)。

图表2中的图示中，根据早期发展
说明指导（见附件C），学龄儿童（5
岁儿童）在脆弱性（14.0 – 45.9%）
方面的三个不同分层。各区域上面所
列示的饼状图表示的是该区域的社会
特点和经济特点。图示2表示的是所
有地区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平等程
度以及在儿童关爱方面的不平等程
度。然而，在许多地区，似乎社会经
济地位并不能预示儿童早期发展的脆
弱性。某些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社区却
“逆潮流行事”、能在儿童早期发展
计划上取得良好成果，经研究发现，
其原因在于计划本身、在于计划的初
始阶段。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更好地
理解了这些“适应力强的社区”的特
点后，就将为全世界的社区提供有利
经验。图示2还说明，由当地和不同地
区详细规划儿童早期发展计划时，可
以将公众讨论和政策制定当作一种有
力工具。在非常不平等的地区，贫困
是影响学龄儿童就学的重要因素。

在比国家低一级别的层面上，地
区之间和相关社群之间可以相互采取
其它地区的不同的体系来为当地的家
庭和儿童创造条件。例如，通过大
量研究发现，印度南部的情况与印
度北部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与北部
相比，南部的妇女更多地融入外部世
界，在家庭生活中更有发言权并且在
社会行动方面更自由”（Jejeebhoy 
& Sathar, 2001）。事实上，最近的
研究发现驳斥了南亚的妇女自治应归
因为宗教差异的看法（这样的看法指
出印度教的妇女比穆斯林妇女更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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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早期发展指导（EDI）脆弱性分布图

代表100名五岁以下的儿童
（即Stikine有大约100名
儿童）（信息来源：加拿
大统计局，2001年评估，
按百位整数四舍五入）

一个范围或多个范围里的脆弱性
儿童脆弱性的百分比

低

高

社会经济情况
% 土著居民

% 男性，管理层

% 第一代加拿大人

最有利的情况
据报告，土著居民的社会经济情况所占的
比例低。处于管理层的男性所占比例高。
第一代加拿大人所占比例低。

最不利的情况
据报告，土著居民的社会经济情况所占的
比例高。处于管理层的男性所占比例低。
第一代加拿大人所占比例高。

说明：
消息来源：EDI Cycle (2000-2004),人类早期学习合作伙伴。抽样总数为
43,395人. 至于Arrow Lakes, Revelstoke, Central Coast, Vancouver岛西面
以及Nisga’a（分别是第10，19，49，84和92区），为了增加抽样数量，Cycle 
1包括了从2005年以来的数据。
社会经济数据摘自加拿大统计局，《2001年人口普查》、《半定制地区概
述》。统计数据的使用已征得加拿大统计局的批准。获取加拿大统计局大量的
数据信息，可以访问其地方办事处的网址：http://www.statcan.ca， 也可以
拔打免费电话1-800-263-1136。
根据总抽样量五分位数来划分颜色。

KT – HELP – 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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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证明非常成功。PROGRESA(更名为
OPPORTUNIDADES）是一个国家性计
划，旨在减少极度贫困和社会经济不
平等对儿童福祉造成的影响。只要是0
至60个月的婴儿， 在已接受免疫服务
并且参加了健康宝宝拜访活动以监测
其营养健康情况的前提下，就可以通
过这个计划向婴儿的家庭提供现金转
移帮助。这些家庭将获得营养补助，
并且向婴儿的父母提供健康教育。怀
孕妇女将获得一次生育前检查（同时
还获得健康教育），而且成人家庭成
员还可以参加例行举办的会议，届时
将一起讨论有关健康、卫生和营养方
面的内容。通过对这项研究进行评估
后发现，与对比实验中另外的婴儿相
比，在两年的干预措施期间出生的婴
儿在头六个月的发病率要低25%，而且
在干预措施期间出生的0至35个月大的
婴儿生病比例减少39.5%。此外，参加
了PROGRESA(更名为OPPORTUNIDADES）
计划的儿童患贫血的人数为四分之
一，平均身高比其他同龄儿童高出1厘
米。最后，这次研究的结果表明，该
计划的效果随着儿童参与该计划的时
间渐增（Gertler, 2004）。
                                        
7 采用40%中等收入以及50%中等收入来衡量
贫困的一个相对标准。

时至今日，在不同的国家中，与
儿童福利不平等性相关的社会政策，
以最全面的观点分析了政策对于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
的儿童（即：家庭）贫困问题所产
生的影响（Kamerman 等， 2003）。
Kamerman通过分析确定出这类政策的
五个主要影响：

）收入转移（现金和纳税利1  
益），
）就业政策，2  
）抚养子女的请假政策以及其它3  
支持妇女生完孩子就业的政策，
）儿童早期教育以及儿童看护服4  
务，以及
）与少年怀孕和分娩相关的预防5  
政策和其它干预政策。

《卢森堡收入调查》的数据证
明，基于市场收入（即税前和转移
之前的收入），美国的贫困比例
（poverty rates）7为31%，比许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贫困比
例低5-6%，这些成员国包括法国和瑞
典，也包括其它国家，如澳大利亚、
加拿大、西班牙和德国。然而，在缴
税和转移收入后，美国的贫困比例是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最高
的，为18%，比其它成员国高出6% 至
11%（澳大利亚除外，其完税后的贫
困比例为16%）（Smeeding & Ross, 
199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
的完税后贫困比例一直很高，意大利
为32%，而荷兰为80%。然而，经过政
府采取再分配措施，许多成员国的贫
困单身母亲的比例降至大约10%，德
国则降至4%。相反，美国的贫困单身
母亲的比例则保持在60%（Beaujot & 
Liu, 2002）。

在墨西哥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
（Gertler, 2004）结合了现金转移
措施，以增强儿童的身体健康，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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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

一般来说，我们很难描述全球化
的特征，更不用说诠释全球化对儿童
的影响了。目前有多个利益相关方负
责塑造全球环境，这些利益相关方包
括各国政府、多边经济组织、工业、
多边发展机构以及市民社会团体。全
球环境可通过其对各国政策的影响而
对早期儿童发展产生影响。其中与儿
童幸福密切相关的全球环境其中的一
个重要特征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概念
的权力因素。权力因不同参与方的不
同而有所差异，尤其是国与国之间，
从而造成多种后果，包括某些国家能
力（主要是资源富裕的国家）对其他
国家政策的影响（主要是资源贫乏的
国家）。因此，资源贫乏的国家所实
施的最有利于儿童早期发展的政策可
能会出现折衷现象，尽管这方面仍需
进行进一步的直接性评估。国家努力
赢得未来的独立，鼓励多边政府组织
支持有利于儿童的政策是促进儿童早
期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本报
告所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均在所有国家
政府的能力范围之内，且符合“主管
当局”的国际标准。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被多
个资源贫乏国家所引入的一套著名政
策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结构调整计划。引入结构调整计划的
目的，是促进低收入国家的经济繁荣
从而能够偿还高收入国家的贷款。该
结构调整计划包括增加私有化、减少
政府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努力等多个方
面所扮演的角色，包含减少对社会福
利计划的投资，如教育、卫生保健、
以及其他有利于儿童早期发展的服
务，作为提高资源贫乏国家“效率”
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下
面将简述加纳在结构调整方面所取得
经验。国际机构一般认为加纳所进行

关键信息：
区域性影响因素和国家性影响因素

监视不同区域的儿童成长结果的差1. 
异性深刻地剖析了“儿童培养”宏
观环境条件的问题。
在区域层面上逐渐为开展儿童早期2. 
发展计划和服务提供有效的管理。
同样，在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也经3. 
常采用能影响儿童早期发展的“间
接的”（社会的/经济的）政策。
国家政府必须肩负起责任履行联4. 
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MDG的责
任。
对儿童早期发展进行投资是一个国5. 
家长期的经济和社会战略中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对儿童早期发展投
资不足会阻碍社会的进步。
不论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如6. 
何， 都可以实施“儿童和家庭受
益”的社会投资战略。
国际公约的要求，比如〈〈儿7. 
童权利公约〉〉, 国际劳工组
织（ILO）全球报告，以及《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CEDAW），可以在改变一个国家
的整体状况上发挥杠杆作用。
关注儿童的生存状况与儿童早期发8. 
展计划密不可分；对儿童早期发展
提供大量的支持不仅可以提高儿童
的存活率，同时可以使儿童在将来
的生活获得更多有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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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调整是非洲国家中最成功的案
例，这一点尤其让人肃然起敬。

加纳的机构调整计划始于1983
年，包括通过减少社会服务缩减政府
开支、通过国家货币的贬值调整汇
率、取消价格控制、国有企业私有化
以及增加国家经济中的出口比例。从
宏观上讲，加纳的国民生产总值逐步
提高、通货膨胀减轻，但同时加纳民
众所享有的社会福利情况恶化。本报
告尤其关注的是对众多儿童和家庭所
提供的基本服务大打折扣。货币的贬
值则意味着进口物品成本的增加；
脱贫程度甚微，而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现象却增加了（Konadu-Agyemang, 
2000）。

结 构 调 整 计 划 对 儿 童 生 存 、
免疫、普及健康卫生服务、营养
以及平衡城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
（直接或间接）影响（Bra d s h a w 
et.al.,1993）。尽管有关政策对卫生
保健方面的直接影响仍需进一步的具
体研究，而加纳及其他国家在这方面
的经验教训却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全球环境以确保儿童（《儿童权
利公约》，1990）和妇女（《联合国
提高妇女地位司公约》。2007）权力
的重要宣言为特征，并进而影响到儿
童的幸福安康。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新的《儿童权利公约》（2005）落实
儿童权利述评#7为国家各方担负起对
幼儿身体健康、社会/精神、以及语言
和认知发展的责任创造了机会，并消
除使用童工的现象。

   《儿童权利公约》的其他规定亦
在不同程度上与儿童早期发展相关。
例如。第6条明确规定当事方（主要
指国家）应负责确保“最大限度地促
进儿童发展。”《联合国提高妇女

国际社会需要就有效衡量儿童
早期发展的方式达成一致意见，
且该方式应与目前所存在的全球
衡量健康和人类发展，如儿童死
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发
育迟缓以及人类发展指数等的方
法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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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这首先应归功于拥护
派和制度方面对儿童身心健康和
幸福的保护和支持，比如《儿童
权利公约》第32条

市民社会的作用
在世界范围内，非政府国际组织

和市民社会在营造恰当的经济、社会
和政治环境以更广泛地支持儿童早期
发展和儿童福利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
的角色。市民社会在支持儿童早期发
展和人群健康所做出的贡献尤为巨
大。一般来说，市民社会团体是各个
社会层次的社会组织，从当地居民区
扩展到整个世界。市民社会代表儿童
行使职权的能力是社会资本职能的延
展，或是市民的相连性、以及政治制
度的支持拥护以促进市民组织的表现
形式。一旦允许参与其中，市民社会
将采取多种方法和途径来代表儿童参
与儿童的早期发展问题。市民社会团
体可以督促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
社区就有关儿童早期发展的社会决定
性因素采取相应行动。他们站在儿童
的立场提倡政府机构和国际型组织
采取积极的措施以确保儿童的幸福安
康。这些可以是当地组织战略的方式
以便为家庭和儿童更有效地提供儿童
早期发展服务；提高当地居住环境的
安全性、凝聚力和功效；以及提高当
地和相关社区的能力以便为儿童提供
更好的生活环境。尽管有关市民社会
对儿童早期发展方面所产生的直接作
用的研究十分有限，但，据统计，市
民社会的优势与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
之间强大的纽带关系使其对儿童早期
发展的重要性勿容置疑。 

全球儿童早期发展指标的重要性
国际社会需要在衡量儿童早期发

展的有效途径方面达成共识，儿童早
期发展与衡量全球目前的人类健康和

地位司公约》于1979年“在联合国大
会通过，经常被认为是妇女权利的国
际律令”（《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
公约》。2007）。由于本章程的目的
是提高妇女的地位和生存环境，很明
显，它亦强调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发
展。除此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
提交的全球监测报告中的全民教育与
儿童早期发展亦有密切关系。

在当今的儿童问题中，其中一个
最具警示性的问题是童工问题。国际
劳工组织2002年所提交的数据显示，
全世界大约有2.46亿童工，这主要是
指参与生产劳动的童工，“不包括12
岁及12岁以上允许从事轻体力劳动且
工作数小时的童工以及15岁及15岁以
上从事非“危险”性工作的青少年”
（2002）。其中，1.71亿童工的工作
环境非常危险或恶劣。而且，绝大多
数使用童工的现象集中发生在亚太地
区（1.273亿），其次是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 （4800万）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海（1740万）。在这些童工中，男
孩比女孩的数量稍多（1.32亿：1.13
亿），尽管比例差别较大（9570万：
7480万），但童工工作环境的共同特
征是危险（国际劳工组织，2002）。 

将童工所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进
行出售决非什么新鲜事；但是，全
世界同时在努力减少使用童工的现
象（尽管我们并不总是发挥这一能
力），这首先应归功于拥护派和制度
上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多方支持。

《儿童权利公约》强烈要求当事
国意识到对儿童权力加以保护的必要
性，禁止使用童工、尤其是那些对儿
童早期成长发展有害的工种。

全世界在改善童工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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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全球性
当前全球发展的动力正在创造新的1. 
机遇，并可以集中有关儿童早期发
展的不同行动方案。
应鼓励所有致力于儿童身心健康和2. 
社会福利的个人和组织通力合作，
组成联盟。
由于在人类健康方面所担负的使3. 
命，世界健康组织应强化其对儿童
早期发展的承诺，并作为社会健康
决定性因素的重要部分。
国际社会团体必须制定统一的机制4. 
以便对社区和社会的儿童发展问题
进行长期的监督。
新的《儿童权利公约》的儿童早教5. 
的权利实施述评#7为各参与国提供
平等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及儿童早
期发展的社会决定性因素创造了机
会。

人类发展是相似的，比如儿童死亡率
（儿童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发育
迟缓、以及人类发展指数，这是克服
国家和国际上所面临的儿童早期发展
问题以及制定可靠国际目标的根本因
素。目前我们能够有效、可靠地在全
社会范围内衡量儿童死亡率以及五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因此，各个州和世
界各国已经意识到儿童成活率问题
并制定千禧年发展目标以应对这一问
题。同样地，全人类儿童早期营养程
度亦可通过发育迟缓率来进行评估。
这种衡量和评估，同样引导国家和国
际社会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制
定相应的发展目标。

世界健康组织委员会在社会健
康决定性因素方面扮演着重要角
色，这是因为其广阔的人类健康
前景使其深谙对世界儿童早期发
展进行监督的重要性。

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有关儿童早
期发展的比较指标。没有恰当的衡量
方法，就得不到相应的数据，没有数
据就无法查出问题、无法查出问题则
无法采取相应的行动。所以，制定全
球衡量系统来监控早期儿童发展问
题是每个国家儿童早期发展战略的根
本性因素。既然签约国需要提供完成
《儿童权利公约》述评#7的过程报告 
（儿童早教的权利实施），对国际社
会团体来说，这是制定全球儿童早期
发展衡量体系的动力。有关该体系的
相关要素详见附录C。世界卫生组织健
康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则在此扮演特
殊的角色。这是因为其广阔的人类健
康前景使其深谙世界监督儿童早期发
展的重要性，并能够让世界各国领导
人了解并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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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对儿童早期发展的特殊
贡献
. 世界卫生组织在提倡儿童早期发展1  

作为主要社会健康决定因素方面扮
演重要角色，但不能仅依靠世界卫
生组织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来
解决这一问题。 

. 根据对儿童早期发展和平等的承2  
诺，世界卫生组织必须认识到儿童
早期发展是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关
键性因素，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本报告从全球
发展视角对全球儿童生存和健康计
划进行了阐述。

. 世界卫生组织必须对国家发展政策3  
和国家发展框架/方法中包含儿童
早期发展的政策提供技术支持（减
贫战略全部门方法、减贫战略文
件、快车道行动计划等）。

. 世界卫生组织必须为国家、地区和4  
合作方在综合简单的早期儿童发展
障碍方面提供技术支持，比如儿童
疾病综合管理关爱发展对卫生服务
和社区健康行动计划的干预。

. 对儿童早期发展计划的成本和效益5  
进行评估仍是当今所面临的一大挑
战，但世界卫生组织必须负责收集
有关干预有效性的数据，尤其是与
卫生保健体系密切相关的数据。

. 世界卫生组织必须致力于对通过若6  
干国家区域健康体系所扩大的儿童
早期发展项目所进行的政府机构间
合作进行监督，以便在所有国家发
展这一模式并传播全部重大发现。 

对社会多层次做出必要承诺
. 当地政府、区域和国家政府应将1  

“儿童早期发展科学”纳入到相关
政策中去。

. 为了就儿童早期发展达成全球性共2  
识，必须对儿童早期发展所包含的

儿童需要合适的营养条件才能生
存下来，儿童发展状况不仅受到儿童
营养条件和健康状况的影响，同时又
是相互影响的。开始是在母亲子宫
里，胎儿和儿童必须在其生存环境中
得到悉心照料。我们都知道儿童的早
期发展对个人独立和相关的个性特征
均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人们越来越
意识到儿童大脑发展的特殊阶段将会
对儿童一生的健康产生影响。在儿童
发展的敏感阶段，丰富宜人的环境、
恰当的激励、安全保障和支持对0到8
岁的儿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宜人的
环境包括从家庭的温暖到广泛意义上
的政府、国际机构和市民社会所塑造
的社会经济环境是支持儿童成长发展
的营养条件。这些环境和他们的个性
特征是儿童早期发展的决定性社会因
素。

   为了协助主要利益相关方致力于创
建支持儿童早期发展的条件，我们根
据相关证据提出以下建议。 

建立儿童早期发展的全球性联盟
政府部门在改变全世界儿童和家

庭环境方面做出努力的同时，本评论
报告亦显示出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全
球合作的必要性。 
. 我们建议扩大全球性政府部门间的1  

协作——儿童早期发展的全球联
盟，建立现有的非正式机构网络。
这些机构目前主要从事国际儿童早
期发展的工作，例如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早
期养育与发展咨询小组、世界银
行、伯纳德·范里尔基金会，阿加
汗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

. 儿童早期发展应与千年发展目标联2  
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扶贫、教育、
性别平等和儿童生存等问题。 

讨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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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益最多。政府必须就应对挑战，
促进工作-活/家庭-生活的平衡，
出台相关的政策体制以确保，当地
家庭社区婴幼儿中心能够帮助上班
族母亲照料孩子。

. 为了拥有合适的能力/基础设施来3  
处理与儿童早期发展相关的问题，
政府应联合国际机构，必须在资源
贫乏国家为职业培训和儿童早期发
展研究方面创造跨学科机遇。这
方面可以通过区域英才中心如刚刚
在阿贾克汗大学设立的区域英才中
心，和/成功的远程教育模式如儿
童早期发展虚拟大学来实现。 

. 社区参与是成功实施儿童早期发展4  
计划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此，政府
必须让当地社区参与儿童早期发展
政策、项目和服务的发展、实事、
监督和审查。但这并不能免除政府
的职责，但在落实儿童早期发展服
务时可以确保政府和当地社区较强
的关系。

实施战略
. 由于在根本的决策性政策方面存在1  

重叠，政府必须出台制定儿童生存
和身心健康计划，并通过现有的平
台执行实施儿童早期发展计划。而
国家的卫生保健体系是节省成本最
有效的平台以及最通用的接触点。

. 政府需要制定战略，以 “扩大”2  
从当地到国家有效的战略，而无需
牺牲项目的特征。战略实施的完整
性和当地政策的责任心必须呈现可
持续性，即便是计划扩大到国家层
次也应如此。

. 政府必须确保儿童的上学问题，消3  
除适学儿童的性别歧视，同时实行
免费的义务教育。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应与儿童早期发4  
展全球联盟一起制定一通用公式来
计算国家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的开
支，以及对儿童的人均投资。根据

范围有一广泛深刻地认识，并让更
多的人参与进来。这应作为一种社
会营销计划吸纳更多的人参与到儿
童早期发展计划中来，而非仅仅包
括传统的利益相关方：国家财政和
规划部门、经济部门以及企业界和
媒体。

. 儿童早期发展全球联盟与社会营销3  
活动联合负责广范围地对儿童早期
发展科学进行传播。

. 政府，通过批准《儿童权利公4  
约》，致力于落实儿童的权利问
题。实施试点，如在牙买加的试点
主要是用来提高家庭、社区、服务
供应商、和政策决策人对儿童权利
的意识，这些试点同时还将成为如
何在其他国家开展此类活动的典
范。

. 全球性活动必须得到充足的财力资5  
助以制定战略、同时协助国家将
儿童早期发展科学纳入国家政策中
去；并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
约》实施并监督儿童的权力落实状
况。

儿童权利实施的框架要求
. 政府应针对儿童早期发展制定跨部1  

门的政策框架，并明确阐明每一部
门的角色和责任以及相互之间的合
作方式。政府同时还需要将儿童早
期发展政策因素整合到各个部门的
议程中以确保他们日常所制定的部
门决策。此外，政府部门需要重新
分配资源以减少在接受高质量儿童
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方面所产生的
不平等现象，我们通过审查，确定
该证据可以作为评判儿童早期发展
计划和服务平等性的标准。 

. 若国家政府采取儿童和家庭友好政2  
策以确保全体成员的充盈收入、产
假受益，对较贫穷家庭的财力支持
并允许父母和照料人员平衡他们在
工作和生活中的时间，儿童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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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于资源贫乏的国家。本论据的
根本要素在于对对资源贫乏国家儿
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的有效性进
行经济分析。

. 儿童早期发展的根本性前提条件是2  
儿童最根本的姓名权和国籍权；因
此，国家政府在确保所有儿童出生
注册方面起着诱导作用，其方式是
国家免除家庭新生儿童综合注册的
费用。

. 我们现在了解到儿童相互影响的本3  
质对他们成长和发展影响的重要
性远远超过我们传统所认识到的那
样。儿童的成长并不仅仅根据其内
在的生理法则；而是通过他们所生
存环境的人类内在联系成长发展
的。为了给儿童提供良好的营养环
境，所有家庭均应得到政府和社区
的支持；同时，家庭所接收的服务
质量必须得到当地非政府组织包括
社区团体和父母委员会的监督，并
作为《儿童权利公约》报告的一部
分。这一目标是所有儿童早期发展
服务的普遍目标：父母及保育员的
支持、照料儿童的质量、营养、社
会保护、主要的卫生保健、以及
基础教育-适龄儿童的学前教育问
题。为了取得更大效率，这些服务
是指主要向当地儿童所提供的服
务，并需要区域政府组织的协作和
支持。

. 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必须负责对儿4  
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的独立监督
提供基金以实现公平和有效性。这
包括儿童接受服务的干扰和机会，
尤其强调减少儿童早期发展的不平
等现象。同时国家需要制定实施机
制以确保社区和中央机构能够通
力协作，并收集实施效果的可靠数
据。

经济分析，建立并传播一套能显示
社会从不同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和服
务中获得“投资回报”的系统。

对儿童早期发展过程和结果的监督
. 1  迫切需要扩展与资源贫乏国家儿童

早期发展计划、服务、政策和评估
相关的实证，因为这些国家强调政
策体系，资源贫乏，人们基本生活
方面所面临的问题较多。通过对资
源富裕国家调查而推出的结论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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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儿童的幼年经历为其一生打
下了重要的基础。儿童早期发展计
划，包括生理、社会/情感和语言/认
知领域，将对其基础教育、学业成
功、经济参与、社会公民和身心健康
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报告最主要的战
略眼光在于儿童成长居住环境的营养
状况，认识到对儿童发展最重要的因
素，而如果没有当地、区域和国家国
际机构的帮助，父母无法为儿童提供
充足的营养。因此，本报告最重要的
贡献在于向政府和市民社会行为主体
提供建议，全世界，从当地政府到国
际机构，应与各个家庭一起为全世界
儿童提供良好的营养环境。认识到儿
童早期发展对其成年生活的重大影响
后，就迫使政府意识到健康儿童发展
所需营养环境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
不同国家和社会所产生的效果亦有很
大差别。在某些国家，儿童早期发展
的不足导致儿童获得生活机会的差异
巨大；在另一些国家，儿童早期发展
的巨大差异威胁到国家和平和可持续
发展。我们努力的结果证实仍需努力
的两大主要方向：
. 继续我们的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儿童1  

早期发展所需的生理环境，尤其是
指更广意义上的环境。

. 采用一切可利用信息实现“从普通2  
大众到全球”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
投资战略。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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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对儿童成长发育所产生的后果做
过多次精密的调查。与成年人关于生
理环境相互关系的知识主体相比，这
一点尤其真实正确。我们有关“生理
嵌入”的知识主要来自严密的实验控
制，这些实验主要是在灵长类动物
（包括人类）和非灵长类动物身上完
成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一层次的
信息就可满足传统论据的“黄金标
准”。

由于家庭是在受影响范围之内
的，事实上，本论点依据缺乏实验证
明。这主要是因为它既非切实可行又
非合乎情理地可任意或控制家庭情
况。但这也有例外情况，例如从对兄
弟姐妹或孤儿的研究所得出的实验论
据（准实验论据），在可能的情况
下，包括了这些研究发现。大多数情
况下，有关就家庭特征的效果/机构
以及父母对儿童的关爱是可以通过观
察发现的。在这一观察研究中，已经
完成了描述性研究（比如生态和横截
面调查）和分析性研究（比如队列研
究）。在可能的情形下，通过队列研
究所得出的报告结果要比描述性研究
更受欢迎。与横截面调查相比，队列
研究可以制定时间顺序：即原因先于
结果出现。就家庭而言，一个明确的
愿望是显示社会经济关系和儿童发展
之间的群体水平类型，同时证明了不
同群体或社会中这些类型的变异。因
此，就这一层次的任务而言，横截面
研究把生态信息包含了在内。其中所
采取的折中办法就是牺牲时间顺序以
突出强调发展贡献的重要方面，如果
不从生态角度进行分析，则很难捕捉
到这一方面。而时间顺序则在前面所
提及的队列研究已经设定，以个人的
视角分析了社会经济环境和儿童早期

在世界其他地方，一个具有信服
力的论点是，因某些原因，传统的论
据层次可能不适合“作为评估社会或
公共健康干预的证据。”在寻找有关
社会健康决定因素的证据方面，这一
点尤为属实。一般来说，传统的论据
层次与当前可用的论据之间的矛盾是
不可调和的（或者，至少是，不是完
全融合的），本领域所期望的信息类
型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社会决定因
素委员会的支持，并把衡量和证据问
题放在突出位置。

儿童早期发展知识网络所收集的
证据（KN-ECD）提出了有关形成有效
可靠性“论据”的若干概念。其目的
在于提供衡量该领域可用数据和信息
的有效方式。以下是本报告是证据所
含内容的综述，主要根据儿童早期发
展小组框架所概述的“影响范围”加
以组织，因为“论据类型”同样也收
集了类似的相关信息。

就个人而言，近期在文献中所搜
集的大部分证据已经被《儿童权利公
约》广泛接受。随着人们把儿童视为
完整的个体，并提高个人生活的能
力，研究者同时还发现包括知识生
成的儿童视角等方面的价值。阐释这
部分论据主体（其优势在于合适的
方法）一个重要局限是，较小的样品
型号和量性研究的性质限制了工作
本身的普遍性。尽管具有科学限制，
但本论据中所涉及的儿童愿望/期望
/需要等道德和伦理价值或职责是最
为重要的。因此，我们不要求越过论
据本身，而是我们根据有关儿童期望
的主体，建议应将儿童视为社会的参
与者，在工作时考虑到儿童的观点是
我们的职责所在。研究者已经就环境

附录A: 
根本性论据的重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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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正如我们在小组-儿童早期
发展论据报告（Siddiqi, Irwin & 
Hertzman）中所提及的那样，很大一
部分原因应归于缺少对这一层次的
研究。文献调查所得到的实验信息微
乎其微，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例子是
PROGRESA 研究（又称OPPORTUNIDADES
研究）。除此之外，大部分信息均来
自于横截面或其他形式的观察性研
究。尽管这些研究无法提供明确的论
据，但仍然把其包含在内，这是因为
这些报告可以对将来所要研究的领域
提供良好的建议；同样还由于我们所
搜集数据的微观层次（比如家庭）和
宏观层次比如区域、国家和国际环境
存在着合理的内在联系。在传统科学
术语中，可信性经常是用在生物上的
术语。我们重申这里所呈现的是社会
可信性。

发展。

居住和相关社区所提供的证据，
同样因为类似的原因，主要来自队列
研究。所选择的审核研究均来自最具
说服力的研究设计。根据所刊登的杂
志以及该领域最著名的科学杂志的判
断，这些研究绝大对数均不带任何偏
见。

为了维持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委员
会关于本报告所包含的观点，儿童早
期发展和服务部门不会提供关于具体
的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的“详细
清单”以证明其有效性，我们选择提
供可在全世界流传的一般特征以及
质量的组织原则和可持续发展计划。
这一决定背后所隐藏的一个基本原理
是，尽管已经最好地证明了该计划或
服务的有效性，但是在一个环境中成
功实施的计划或服务，在另一个环境
中（或全部环境中），我们无法确保
也能成功实施。我们所能支持的是跨
环境中的普遍特征及原则，或者我们
已经知道已经证明的有利于儿童发展
的营养环境。为了回答本报告中计划
和服务案例所包含的标准问题，我们
需要求助于多处资源：1）我们的儿童
早期发展专家，他们拥有充足的理由
并拥有特殊计划所产生影响的经验。
这包含在“最佳做法”的概念中；2）
文献；3）计划和服务有效性论据；
4)’考虑计划是否符合我们所阐述的
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的标准以为
儿童营造丰富的营养环境。在某些案
例中，我们所选择的例子能够支持这
一特殊要点，比如对袋鼠的照料；在
另外一些案例中，主要包含在计划和
服务中可以利用的信息。我们尽可能
提供高质量的计划和服务。

就关于区域、国家和国际范围
的研究而言，有关科学严密性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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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儿童发展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配合下，
世界卫生组织已制定特殊的早期儿童
发展计划，称之为关注儿童发展，其
目的在于集中现有的儿童患病综合治
理计划。关注儿童发展目的在于提高
父母和保育员在儿童发展中扮演重要
角色的意识，在给儿童诊断时通过向
他们提供信息和教育，让他们了解与
儿童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性。多方论
据证明关注儿童发展是一行之有效的
方式，父母和保育员凭借他们现在所
掌握的技能为儿童营建激励性环境。
鼓励卫生保健从业人员将对儿童小病
的诊断视为传播关注儿童发展信息的
机会，比如积极响应儿童喂养对提高
儿童营养和成长的重要性以及与儿童
玩耍和沟通活动对帮助儿童成长的重
要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宣传手册可登录：
http://www.who.int/child-adoles-
cent-health/integr.html）

母乳喂养和幼儿刺激

在伊朗南部所实施的试点工程目
的在于实现安全怀孕、安全生产，促
进母乳喂养和生育间隔，提供早期的
心里激励，同时帮助父母避免出现儿
童发育迟缓的问题。本项目通过提供
泌乳顾问，与婴儿妈妈接触并提供
支持，为需要更多信息的妈妈提供培
训，期望支持并促进在医院和出院后
母乳喂养（接受家庭卫生保健访问和
咨询），事实证明，该项目对成功进
行母乳喂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该地
区，妇女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尤其是
农村地区，妇女的受教育水平更低。
本项目旨在弥补部落和文明社会之间

以下是关于在多种环境下创造良
好营养环境的计划和服务“模范”事
例。

与卫生保健体系

儿童患病的综合管理

世界卫生组织儿童患病综合管理
计划是为了减少儿童的死亡率、患
病、残疾，促进0到5岁儿童的健康和
发展。儿童患病综合管理具有预防和
治愈两方面的功能，可在家庭、社区
以及通过卫生保健体系加以实施。在
不同环境中，儿童患病综合治理中心
将儿童患病的诊断和治疗放在优先处
理的位置，包括家庭和医疗设备，但
同时为父母和婴儿照料人员提供咨询
服务，以及对身患重病的儿童提供咨
询服务。其主要实施过程包括以下步
骤：
·在国家卫生政策中采用针对儿童健
康和发展的综合方法。

·采用针对国家需求、政策、可用药
物以及当地食品和语言的标准儿童患
病综合管理诊治指导方案。
·采用新方法培训卫生保健工作者，
提高他们的服务水平以能够有效地对
儿童进行检查和治疗，并对父母提供
咨询服务。
·以保证提供充分的低费用药物及简
单的仪器来加强卫生保健系统。
·加强对住院儿童的诊治。
·发展社区内支持机制以预防疾病、
帮助家庭照料生病儿童并在需要的时
候，将儿童送往诊所或医院。
（资料来源：
http://www.who.int/child-adoles-
cent-health/integr.html）

附录B:
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和服务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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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中心，与医疗和社会研究机构有
着密切的学术联系。本计划最近已经
做过评估，且本报告不久即可使用。

本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行动计划
得到国际非政府组织、世界银行以及
其他组织的支持，因此将在哈萨克斯
坦进一步的卫生保健体系改革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母亲和儿童健康/
社区护理中心将定期走访0到5岁的儿
童。除了监督儿童早期发展过程、解
答母亲有关儿童发展和行为方面的问
题，很多护士将为父母提供预先指导
并建议促进儿童发展的途径。他们首
次运营母亲团体，向父母提供有关儿
童早期发展的范围广泛的书面材料。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d 
Care（1998）一个健康的开始在0 到5 
岁。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d 
Care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 
3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社区发展能力

马来西亚社区发展能力计划的制
定，是为了解决资源贫乏地区儿童和
家庭的需求，以期提高儿童成长的环
境。社区发展能力主要包括以下活
动：
·拓展学前教育计划，重点是激发儿
童认知、生理、以及社会情感发展。
·卫生保健工作人员与社区成员召开
会议，以确认和勾勒现有正式和非正
式服务，以满足家庭的特殊需要。

一旦确认后，社区应优先为儿童
制定儿童保育计划和免疫计划，以及
促进妇女和单亲母亲增加收入活动。

的差距，传播有关母乳喂养的信念；
儿童营养、健康以及发展；和正确的
进行母乳喂养，其方式是向他们不断
地提供支持以及高质量的母乳喂养信
息。本卫生保健体系的切入点是为父
母了解泌乳咨询和参加儿童早期教育
培训提供机会。本项目的中期评估，
（知识/态度/实践）研究显示：卫生
保健体系在宗教地区所进行的母乳喂
养和营养教育努力极大的提高了母亲
的有关知识，引导她们提高有关儿童
健康和营养的保健知识和行为。还需
要进行深入的评估来显示出本计划对
儿童发展结果的影响。
（Froozani, M.D., Permehzadeh, 
K., Dorosty Motlagh, A.R. & 
Golestan, B. (1999)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母乳喂养教育对0-4个月儿童喂养方
式和健康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手
册》77（5）PP.381-385.）

托儿所-走访

哈萨克斯坦

通过现有的托儿所-走访体系，哈
萨克斯坦引进了儿童早期发展教育模
式，以提高父母对儿童心理社会和认
知发展需要的了解，且无需花费额外
的钱财。儿童患病综合治理培训是由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
合发起的，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的共同支持，并在哈萨
克斯坦卫生部的领导下加以实施的；
是建立在国家现有的卫生保健体系之
上，其目的在于提高服务提供者的能
力。在实施期间，本项目的参与方包
括当地医疗培训机构、当地政府和社
区。在婴儿出生的第一个月，护士几
乎每周要走访一次新生儿童，此后定
期走访。健康生活方式中心同样参与
到知识发展、培训、监测和评估中
来。该健康生活方式中心是一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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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对幼儿阅读推广计划
的影响评估具有一致性。与那些没有
参加幼儿阅读推广计划的家庭相比，
接受幼儿阅读推广计划干预的父母更
喜欢为他们的儿童阅读且家里拥有更
多儿童读物。更重要的是，有关儿童
语言能力检查的研究发现：幼儿阅读
推广计划干预和较大提高儿童学前语
言分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并成
为孩子将来学业成功的预言者。

目前幼儿阅读推广计划涉及到医
院、保健中心、以及私人儿科诊所。
（资料来源：
http://www.reachoutandread.org/
index.html）

综合家庭儿童早期发展

在泰国，几家当地组织，联合国
儿童经济会、基督教儿童基金会，以
及救助儿童会与公共卫生部门和当地
大学通力合作，对综合家庭儿童早期
发展项目提供支持，该项目自1990年
开始实施。本项目主要在儿童保健中
心实行并将有经验丰富的母亲（自愿
担任特命大使）、卫生保健体系以及
范围较广的社区（比如：大学、其他
教育机构和非营利机构）联合起来。
每位大使将负责5个邻居家庭并向妈
妈提供不同环境下有关儿童健康、营
养和发展成长的信息，如不同民族的
家庭或在当地市场环境下。月度培训
会议（有关家庭生活、儿童发展以及
育儿等）在当地卫生部门召开以便让
大使了解更多有关儿童保健和发展的
新信息和资料。这一方法特别有用，
这是因为在泰国，年龄稍大的儿童经
常需要照料年小的弟弟妹妹或邻居。
大使还要向年长孩子提供有关儿童
健康、营养、和发展重要性的必要信
息。在其中的“亲手动手”课堂上，

父母参与干预计划的发展和协调，比
如儿科评估、教育服务、干预服务、
以及育儿协调。本计划的一个重要特
征是加强父母价值之间的联系，社区
社会框架以及卫生保健体系。本计划
是建立在现有的社区资源基础之上，
大大节约了成本。社区能力发展主要
是满足特殊的儿童早期发展需求，结
合卫生保健服务和计划，并支持母亲
参与产生-收入活动。

幼儿阅读推广计划 （ROR）

幼儿阅读推广计划是美国的非营
利性机构，主要通过向儿童提供新书
籍推动儿童的早期读写能力，并建议
父母参加监督儿童大声朗读的重要
性。幼儿阅读推广计划将儿童早期读
写能力视为早期育儿的标准部分并将
其视为卫生保健体系的切入点，且已
证实能对儿童早期发展提供帮助。根
据幼儿阅读推广计划模式，医生和护
士向父母建议：大声朗读是他们帮助
儿童喜爱书籍以及学前准备的最重要
方式。同时在对儿科医师和其他临床
医师进行培训时，采用三部分幼儿
阅读推广计划，以提高儿童的读写能
力：

对于每一位身心健康的儿童，1. 
医生和护士均建议其父母为他
们的宝宝大声朗读，并向他们
提供适合该儿童年龄段的建议
和鼓励。对于存在阅读困难的
父母，鼓励他们配合图片讲解
他们自己的故事并与孩子一起
制定计划和目标。
供应方将向年龄在六个月到五2. 
岁的儿童不间断提供合适的书
籍。
在书籍较多的候诊室，经常有3. 
志愿者阅读书籍，父母和儿童
学习一起阅读书籍的快乐和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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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Annah Wamae）。卫生部门采用
免疫走访作为重要切入点的创新项目
还包括，多哥杀虫剂滞留蚊帐大规模
的分散，以进一步减少如疟疾等疾病
的扩散传播。

普及免疫计划的重要性，从减少
儿童疾病和提供额外儿童干预机会方
面来说，绝对不容忽视。免疫计划需
要经常依赖公共、私人、国家和国际
赞助资源的联合，而且这些计划与其
他计划相竞争，应优先在国家卫生计
划议程中。拥有30年历史的扩大免疫
规划已经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成功，
不同国家在免疫覆盖方面所出现的变
化和波动反映了普及免疫计划所存在
的困难。
（www.afro.who.int;www.unicef.
org/health/files/UNICEFTechicalNo
telMalariaImplementationApproach(
1).doc R Kim-Farley, R. (1992)全
球免疫。公共卫生学年评, 第13卷，
pp.223-237.）

儿童发展综合服务

印度所实施的另一个类似的行动
方案——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是一
个多角度，并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计
划，旨在提高贫困地区妇女和儿童的
生活质量。本计划源于人们认识到需
要对所有婴儿进行成长发育评估，而
所成立的免疫诊所则成为与卫生保健
系统的切入点。因此，相关部门制定
了综合性儿童发展服务计划。诊所
的作用是与卫生部门一起对“免疫期
间”的儿童实行家访，并向母亲提供
更多相关信息，而儿童发展观察卡则
可以帮助他们监督儿童的成长并有机
会在必要情况下提供详细的评估指导
方针。实行这一计划的目的是通过提
供现场教育以及可能进行的家访，可
以让家庭，尤其是母亲学习了解更多

五六年级的学生将向大使学习如何决
定他们家弟弟妹妹的疫苗接种和成长
发育过程。所有这些教育和培训行动
方案均需要通过公共卫生部的配合。
在这种情况下，本计划的积极评估结
果显示，将本计划扩大到到0到18岁，
但这样也同时导致本计划变得非常分
散，因此所起到的作用就会变得越来
越微弱。

（Herscovitch, L.(1997) 扩大
泰国儿童和家庭计划：儿童和家庭发
展的综合计划。泰国曼谷：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

免疫

扩大免疫规划

世界卫生组织扩大免疫规划初次
开始实行是在1976年，当时世界上只
有不到5%的儿童接种过六种简单预防
疾病的疫苗：白喉、破伤风、百日
咳、小儿麻痹症、麻风病和肺结核。
在过去的30多年间，世界上，每年的
扩大免疫规划已经覆盖到5亿儿童接种
免疫疫苗。扩大免疫规划取得了长期
的成功和规模，并服务框架正逐步被
引入到其他儿童健康服务项目中。

世界卫生组织扩大免疫规划，由
于其规模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覆盖率，
目前被视为与其他儿童健康促进活动
捆绑在一起的潜在珍贵机遇。全世界
90%儿童接种免疫疫苗的时间大约在两
岁之前，这是其他健康干预或检测的
潜在切入点。肯尼亚尤其在采用早期
切入点方面具有前瞻性。肯尼亚卫生
部近期决定在免疫走访时收集有关发
展指标的信息，而免疫走访被视为以
人口为基础，以及监督肯尼亚儿童早
期发展过程的一种方式。免疫走访同
时还被视为向父母宣传儿童早期发展
信息和婴儿健康的重要机会（个人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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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工作人员集中在一起交流沟通，
“边学边玩”计划改变了贫困地区的
人们长期缺乏有关儿童早期发展基础
知识的局面。在集中讨论和研究儿童
权利影响的同时，需要将其与以玩为
本的学习方式，父母和社区在儿童教
育的作用，和改变儿童教育实施方式
的计划方案结合在一起。这一计划的
大部分要求教育者和父母共同合作，
改变传统教学方法和模式，传统的教
学方法是指“读、写和算”。同时，
还需让父母们相信以玩为本的学习、
讲故事和唱歌是非常恰当的方式并能
促进儿童智力的开发和成长。除此之
外，本计划将对社区成员和教育专家
进行访问，采用唱歌和讲故事的形
式，改变教育者和政府部门在这方面
的观念。更重要的是，改变尼泊尔父
母的观念，让他们了解在上小学之前
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对儿童所产生的长
远积极的作用。本计划同时还探讨了
类似于母亲安全、营养和免疫等方面
的议题。（资料来源：平等接收，
全球计划报告2006. http//qwww.
equalaccess.org）

乡村的儿童早期发展计划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妇女发展项目首先在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的5个省市开展实施，目的是
推进不同妇女发展行动计划的落实。
五年后，妇女的权利得到提高但，而
且人们认识到直接解决儿童发展问题
的必要性。根据这一经验，政府制
定了早期儿童和家庭发展项目。在发
展和实施的这一项目初期，在村内成
立了早期儿童和家庭发展项目规划研
讨小组，村级规划的制定是根据小组
成员在发展需要和目标方面所达成的
一致意见、对整体方案的了解、对资

关于儿童健康和发展的问题。

由于免疫计划与其他儿童保健服
务联系在一起，如早期儿童干预和儿
童早期发展监督，我们就有更多机会
为实施这些计划寻找永久的公共资金
资助。

（印度发展观察卡 Chaturvedi, 
E., B.C. Srivastava, J. V. Singh, 
和M. Prasad.“六年成效有关心理社
会发展的儿童发展综合服务计划”。
印度儿童24：153-64. 
http://www.unicef.org/india/
media_2640.htm http://www.unicef.
org/india/nutrition_188.html）

缺失卫生保健体系

尼泊尔无线电广播

无线电行动方案是采用合适的低
成本技术（卫星广播，AM/FM广播）到
达每个社区，再将信息传播到生活在
偏远地带的家庭。无线电行动方案制
定多个主题，包括预防艾滋病，妇女
健康和儿童早期发展。通过设计和录
制令人振奋人心的视听广播和多媒体
计划，这一计划教育并加速了目标群
体的行为改变。

目前一个最新的称之为“边学边
玩”儿童早期发展广播节目，正在通
过FM和卫星在尼泊尔向儿童早期发展
中心和数百万群众广播。边学边玩节
目帮助父母和社区为六岁以下的儿童
创建积极的生活学习环境。通过这
一计划，父母了解到开发儿童智力和
情感发展的重要性。这个集娱乐和学
习于一体的计划项目，传达到托儿中
心的母亲和保育员，从而让他们更好
地识别、了解和支持儿童的需要。通
过将教育者、母亲和培训早期儿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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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局限性的评估、活动规划、成立
项目委员会以及筛选村民志愿者的标
准。而社区计划发展程序主要集中在
当地的参与程度，以制定适合不同民
族群众特殊需要的计划。这一过程主
要集中在乡村数据收集和需求评估，
同时还将现有的传统知识作为计划发
展的基础。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所
取得经验中，最具特色的活动是由村
民成员和村庄发展委员会共同签署的
村庄参与协议，这是建立在儿童权利
框架的基础之上，包含在等待外援可
立即采取的行动。（资料来自：儿童
早期发展计划经验；第一版，2006年
11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p.23.和世
界银行，儿童早期counts:儿童早期照
料和发展计划资源（CD-ROM）,儿童早
期发展计划咨询小组，世界银行，华
盛顿，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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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儿童早期发展。其原因在于：儿童
早期发展研究过去一直是属于个人研
究领域，主要采用心理学和教育学的
研究方法，且集中研究实施战略计划
和课程。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下，
儿童早期发展知识网络的出现，为增
添新的视角提供了机会，即人口健康
视角。人口健康将儿童早期发展视为
健康之社会决定因素，要求我们通过
衡量评估发现，在全世界明确阐明的
儿童群体中，在健康儿童发展方面而
出现的不同体制。一旦确认后，这些
体制差别将成为了解和修订儿童早期
发展健康之社会决定因素的基础，用
于衡量儿童早期发展的过程以及儿童
接受支持健康儿童发展体系的平等机
会。

若想在比较国际儿童早期发展指
标方面达成一致意见绝非易事。所制
定的指标必须满足以下标准：
·包含对人一生的健康、幸福、学习
和行为产生影响的儿童早期发展所有
领域。
·根据有关儿童早期发展相关领域的
普遍国际观点，将每个领域所达成的
共识作为特定的因素，可以在全世界
任何地方进行衡量并可在不同区域环
境中简明确识别这些因素。
·除需要面临的以上挑战，所制定的
指标还必须能够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加
以转换，鉴别造成儿童死亡的环境与
儿童生活的环境是否相同。
·对某一年龄段儿童提供有效的对比
信息，不管这些儿童是否已经上学。

由于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问题，
儿童早期发展指标不能是一种简单特

国际发展社团组织已经为评估社
会服务做出多方努力以对不同社会的
状况进行对比分析。时至今日，他们
已经采取了多种方法，每一方法均有
一套关于促进和反映儿童身心健康的
假设。世界卫生组织健康之社会决
定因素委员会以及儿童早期发展知识
网络提议说：儿童早期发展是从根本
上反映社会成功的结果（而非多种结
果）。儿童早期发展同时还是将来社
会成功与否的指示器，这是因为儿童
早期发展与个体一生的学习技能、健
康以及其他衡量指标联系在一起。因
此，儿童早期发展可视为衡量社会潜
能的根本方法以促进社会多领域的繁
荣。一个国家提供健康的儿童早期发
展机会是指为最弱小群体的身心健康
提供支持。

以前的文献告诉我们，社会中的
个体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负面因素的
影响，如国民生产总值较低、收入不
平等程度较大、以及其他类似问题。
我们在此建议：儿童是社会中的弱势
群体，这是因为他们的成长受到多种
因素的制约，从他们生理的发展到生
活中做出选择的妥协能力。一个社会
所掌握的儿童早期发展的知识水平，
是直接衡量社会福利的重要依据，重
点强调了儿童早期的身心健康，但同
时在这一过程中强调了社会安康的将
来远景。因此，我们以人口为基础推
动儿童早期发展的衡量，其目的在于
制定全球均能接受的社会指标。

尽管拥有范围广泛的文献综述报
告，我们仍然不能将以前的努力归结

附录C:
从国家角度看以人群为基础
的早期儿童发展衡量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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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像儿童死亡率；而是必须将多种
因素综合到儿童发展计划中来。迄今
为止，以前在国际上最成功的当属人
类发展指数，这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于1990年开始引进的。人类发展指
数根据三种衡量方法采用复合计分法
来评估社会福利的状况：平均寿命、
成人基础教育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所调整的购买力。毫不夸张地说，人
类发展指数对国际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而就儿童早期发展来说，必须
包含多个属性以满足上述第一个要
求；即，包含对人一生的健康、幸
福、学习和行为产生影响的儿童早期
发展所有领域。事实上，有三个领域
满足了这一要求：生理，语言/认知和
社会/情感。

将不同的领域缩减为一个简单、
易转换的对比指标过程被称之为“通
约”，这些领域包括生理，社会/情感
以及语言/认知的发展。也就是说，通
过减少每个领域的范围，我们可以将
它们进行直接比较；通过将这些数据
缩减为一个简单的多属性指标，我们
将可以将不同社会的儿童早期发展状
况进行比较，正如我们现在所进行的
儿童死亡率对比一样。对“通约”的
需要仍然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并在有学
术课程的领域引发不同的学术分支。
例如，柏拉图喜欢通约而亚里士多德
则对此持反对态度。毫不奇怪，这一
部分仍然存在儿童早期发展国际发展
组织。上述所提及的四条标准反映了
一种妥协，即一方面，成功完成通约
的需要，以便能够让儿童早期发展与
其他儿童发展优先计划（如生存）在
“认识游乐场”进行较量；另一方
面，杜绝忽视了世界的多样性，把所
制定的儿童早期发展变成了“放之四
海皆准”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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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在这里他们一般是指‘其
他家庭成员、邻居或社区内的其他妇
女’。‘很多妈妈可以把宝宝带到
上班单位’。他们的回答之所以很模
糊，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并非亲眼所
见，且没有经过调查。

“[开始在嘉博罗内实施大型教学
医院时]，我们必须考虑职工家庭所
面临的环境。‘那些问题不会影响到
我们。每个人都有大家庭成员可以依
靠，所以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照看孩
子这方面的问题。’尽管这一观点让
人非常满意，但我们在博茨瓦纳所访
问的家庭经历好像并非如此。我们访
问过很多家庭，这些家庭父母都必须
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他们没有其他
选择，让年龄大一点孩子照看年幼的
弟弟妹妹或者把孩子带到上班单位，
尽管这样做会威胁到儿童的健康发展
或有被炒鱿鱼的危险。在我对第一位
研究者的理性主义状态做出回应之
前，我们已经访问了250个家庭，讲
述了这些家庭与我们所分享的经验，
这时，博茨瓦纳一名外科医生举手突
然说到：‘很多父母找不到他们能够
信赖的人来照看孩子。我看到孩子由
于弄伤或烧伤自己进入急诊室或手术
室，多半是因为他们单独被留在家
里”。

育儿类型的实证发现

大家庭
“那么全球的真实情况又是什么

呢？勿容置疑，在一个核心家庭中有
两对父母，而在大家庭中负责照看儿

绪言

从全球视角对当今所面临的儿童
和妇女问题进行探讨非常必要，其中
有两大主要原因推动了这一全球化审
查趋势。一个原因是由于社会之间的
紧密相连，能够更好收集有关世界各
个地方人民和社会的信息；另一个原
因是由于世界经济越来越复杂，一个
国家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对世界
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Jody 
Heymann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所
进行的全球职工家庭调查研究从分布
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北美洲以
及欧洲的1000多个家庭进行了深度调
查，对来自全世界55000多个家庭的数
据资料进行了分析，审查了180多个国
家公共政策对职工家庭的支持程度。
以下是摘自《被遗忘的家庭：全球经
济中儿童和职工父母所面临日益严重
危机的终结》的一些重要观点 （牛津
大学出版社，2006）。更多信息可访
问：www.mcill.ca/ihsp/.

育儿方面所存在的普遍错误观点

全球经济对儿童和家庭产生影响
的主要方式，通过多种社会环境中所
流行的不同育儿方式。“如果你问大
多数国家的领导，在你们国家谁负
责照看婴儿、儿童和学前儿童，他
们大部分会给出相似的答案：‘祖父
母在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一般
他们会明确说他们一般是指奶奶或外
婆。如果你问如果奶奶或外婆不能
照看婴儿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托儿

附录D:
全球视角下的儿童和家庭：
探讨节选自Heymann的《被遗
忘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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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童，这是因为年龄和健康因素限
制了这些大家庭成员的能力，从而无
法帮助他们的子女们照看孩子。”

再次，这些因素被父母的社会经
济资源所塑造定型。“多数低收入父
母需要接受来自大家庭成员的帮助照
料孩子，却往往难以得到帮助。”32%
的低收入父母（日薪收入低于10美
元）依赖大家庭成员的帮助（且不需
要为大家庭成员提供帮助），相比较
而言，日薪超过10美元且需要大家庭
成员帮助的父母超过46%。47%的日薪
收入低于10美元的父母需要为大家庭
提供帮助，而日薪收入超过10美元且
需要为大家庭提供帮助的父母比例则
为42%。

带小孩上班

如果家庭成员不能帮忙照顾小
孩，另一种全球化趋势是带小孩上
班。“虽然部分决策者认为, 工厂不
可能为小孩提供安全服务，往往不同
意让把小孩带到工厂，但他们认为将
小孩带到非正式的托儿中心，不但可
行，而且是很好的解决问题方法。我
们还是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一般
是母亲——工作时把在襁褓中的宝宝
背在身上，或者蹒跚学步的孩子在其
买东西或打扫卫生时在旁边快乐的玩
耍...在我们所进行的研究中，我们遇
到很多妇女为了照顾孩子而不得不放
弃正式的高薪工作...”
   “很多时候，她们需要从事一份允
许他们把孩子带到上班地点的工作，
但对这些妇女而言，尽管她们在这方
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她们仍然无法为
在她们工作旁边玩耍的孩子提供良好
的生活环境。很多人对母亲把儿童带
到非正式的工作地点持不欢迎态度，
认为这是因为她们缺乏良好的教育、
没有工作机会，由于没人照看孩子而
不得不继续在这里工作...”

童的情况就有很多差别。在所有受访
家庭中，33%的单亲家庭将孩子单独留
在家中，而22%的健全家庭将孩子单独
留在家中。由于单亲爸爸或妈妈没有
成人照看小孩，他们更经常将孩子单
独留在家中（56%：23%）。.但如果
认为大家庭可以自行解决这方面的问
题那就大错特错了，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第一，很多上班族父母和
儿童与其大家庭只有零星的联系，他
们不会要求大家庭成员为他们照看孩
子。在全世界范围内，由于城市化和
工作而造成的流动性，上班族父母紧
挨祖父母居住且能让他们提供帮助的
人数呈下降趋势。”
   “其次，即便是那些紧挨祖父母
居住的上班族，很多亦不依赖祖父母
的帮助。很多祖父母也需要工作，或
者他们因其他等方面的原因，无法帮
助日常照看儿童，或者不能照看生病
的儿童。第三，很多情况下，这些家
庭成员本来可以帮助照看孩子，因为
他们就住在附近或者不再工作赋闲在
家，但因身体或精神原因不能帮助。
事实上，如果大家庭成员居住较近的
话，他们愿意在需求的情况下提供帮
助的。”

当大家庭成员不再成为一种选择

“如果大家庭成员需要照料时，
学前儿童所得到的关心照料比祖父母
住在附近的儿童要少。当爸爸或妈妈
需要照顾其他生病的家庭成员时，被
单独留在家里的儿童人数翻倍。40%的
上班族爸爸或妈妈要照看生病的另一
半，41%的上班族父母需要照顾家庭成
员而不得不将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无
需照顾生病配偶的为22%，无需照顾家
庭成员的为21%）。即便是大家庭成员
不要求得到照顾，他们可能因为身体
原因，体弱或多病，无法照看他们的
孙子、外甥、外甥女及其他需要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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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托儿服务

“【另一种】关于照料学前儿
童的解决方案是提供价廉的非正规托
儿服务。很明显，低收入家庭和很
多中等收入家庭无法同时让所有孩子
接受或无法找到正规托儿服务中心；
而且，很显然，提供价廉的非正规托
儿服务市场很大。政策决策人经常会
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对高收入国
家所支持的正规托儿服务和教育计划
进行审查核实的话，‘非正规托儿服
务是否是解决贫穷国家托儿问题的一
种解决方案呢？’这些专家辩论称，
非正规托儿服务价格更低一些，且假
定其所提供的服务和正规托儿中心所
提供的服务一样好。但根据我们的经
验，在绝大多数案例中，父母唯一强
调的是这个更加便宜....”
  “从理论上讲，非正规托儿中心所
提供的育儿服务可以和正规服务一样
好，但接受我们访问的大部分父母却
不这样认为，尤其是，低收入家庭。
尽管很多国家对低收入家庭有一定程
度的补贴，但非正规托儿中心得到的
补贴更少，微乎其微，且没有公共
资助或监督。正因为此，由于收入较
低，这一部分父母一般采用非正规托
儿服务，只需支付少许费用。同时，
这部分父母在挑选托儿中心方面选择
极其有限。他们支付很低的费用，则
意味着，总体来说，他们要么聘请找
不到其他工作的成年人帮他们照看孩
子，要么聘请提供非正规托儿服务的
成年人，他们可能同时还在做其他工
作。这些人由于在照顾孩子方面所掌
握的技能较少，或者有些人同时还在
做其他工作，由此导致对儿童的照顾
关爱较少。此外，提供低质量托儿服
务的非正规托儿中心由于缺乏监督，
导致这一问题更加恶化。受访的很多
父母反复强调他们回家后发现很多非
正规保育员有时或全天把孩子单独留

“把小孩带到上班地点，即便是
没有弄伤等威胁生命安全的风险，他
们所获得健康成长的机会仍会大大减
少。

Amalia Montoya, 出生在墨西哥
的坎昆并在那里长大，正在独自抚养
她的儿子。她从15岁起开始从事卫生
清洁工作，没有机会完成学业。由于
和她的家庭离得较远，她无法向其他
家庭成员求助。而且没有政府部门的
大力支持，如果请人帮她照看孩子，
她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因此，Amalia
只能选择把儿子带到上班地点，而
别无其他办法。‘照料小孩真的有
很多困难，与自己一个人在家完全不
一样。他哭得时候说明他饿了，而
我在工作时又不能像在家里一样照顾
他’....她说了很多关于她对目前现
状如何的沮丧失望，而且她的儿子也
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
   “除了Amalia不能按时喂养儿子
以外，她还在儿子生病时不能给他足
够的关爱。当Amalia能够把儿子交给
托儿中心照看时，她的激动心情无以
言表：我早晨七点三十分把儿子送到
托儿中心，下午五点接他回家，在那
里吃饭等其他一切事情。对托儿中心
所提供的一切基本服务她非常感激：
让她可以工作、有人专门照看儿子且
提供充足的营养...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我们在博
茨瓦纳和越南所访问的父母身上。在
不同国家和经济环境下并不存在问题
的本质差别，而是父母绝望的程度有
所差别....这同样与社会经济因素有
关。1/4日薪低于10美元的父母必须带
小孩去上班，且这部分父母仅仅接受
过小学或中学教育。而那些在非正式
部门工作的父母让孩子接受正规育儿
教育的可能性最小；因此，在受访父
母中，一半在非正式部门工作的父母
需要经常带小孩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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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一直或有时把孩子单独留在家
中。46%的父母由于照顾孩子而面临罚
金，所以他们最终不得不把孩子单独
留在家中，而无需支付罚金的父母选
择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的比例为21%。
在选择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或让其他
年长的孩子来照看自己孩子（不支付
报酬）方面，接受过初中或较少教育
的父母采用这种方式的比例是接受过
高中以上教育且收入较高的父母的两
倍或更多（39%：18%）。”

接受低水平育儿服务的儿童发育后果
儿童接受低水平保育服务，对其

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在博茨瓦
纳，53%的父母认为父母一方在工作
时，他们的孩子发生过事故或出现过
紧急情况，墨西哥是47%，越南38%。
在博茨瓦纳，35%的父母阐述了父母
工作环境对儿童健康所产生的负面影
响，在墨西哥和越南，这一数字分别
是21%和25%。“我们作为一个世界性
社区，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所
有孩子有权接受免费的小学教育。但
是，由于对大部分0到5岁处于重要发
育期的儿童没有提供帮助，从而导致
全世界上千万的儿童没有机会继续在
学校学习。在六岁之前，他们没有机
会获得健康的成长发育方式，更不要
说获得足够的学前基本技能。”

儿童早期发展计划的必要性

“我们需要确保所有儿童能够接
受早期保育和教育。一些国家的公共
部门和其他国家的非营利性机构开始
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但是，所能提供
的育儿服务和广大家庭对育儿服务的
需要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在
一些国家的家庭调查提供了有关在儿
童早期发展计划中3到5岁儿童的对比
信息。在已经实施儿童早期发展计划

在家里...”
 　“在我们所调查的国家中，很多
父母说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孩子来
‘照看’其他孩子。在越南，在接受
我们访问的父母中，19%的上班族父母
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或者让年龄大
的孩子来照看自己的弟弟妹妹（不支
付报酬），4%的父母给孩子少许报酬
让他们来照看孩子。在墨西哥，27%的
受访父母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或者
让年龄大的孩子来照看自己的弟弟妹
妹（不支付报酬），9%的给孩子少许
报酬让他们来照看孩子。博茨瓦纳的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墨西哥的几乎等
同，是越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七倍
多，但博茨瓦纳父母把孩子单独留在
家中的比例最高。在博茨瓦纳，由于
没有公共政府部门的支持，48%的上班
族父母有时或一直把孩子单独留在家
中或者让年龄大的孩子来照看（不支
付报酬）...”
 　“很明显，对非正规育儿，开始
出现社会等级倾斜。贫困的父母以及
接受很少教育的父母更倾向于让年长
的孩子来照看学前儿童；在让年长的
孩子来照看学前儿童方面，接受过中
等教育或较少教育的父母采用这种方
式的比例是接受过高等教育且收入较
高的父母的两倍（22%：9%）....通过
调查.所得出的统计数字是非常残酷
的：全世界有27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
足2美元，11亿人不足1美元。即便是
父母能够花费不足2美元来抚养孩子，
他们自己甚至不能单独支付非正规托
儿服务的费用来确保孩子的安全和健
康。”

孩子独自在家

“如果父母收入有限，无法将孩
子送到托儿中心，如果父母所受教育
有限，找不到工作，如果父母因为照
顾孩子而需支付巨额罚金，他们更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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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上班妈妈平均每周有偿或无偿工作
60个小时或更长时间。而单亲上班族
爸爸在这方面的比例则下降到43%。在
墨西哥，这一比例分别是76%和64%。

的越南，在父母一方上班的家庭中，
51%的儿童参加了儿童早期发展计划，
巴西是41%，这是因为巴西的市政当局
实施了这一计划，博茨瓦纳是21%，因
为博茨瓦纳没有实施任何重要的儿童
早期发展计划。在越南和巴西，在父
母双方都上班的家庭中，44%的儿童参
加了儿童早期发展计划，而在博茨瓦
纳，只有25%的儿童参加了这一计划。
在越南，46%的生活在大家庭且所有成
年人都上班的儿童参加了儿童早期发
展计划，巴西是30%，博茨瓦纳19%。
在越南，在生活在大家庭且并非所有
成年人都上班的儿童中，42%的儿童参
加了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巴西31%，博
茨瓦纳是11%。

对家庭的影响

“很明显，成年人工作生活的巨
大变化正在使全世界儿童生活发生改
变。但是劳动力变革、城市化进程、
以及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对家庭的经济
【及相关社会】状况产生了哪些影响
呢？”每一种变革都会带来机遇和风
险，但重申这些原因对社会经济资源
较贫乏的国家和妇女所产生的负面影
响是非常重要的。
  　受访的贫困父母所面临的工作环
境正在逐步恶化。在日均收入不到10
美元的父母中，只有50%的父母享有育
儿带薪假期；10%日均收入不到10美元
的父母可以变更他们的工作时间表并
有育儿带薪假期；与此相比，18%日均
收入超过10美元的父母能够变更他们
的工作时间表并享有育儿带薪假期。
只有36%的日均收入不到10美元的父母
通过工作获得健康保险，日均收入超
过10美元的父母拥有健康保险的比例
为75%。
   　单亲上班族妈妈工作的时间要比
单亲上班族爸爸工作的时间长。国民
生活标准调查显示：在巴西，65%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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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各国政府开始采取潜在解决方案
来解决这一问题。越南政府提供了较
高水平的公共育儿服务，让更多的家
庭有机会接受育儿服务，且在接受育
儿服务因收入高低而造成的差别微乎
其微。“在胡志明市，57%的低收入家
庭可以接受正规的育儿服务，而高收
入群体的比例为62%。”在墨西哥，政
府颁布了法令，向在正式部门工作的
家庭提供育儿服务以缩小收入差距。
相关数据显示：的确如此，在正式
部门内，接受育儿服务的低收入家庭
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58%：39%），且把育儿服务纳入社
会保障的一部分，正式部门和非正式
部门的比例为58%：22%。
    “如果把儿童单独留在家中或对
儿童提供低水平的服务，就可能造成
悲剧。”这包括父母工作时儿童有可
能发生事故或出现紧急情况或者成为
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但同时还有另
一种形式，这种破坏性悲剧虽然不是
显而易见，但对数千万的学前儿童的
生活正慢慢产生影响。由于没钱或找
不到正规托儿中心，而父母需要工作
且只能找到环境最为恶劣的工作，他
们不得不把学前儿童放在危及儿童健
康、成长发育和安全的非正规托儿中
心。而儿童每天所得到的关爱照顾非
常少，从而导致他们的健康发展状况
日益恶化并最终对他们的整个生命历
程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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