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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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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相对

较新的研究领域，辨明困境儿童概念的基本内涵和演绎，追踪困境儿童福利政策的拓展，提出困境儿童研究的

多元主题，是该领域亟待完成的任务。运用主题内容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困境儿童的研究

轨迹和政策发展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弱势儿童到困境儿童的概念演变及发展、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从

补缺向普惠演进、困境儿童研究议题从单一到多元化。而在未来一个阶段，其研究议题将转向困境儿童需要、
家庭与国家责任、社会福利政策和困境儿童福利关系、困境儿童福利输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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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困境儿童权益遭受侵害的事件不断见诸报

端，如亲生母亲溺死脑瘫双胞胎儿子、流浪儿童在垃圾箱

内取暖中毒身亡、河南兰考火灾、南京两名幼童被母亲饿

死在家中、毕节四名留守儿童服毒自杀等。事实表明，我

国在儿童保护领域缺乏国家强制保护制度和临时救助安

置渠道，困境儿童的生存状况、福利需要和权益保障等相

关议题日益成为政府、社会和学界高度关注的焦点。在

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运用主题内容分析方法对困境儿童

研究进行历史回顾，对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的社会福利

政策展开分析，阐述困境儿童研究的阶段和特点、困境儿

童政策发展的未来走向和困境儿童研究的主题，并进一

步提出未来困境儿童研究的新目标和亟需研究的议题。
以期在此基础上，深化和拓展困境儿童研究，进而为困境

儿童的健康和全面发展、福利需要的满足和权益保护提

供政策依据。

困境儿童概念的解析、演变及发展

困境儿童概念部分源自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在西方

儿童社会福利政策中多次使用不同的英文提出或界定困

境儿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指出世界各国都有生活

在极端困难情况下的儿童( children living in exceptionally
difficult conditions) 。①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儿

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中规定应该给予处境非常

困难的儿童( children in ver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更多的

关心、照顾和支持，努力改善生活在特殊困难环境中的儿

童 ( children who live under especially difficult circum-
stances) 的命运。②联合国《执行九十年代儿童生存、保护

和发展世界宣言行动计划》也提到保护处于特别困难环

境 中 的 儿 童 ( children in especially difficult circum-
stances) 。③联合国《九十年代儿童与发展的目标》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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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保护处于特别困难环境的儿童( children in espe-
cial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解决引起这种状况的根源问

题。④联合国儿童问题特别会议通过的《适合儿童成长的

世界》也使用了多种表达来指代困境儿童: 有特殊需要的

儿童(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最为脆弱的儿童 ( the
most vulnerable children) 、生活在特别困难处境中的儿童

( children live under especial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生活

在不利社会处境中的儿童( children living in disadvantaged
social situations) 、处于危境中的儿童( children at risk) 、最
需要帮助的儿童( children in greatest need) 等。⑤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2011 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专题论述了乌克兰

为困境儿童建立保护性的环境 ( establishing a protective
environment for vulnerable children) 。⑥2012 年“儿童贫困

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的六大议题之一就是覆盖最弱势的

儿童群体( outreach to especially vulnerable children) 。⑦尽

管上述政策和文献中关于困境儿童的各种表述不尽相

同，但都将处于困境中的儿童视作儿童中的弱势群体，即

弱势儿童群体( vulnerable children) 。
困境儿童概念部分源自西方儿童研究文献。以 vul-

nerable children 为关键词，相关的研究发现: 受多重风险

因素影响如少数族裔、母亲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母亲较差

的精神健康状况、单亲家庭等，困境儿童对医疗保健服务

的需要最强烈，但在获得初级保健服务方面却面临最大

的困难。⑧通过对 1999 ～ 2001 年美国医疗支出追踪调查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患慢性病儿童、少数族裔儿童、贫困

儿童三种困境儿童群体不同程度地缺乏健康保险或健康

保险覆盖水平低，家庭经济状况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

儿童享有健康保险状况影响很大。⑨通过对遭受虐待的

和面临虐待风险的儿童及其照顾者进行跨年度的调研，

检视家庭因素对儿童精神健康服务需要和使用状况的影

响，发现脆弱的家庭环境包括差的家庭功能运行状况、低
的社会支持、照顾者的心理压力预示儿童存在精神健康

服务需要，且这些需要并没有得到满足。⑩另外一些研究

发现基于资产的方法( asset － based approach) 为支持困境

儿童教育实践的可持续性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学校作

为支持和照顾困境儿童的节点，可以成为社区与服务提

供者的交汇点: 一方面，社会发展服务、健康服务和非政

府组织可以通过学校接触到困境儿童、他们的家庭和社

区，进而也使社区受益; 另一方面，基于资产的方法也鼓

励社区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瑏瑡还有一些研究通过回顾

已有研究、对困境儿童群体进行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调

研，主要探讨两个问题: 面向困境儿童所提供的服务实践

哪些是有效的，困境儿童对服务提供者及其服务的态度

如何影响政策的发展。瑏瑢此外，还有关于困境儿童抗逆力

提升的研究。瑏瑣

困境儿童概念在我国出现以来，其内涵和外延不断

演变和发展，研究困境儿童的学术论文数量呈现不断增

长的趋势。以“困境儿童”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全文

检索，结果显示从 1981 年到 2014 年底，共有 3652 篇论文

中出现困境儿童一词。以困境儿童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共发现 315 篇论文。将论文年度增长数据与内容分析相

结合可发现: 有关困境儿童的专门研究呈现三个阶段的

演变轨迹。
第一阶段( 1981 ～ 1998 年) ，从非社会福利视角对困

境儿童进行关注的阶段，共有相关论文 136 篇，但以困境

儿童为关键词的论文仅有 1 篇。较早对处境困难儿童状

况进行分析的是关于流浪儿童的基本状况、形成原因、所
面临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策略的研究。瑏瑤但处境困难的

儿童不完全等同于困境儿童。此外，文献中没有发现专

门的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困境儿童保护主题论文。
第二阶段( 1999 ～ 2005 年) ，从社会福利视角对困境

儿童服务进行讨论拓展阶段，共有相关论文 372 篇，以困

境儿童为关键词的论文虽有增加但也仅有 18 篇。直接

从社会福利视角研究困境儿童的文献始于 1999 年。在对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情况的探讨中，提出流浪儿童、残疾儿

童、孤儿、贫困地区儿童作为困境儿童，是政府和社会重

点关注的目标群体，并提出减少困境儿童流浪乞讨的对

策。瑏瑥在对儿童收养问题进行探讨时，提出有关部门应针

对因父母病残无力抚养陷入困境的儿童研究解决办法，

以避免其沦落为流浪儿童。瑏瑦在有关贫困问题的研究中，

指出贫困家庭的儿童在受教育机会和受教育程度方面面

临困境，关注了农村贫困地区儿童的失学率、城市贫困家

庭的儿童也面临着上学或升学的 困 难，受 教 育 程 度 较

低。瑏瑧在对家庭寄养的研究中，对困境儿童的照顾模式进

行探讨，并指出困境儿童包括孤儿、弃婴、残疾儿童等。瑏瑨

在论述我国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时，李宝库指出我国的儿

童福利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为孤儿、残疾儿童、弃婴及其

他处于特殊困境下的儿童提供的 福 利 项 目、设 施 和 服

务。瑏瑩我国儿童福利的重点服务对象主要是处于特殊困

境下的儿童，包括残疾儿童、孤儿、弃婴和流浪儿童，并对

贫困儿童、家庭破碎儿童、遗弃儿童和流浪儿童等特殊困

难儿童的福利需要和相应的干预策略展开了探讨。瑐瑠

第三阶段( 2006 ～ 2014 年) ，从社会福利视角对困境

儿童概念进行深入讨论阶段，该阶段共有相关论文 3144
篇，以困境儿童为关键词的论文快速增加到 296 篇。在这

一阶段，学者主要开始对困境儿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

开探讨。困境儿童概念常与弱势儿童、脆弱儿童概念同

时使用。从内涵上看，弱势儿童是相对于一般儿童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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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 18 岁以下、处于社会生活中困境地位的儿童，即

“由于社会、家庭及个人的原因，其基本权利难以得到切

实的维护，因而其生存和发展遭遇障碍，需要借助外在力

量支持和帮助的儿童”瑐瑡。从外延上看，研究建构了困境

儿童的三级概念体系，困境儿童一级概念下包括生理性

困境儿童、社会性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儿童三个二级概

念，其中生理性困境儿童包括残疾儿童和大病儿童两个

三级概念; 社会性困境儿童包括脱离家庭环境的儿童( 被

遗弃儿童、被拐卖儿童、孤儿、父母被剥夺监护权的儿童

和流浪儿童) 、困境家庭儿童( 父母重度残疾或重病的儿

童、父母长期服刑在押或强制戒毒的儿童、父母一方死亡

另一方因其他情况无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

童、贫困家庭的儿童、受到忽视和虐待的儿童) 两个三级

概念; 多重困境儿童是指既存在生理困境又存在社会困

境的儿童。瑐瑢各界对困境儿童的外延看法相对一致，即包

括孤儿( 含弃婴)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流浪儿童、受暴力

侵害儿童、残疾儿童、艾滋病感染儿童、患重病或罕见病

的儿童等群体，而对困境儿童的内涵并没有达成共识。瑐瑣

根据儿童所处困境的时间长短，困境儿童可以分为长期

困境儿童和短期困境儿童两类，目前的儿童社会保护多

注重前者，而忽视后者。瑐瑤

中国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的演进:

从补缺型到普惠型

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为目标

推动了保护困境儿童政策的发展。1991 年中国政府签署

了联合国《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同一年还签

署了联合国《执行九十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

言行动计划》。前者提出关注“处境非常困难的儿童”
( children in ver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瑐瑥 ; 后者提出关注

“处于特别困难环境的儿童”( children in especially diffi-
cult circumstances) 瑐瑦等。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

会制定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其中“处于

困难条件下的儿童”主要包括农村的独生子女和女童、残
疾儿童、离异家庭的儿童、单亲家庭的儿童、流浪儿童、经
济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瑐瑧处于困

难条件下的儿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困境儿童。1999 年全

国首届预防儿童虐待、忽视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参加会议

的有来自我国及德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

本、马来西亚等 8 个国家的两百多位代表，包括儿科医

生、幼托机构保教人员、社会工作者、警察、非政府救助儿

童组织代表、律师、记者等。中国民政部代表指出救助和

保护特殊困境下的儿童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瑐瑨，这是

我国政府在国际交流中提出保护特殊困境儿童的重要会

议。2001 年第一届中国儿童论坛在北京召开，该论坛将

困境儿童作为论坛六大专题报告之一，认为“困境儿童主

要包括贫困孩子、受性别歧视的孩子、孤儿、残障儿童、被
廉价利用的童工及有精神障碍的儿童”瑐瑩。由此可见，中

国政府和学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关注经济社会变

迁过程中困境儿童的生存状况和福利提供问题。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需要

保护的儿童群体类型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复杂，补缺型儿

童福利政策框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2007 年民政部

提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在

服务对象上体现为由原来的老年人、残疾人、孤儿转变为

全体老年人、残疾人和处于困境中的儿童。瑑瑠困境中的儿

童福利提供成为制度转型的主要内容之一。民政部明确

提出由政府负责福利提供的儿童对象由孤儿向困境儿童

群体拓展，即逐渐由传统“三无”( 即无法定抚养人、无劳

动能力、无固定生活来源) 未成年人转变为所有孤儿及其

他面临困境的儿童。瑑瑡目前我国狭义上的儿童社会福利

对象包括失去父母和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两部

分，即不仅包括机构内集中安置的孤儿、弃婴，社会散养

的孤儿，还将流浪未成年人、因父母服刑或其他原因暂时

失去生活依靠的未成年人纳入保障范围之内。2012 年民

政部在全国民政会议上强调发展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事

业，探索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机制，健全儿童福利制度。瑑瑢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

制度。瑑瑣为了持续推动对困境儿童的福利提供以保护他

们的权益，民政部先后于 2013 年、2014 年开展适度普惠型

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并明确以困境儿童作为重

点保障对象。困境儿童的福利提供得到分类和细化。
保护困境儿童的社会福利政策深化发展的一个重要

表现是困境儿童的操作性定义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在

地方试点的基础上，民政部先后于 2013 年、2014 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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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个通知将儿童群体

分为孤儿、困境儿童、困境家庭儿童和普通儿童四个层

次。后一个通知进一步将困境儿童界定为自身状况存在

困境的儿童，其中又分为残疾儿童、重病儿童和流浪儿童

三种; 将家庭状况存在困境的儿童称为困境家庭儿童，包

括父母重度残疾或重病的儿童、父母长期服刑在押或强

制戒毒的儿童、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因其他情况无法履

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贫困家庭的儿童四类。
2014 年民政部发布《民政部关于开展第二批全国未成年

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困境未成年人( 即困境

儿童) 瑑瑤界定为五类未成年人群体: 因监护人服刑、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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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病重残等原因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 遭受家庭

暴力、虐待、遗弃等侵害的未成年人; 缺乏有效关爱的留

守流动未成年人; 因家庭贫困难以顺利成长的未成年人;

自身遭遇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的未成年人。可见，政策

层面对困境儿童种类的界定已经日趋清晰，覆盖范围愈

来愈适合儿童需要，困境儿童的年龄范围也渐趋与国际

社会接轨，更适合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
近十年是中国保护困境儿童的社会福利政策快速发

展的阶段，在此阶段的发展中主要有以下重要突破:

第一，建立起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从全国

范围看，我国开始建立起面向全体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

染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010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

《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标志着面向全体孤儿

( 包括机构养育孤儿和散居孤儿) 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开

始建立。随后，2012 年民政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发放艾

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的通知》，为全国携带艾滋

病病毒及患有艾滋病的儿童发放基本生活保障津贴。从

地方层面来看，山东、浙江等省建立起困境儿童基本生活

保障制度，将因父母服刑、强制戒毒、重病重残等事实无

人抚养的儿童，贫困家庭中重病重残、患罕见病的儿童等

困境儿童纳入基本生活津贴的覆盖范围中。
第二，制定困境儿童健康与医疗卫生救助政策。政

府开始为困境儿童中的贫困儿童 提 供 营 养 膳 食 补 助。
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的意见》出台，开始对农村贫困地区和家庭经济

困难的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提供营养膳食补助。从医疗卫

生救助来看，在 20 世纪末我国将儿童纳入城乡医疗救助

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所构成的国

家基本医疗福利体系，儿童享受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基

本医疗保险。2010 年专门针对困境儿童的医疗救助制度

在我国开始建立。卫生部、民政部于 2010 年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提高农村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试点工

作的意见》，规定在新农合基础上对 0 ～ 14 周岁( 含 14 周

岁) 儿童患急性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两类重大疾病 6
个病种进行试点。

第三，困境儿童的教育政策得到完善。近年来政府

对困境儿童教育权利加大保障力度。在基础教育方面，

政府为全体儿童提供普惠性的免费义务教育，全部免除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同时，还为农村贫困家庭和

城市低保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的

寄宿生补助生活费。此外，流动儿童在城市平等接受义

务教育的权利不断得到保障。流入地政府对符合条件的

流动儿童，按照相对就近入学的原则统筹安排在公办学

校就读，免除学杂费，取消借读费。在学前教育方面，政

府为贫困家庭儿童建立起学前教育资助制度。2011 年财

政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意

见》，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普惠性

学前教育提供保障。
第四，建立健全困境儿童的社会保护机制。政府开

始建立起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制度，并尝试向其他困

境儿童拓展。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强和改

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流浪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制度的建立。在此基础上，民政部先后于

2013 年、2014 年分别在全国 20 个城市、78 个地区开展未

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将救助保护对象开始延伸至

困境未成年人，探索构建“家庭、社会、政府”三位一体的

新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网络。此外，2014 年最高法、最高

检、公安部、民政部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

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为保护困境

儿童免受监护人侵害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在中国社会福利从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型的过程中，

困境儿童社会政策在基本生活津贴、医疗卫生、教育、社
会保护四个方面有了创新发展，困境儿童福利提供类型

和福利提供水平成为政策的主题。但中国各地区之间经

济社会发展差异巨大，困境儿童面临的困境也是五花八

门，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制定和社会福利提供之间可

能会出现鸿沟，研究者对此要以科学的方法评估困境儿

童需要，评估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实施的效果，并据此

提出政策改进建议。

困境儿童研究议题的多元化

除了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外，学界对困境

儿童的研究也在同步展开。本研究以一级关键词困境儿

童和二级关键词社会福利、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社会保

障进行了检索，发现困境儿童与社会福利论文 66 篇，困

境儿童与社会工作论文 4 篇，困境儿童与社会政策论文 5
篇，困境儿童与社会保障论文 0 篇。尽管数量不多，但这

些论文仍然从不同理论视角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研

究议题呈现多元化，并初步形成了以困境儿童需要、权利

和福利为分析视角的研究图谱。
第一，基于需要理论视角的研究议题。对不同类型

困境儿童群体福利需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孤儿、流浪儿

童、残疾儿童、贫困儿童、流动和留守儿童等六大群体。瑑瑥

目前困境儿童需要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单一类别

困境儿童的需要研究较多，而不同类型困境儿童需要的

比较研究较少; 二是不同年龄段的困境儿童需要研究具

有不平衡性，集中于对某些年龄段困境儿童的需要研究，

如义务教育阶段后 16 ～ 18 周岁的大龄困境儿童的需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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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相对较少; 三是同一地区困境儿童的需要研究较多，而

跨地区困境儿童需要的比较研究较少。困境儿童福利需

要的满足是制定和推行困境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的出发

点和根本点，因此，需要不断深入和细化困境儿童福利需

要研究，对不同类型、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困境儿童群

体需要进行界定和测量，发现福利需要的共性和特殊性。
第二，基于儿童权利理论视角的研究议题。通过对

16 周岁以上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职业教育服务项目的评

估分析，张长伟指出，因为项目基于困境儿童福利需要满

足为本，采取了将困境儿童作为被动的福利接受者的做

法，设计的培训服务项目并不适合困境儿童实际的职业

需要，因而应采取保障困境儿童权利实现的视角。瑑瑦但本

文并不认为儿童需要满足视角和儿童权利视角相冲突，

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依据儿童权利理论，儿童是平等、
独立、自主的生命主体，具有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

参与权四项基本权利，其权利的实现有赖于作为责任主

体的家庭、国家、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儿童福利制度的

保障。谢琼认为，困境儿童权利受损的根本原因是福利

保护不充分，完善困境儿童福利制度可以促进其儿童权

利较好实现。瑑瑧困境儿童权利的实现，应以构建困境儿童

福利制度为基础。
第三，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的研究议题。困

境儿童群体因其自身的异质性，造成其福利需要在类型

和层次上呈现出多元化，需要构建多元化的福利政策和

服务。陆士桢、王蕾提出建立并完善多元化的弱势儿童

福利供给体系，瑑瑨具体指以家庭为基础、以基层社区组织

为依托、以儿童福利组织为补充的福利服务供给网络。瑑瑩

行红芳指出，构建困境儿童福利体系应在福利提供主体、
福利提供内容和福利传递方式三个方面实现从一元到多

元的转化。瑒瑠通过对困境儿童群体中流浪儿童救助服务

的探讨，冯元、彭华民指出，流浪儿童救助服务创新应构

建包括政府、市场、社区、民间社会的多元责任主体，建立

多元的救助服务体系( 即多元提供主体) 。瑒瑡此外，对国

家、家庭、第三部门等不同福利责任主体各自责任边界及

其相互间关系的讨论，一直是社会福利政策研究中充满

争议的议题，也是困境儿童福利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仍

需进一步深化。

研究结论与未来议题

本项研究以儿童为本，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对困

境儿童进行界定。从内涵上看，困境儿童是指因基本需

要不能得到满足而受到严重伤害的儿童，其中基本需要

包括基本生活照顾的需要、卫生健康的需要、家庭生活的

需要、教育的需要、休闲和娱乐的需要、心理发展的需要、

社会生活能力的需要、免于被剥削伤害的需要。从外延

上看，困境儿童可以分为生理性困境儿童、心理和行为困

境儿童、社会性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儿童，其中生理性困

境儿童包括残疾、大病、重病及罕见病的儿童; 心理和行

为困境儿童指心理发生偏差，具有不良习惯甚至有违法

行为的儿童，包括受到严重精神性创伤的儿童、具有违法

行为或涉案的儿童; 社会性困境儿童指因某些原因脱离

了家庭环境的儿童和生活于困境家庭中的儿童，其中脱

离了家庭环境的儿童包括孤儿、被遗弃的儿童、被拐卖的

儿童、流浪儿童、父母被剥夺监护权的儿童，生活于困境

家庭中的儿童包括贫困家庭的儿童、父母一方或双方重

度残疾或重病的儿童、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服刑在押或

强制戒毒的儿童、单亲家庭的儿童、父母因某种原因拒不

履行或没有能力履行抚养义务而由其他亲属抚养的儿

童、受到虐待和忽视的儿童等。
本项研究在困境儿童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与困境儿

童相关的福利政策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儿童福利制度

正在从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变，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儿童

福利政策从只关注孤儿向关注困境儿童转变，接受国家

提供福利的儿童群体扩大，民政部将其界定为五类未成

年人群体。尽管政府在政策中使用困境未成年人群体

( 0 ～ 18 岁) ，但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与国际通用的儿童年龄

界定接轨的现实，即接受福利的困境儿童年龄已经从0 ～
14 岁扩大到 0 ～ 18 岁。困境儿童接受福利的内容增多，

适度普惠型的困境儿童福利政策覆盖儿童津贴、儿童医

疗卫生、儿童教育、儿童保护等多个方面。本项研究还发

现，关于困境儿童的研究事实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有

零星研究，到现在形成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尽管目前

以社会福利为视角的困境儿童研究论文数量不多，但是

困境儿童福利政策发展与困境儿童研究并驾齐驱，在困

境儿童概念界定上学术界细化了概念内涵和外延，在困

境儿童福利提供方面政府及实务部门正大力推动制度转

型、创新制度安排。
相比老人和其他社会福利接受群体的研究，困境儿

童研究深度和广度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福利制度转型的需

要，因此，本项研究提出，未来中国困境儿童福利研究发

展仍有一些议题特别值得研究: ( 1) 困境儿童福利需要研

究议题。从社会福利的视角去探讨不同类型困境儿童的

福利需要，其共同的需要有哪些、特殊的需要有哪些; 同

时还要对不同年龄段的困境儿童的福利需要加以区分，

0 ～ 6岁学前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和义务教育阶段后

的大龄儿童各有哪些福利需要; 不同地区困境儿童的福

利需要有什么不同，等等。( 2) 困境儿童福利提供中家庭

与国家责任研究议题。困境儿童福利制度设计的关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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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困境儿童家庭和国家对困境儿童各自负有什么责

任，家庭和国家在困境儿童福利供给中的关系，国家应对

哪些困境儿童负有责任，应需要为困境儿童提供哪些福

利等。( 3) 社会福利政策和困境儿童福利关系的研究议

题。困境儿童福利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密切相关。困

境儿童福利发展中政府的角色和责任必须通过社会福利

政策来体现，困境儿童福利服务的提供、评估、问责等需

要有细化政策。( 4) 困境儿童福利服务输送体系研究议

题。大多数困境儿童生活在家庭中，家庭处在社区中，探

索如何构建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平台的多元困境儿童福

利服务输送体系，如何更好地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困境儿童福

利服务中的作用也是重要议题。只有深度研究困境儿童多

个议题，才能使困境儿童政策和福利制度转型获得科学的依

据，才能使困境儿童的需要得到全面满足。

反思中国困境儿童的政策和研究发展，在前期研究

基础上提出以下困境儿童政策发展的新目标: ( 1) 困境儿

童福利覆盖应由重城市、轻农村转向城市和农村并重;

( 2) 困境儿童福利形式应由重资金、轻服务转向资金和服

务并重; ( 3) 困境儿童福利应由重支持儿童、轻支持家庭

转向支持儿童和家庭并重。如此，才能推动困境儿童福

利制度真正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发展，真正满足困境

儿童需要。［本文受到江苏省普通高校博士生科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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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Various announcements issued by Jiangsu Development ＆ Ｒe-
form Commission from 2007 to 2013 show that“capital guiding”and“prize assessment”are two main chan-
nels for promoting service industry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s to the accordance between policy and re-
ality，generally speaking，the policy is of more pertinent but less foresighted and marketing degree． Therefore，
there is still great room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strong directional and preferential service industrial policies． In
the next phase，more market － orientation governmental behavior should be taken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 6) Ｒesearch Evolution of Chinese Vulnerable Children: Concept，Policy and Subject

Gao Liru Peng Huamin ·111·
The study on vulnerable children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in constructing social welfare system which also

gets great concern as a social issue． For scholars in this research area，there are some tasks should be done，
which include discerning the basic meaning and evolution of vulnerable children concept，tracing the develop-
ment of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for vulnerable children，proposing the multiple subjects of studying vulnerable
children． This paper uses thematic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to examine the research evolutionary path and pol-
ic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vulnerable childre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It covers three main
points: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vulnerable children，the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for vul-
nerable children，and the study subjects which from single to variety on vulnerable children．
( 7) Changes of Social Forms during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Evolution of Composition Forms

of Narrative Subject in Poetry Shao Bingjun ·183·
With the changes of social form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he functions of poem creation

changed from the religious purpose of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signs to political purpose of listening to the voice
of the people，the structure elements changed from the unity of poem，music and dance to the separation of
them，and the creation modes changed to the main individual creation instead of the main collective work，
which promoted the narrative subject more diversified and civilian，gradually setting up a strata form of
“king － prince － minister － emperor － bureaucrat － scholar － civilian － slave”． The strata form laid solid foun-
dation for the later three － pole pattern of aesthetic culture of“authority － scholar － ordinary people”．
( 8) Glimpse of“Bi”Poems and Its Style Features from Tsinghua Bamboo Slips Ｒui Liangfu Bi

Ma Fang ·190·
Tsinghua Bamboo Slips Ｒui Liangfu Bi is similar to The Book of Songs． By study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Bi and its usage in The Book of Songs，Shang Shu，Tsinghua Bamboo Slips Zhou Gong Zhi Qin Wu and Ts-
inghua Bamboo Slips Qi Ye，“Bi”should be the general term of warning poems in West Zhou period． The po-
litical and cultural ideology of expostulation at that time conceived and produced“Bi”poetry． “Bi”poems
were constantly written in response to the need of sacrificial rites and the system of expostulation． “Bi”poems
have a deep sense of crisis，and are different from political satirical poems which are full of criticism con-
sciousness． The content of some poems in The Book of Songs is similar to the content in Ｒui Liang Fu Bi，so
they maybe belong to“Bi”poems． The form features of“Bi”poems are reasonable，more narrative，and
“Bi”poems have definite writing targets，proverbs and format languages．
( 9) Ｒelationship among Civil Participation，Civil Expression and Government Trust: Based on Per-

spective of“Critical Citizens” Ｒui Guoqiang Song Dian ·219·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ritical citizens in China． Critical

citizens hold critical and skeptical views on government and become less and less obedient to government and
other authority． They could influence other citizens’views and behaviors with medium，especially new medi-
um，and decrease the level of civilian government trus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gov-
ernment trust and other variables，with regression method，civil expression is a partial mediator between civil
participation and government trust which uncovers the intermediat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s of civil participa-
tion on government trust． In order to lower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ritical citizens and increase the government
trust，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decision of government，communicate with
citizens，and guarantee the right of civil expression．
( 10) Changes of Ｒural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Path Choice of New － Type Urbanization

Li Jian Tu Qiyu ·227·
Over the past 20 years，the population transfer in rural area is the main force in promoting urbanization in

China．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great changes have happened to the population scale and
structure in cities as well as in rural areas，which inevitably make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new － type urban-
ization． Furthermore，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rural population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their age and educa-
tion will restrict the urbanization quality in the future． Thus，it still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policy support and
public guid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especially in small and medium c



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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