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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困境儿童受到侵害所引发的各类恶性事件越来越多，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完善现有的 

困境儿童福利体系，促进困境儿童的发展和社会融入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由于困境儿童各个亚群体存在 内部 

差异性，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是困境儿童福利体系建构的重要 内容。 目前，困境儿童的概念及其分类保障的政策和 

实务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仍存在着内涵和外延不统一、责任划分不统一、保障内容有待 

完善等缺陷。这需要从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原则和实现方式着手，对困境儿童保障主体的责任划分、保障对 

象的类别、保障内容的类别和层次划分进行探讨，从而促进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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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困境儿童受到侵害所引发的各类恶性 

事件越来越多，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完 

善现有的困境儿童福利体系，促进困境儿童的发展 

和社会融入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困境儿童分类 

保障制度是我国儿童福利制度的重要内容，综合来 

看，它是针对困境儿童这一群体建构起来的各项制 

度的总称，分类保障主要包括对困境儿童的分类和 

对保障内容的分类，其 目的在于为困境儿童提供更 

好的保障，促进困境儿童的健康成长。因此，本文拟 

就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面临的问题以及建构路径 

进行探讨，以期促进困境儿童的救助与保护，促进其 

社会发展和社会融人。 

一

、困境儿童的概念及其分类保障的政策 

与实务发展 

1．困境儿童概念的发展演变 

国内学术界对于困境儿童的关注由来已久。前 

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困境儿童的某些亚群体，如流 

浪儿童、艾滋孤儿、贫困儿童等的研究，研究重点主 

要是对其陷入困境原因的探讨。后期研究则将“困 

境儿童”看作一个整体，对其进行类别划分。如刘 

继同认为，“困境儿童”包括弃婴、孤儿、残疾儿童、 

流浪儿童、贫困地区的儿童、寄养儿童、艾滋孤儿、犯 

罪家庭的儿童、自闭症儿童以及童工等。 后来他对 

“困境儿童”和“问题儿童”进行了区分，认为“困境 

儿童”包括“孤儿、残疾儿童、弃婴、贫困儿童”，“问 

题儿童”包括独生子女群体、离异和破碎家庭中的 

儿童群体、留守儿童群体、流浪儿童群体、服刑人员 

子女群体、受到伤害的儿童群体、受艾滋病影响的儿 

童、各类患病儿童群体。 尚晓援、虞婕将困境儿童 

划分为生理性困境儿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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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大病 

儿童，社会性困境儿童包括脱离家庭环境的儿童和 

困境家庭的儿童，多重困境儿童包括因个人和家庭 

的综合原因而陷入困境的儿童。⑧ 

近年来，政府部门对于困境儿童也有所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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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6月，民政部发布的《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 

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对困境儿童进 

行了分类。它将儿童群体分为孤儿、困境儿童、困境 

家庭儿童、普通儿童四个层次，其中困境儿童被分为 

残疾儿童、重病儿童和流浪儿童三类，困境家庭儿童 

被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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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目前我国政府文件对困境儿童 

最为清晰的界定。后来的政府文件都是以此分类为 

基础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困境儿童概念的清晰界定 

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制定相关福利政策和 

提供相应社会服务的重要依据。 

2．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的提出 

我国儿童保障工作一直是在民政部门的主导下 

进行的，传统的保障对象仅限于孤儿群体，主要包括 

机构中养育的孤儿、弃婴和社会散居孤儿。2006年 

3月，民政部联合 15部委出台的《关于加强孤儿救 

助工作的意见》将儿童保障对象明确为失去父母和 

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将流浪儿童、无人抚养 

的服刑人员子女也纳入救助的范畴。这一文件将儿 

童保障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福利院之外的儿童，是一 

个巨大的进步。2013年 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明确提出“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2014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 

困境家庭保障，让每一个身处困境者都能得到社会 

的关爱和温暖”，这表明困境儿童问题已被纳入国 

家和政府的视野，得到了高层的重视和关注。2014 

年4月，民政部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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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适度普惠 

儿童福利建设工作试点从 2013年的 4个扩大到了 

50个，进一步推动了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在中央政 

府的重视下，各省市先后进行了困境儿童保障的政 

策实践。2014年 4月，浙江省民政厅、财政厅联合 

下发《关于推进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通知》。 

之后，河南、山东、江苏、天津等省市也分别出台困境 

儿童分类保障的政策措施，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实施。 

3．困境儿童分类保障社工实务的发展 

困境儿童方面的实务与培训源于2O世纪 80年 

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英国救助儿童会、美国百事 

宁等国际机构开展了大量针对困境儿童各个亚群体 

的救助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英国救助儿童 

会与民政部以及各地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合作，开展 

了针对流浪儿童的救助项 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 

展了针对贫困儿童的救助项 目；爱德基金会针对贫 

困儿童、艾滋孤儿、流浪儿童开展了培训和实务活 

动。2008年汶JlI地震以后，壹基金、嫣然天使基金 

等中国社会服务机构相继成立，针对残疾儿童、自闭 

症儿童等困境儿童中的亚群体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教 

育和培训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北京儿童福利院、 

郑#I J L童福利院等地方性儿童福利机构也开展了类 

家庭、寄养家庭的探索与实践，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 

响力。这些工作不仅促进了政府、高等院校与社会 

服务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而且使社会各界普遍 

认识到困境儿童问题的重要性。今后如何解决困境 

儿童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实践。 

二、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面临的问题 

1．困境儿童的内涵和外延不统一 

我国明确提出建立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至今 

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困境儿童问 

题受到了较大的关注，与困境儿童有关的新闻报道、 

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明显增多，政府、学术界与社会 

服务机构对建立困境儿童分类保障体系的重要性也 

已达成了共识。但是，困境儿童这一群体在概念的 

界定上并不统一，存在“事实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等多个称谓。即便同样使用“困境儿童”这一 

名称，由于内涵和外延的不统一，其指向的具体对象 

也存在较大差异。困境儿童的概念不清和边界混 

乱，给困境儿童群体的摸底调查带来了障碍，也导致 

相应的福利政策和社会服务难以有效实施。 

2．困境儿童分类保障主体之间责任划分不明确 

在困境儿童的分类保障体系中，政府、非政府组 

织和专业福利机构、社区、家庭等多个保障主体共同 

承担着困境儿童福利保障的责任。从政府部门来 

看，民政、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工作都与困境儿童群 

体有关 ，它们的工作重点、优势与特色各不相同。但 

是，现行制度对这些保障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缺乏 

明确的规定，从而造成现实中出现多个主体都对困 

境儿童的保障工作负有责任却都不负责任的情况。 

这也是造成“南京两女童饿死事件”“贵州五流浪儿 

童被烧死事件”等一系列儿童受伤害事件的主要制 

度原因。因此，需要从体制上理顺各保障主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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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明确责任划分，使各部门能够真正承担其应 

负的责任。 

3．困境儿童分类保障的内容有待改善 

近年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试行并推行 

了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一般都提供基本生活保 

障、医疗救助、教育救助、职业培训，满足了困境儿童 

及其家庭的部分需要。但是该制度仍存在以下缺 

陷：其一，现金形式的基本生活保障相对较多，服务 

形式的保障相对较少，难以满足困境儿童及其家庭 

的实际需要。从实际情况来看，困境儿童及其家庭 

的需要具有复杂性，如生理性困境儿童最需要医疗 

康复和社会服务，社会性困境儿童更需要 日常生活 

照顾，而目前现金形式的保障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 

存在缺陷。其二，针对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的其 

他保障，尤其在医疗救助与康复方面，往往采取与非 

政府组织合作的方式，以活动来体现，没有实现常态 

化、制度化，难以满足困境儿童的长期需要。其三， 

各地的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不统一，对流动人口 

中的困境儿童缺乏相应的政策安排。近年来各省市 

先后制定了地方性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并开展了 

试点工作，但由于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不同地方的政 

策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些政策措施往往针对本地 

户籍人 口，将流动人口排除在外，从而使流动人口中 

的困境儿童处在政策的盲区。这就要求扩大困境儿 

童分类救助政策的适用范围，将流动人口覆盖在内， 

建立全面覆盖的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三、困境儿童分类保障体系建构的路径 

由于困境儿童群体内部各个亚群体之间存在群 

内同质性和群间差异性，困境儿童整体难以通过统 
一 的福利政策、标准、内容、方式来获得支持与帮助。 

因此，建立和完善困境儿童的分类保障制度是完善 

困境儿童福利制度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应 

坚持以困境儿童家庭为途径、儿童需求为本、儿童权 

利优先的原则，通过保障主体的责任划分、保障对象 

的类别划分、保障内容的类别和层次划分等，实现困 

境儿童的福利保障。 

1．困境儿童保障主体的责任划分 

在困境儿童的保障体系方面，需要实现保障主 

体的多元化，即建立以政府承担责任为主体、以非政 

府组织和专业福利机构提供专业指导、以家庭照顾 

为基础、以社区照顾为依托的多元主体的福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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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首先需要明确各保障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 

尤其是政府和家庭之间的责任划分。 

(1)政府与家庭的责任划分。政府与家庭作为 

重要的福利提供主体，在满足儿童需求，尤其是困境 

儿童的需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传统上认为儿童福 

利是家庭的责任，只有在家庭和亲属没有能力的情 

况下，国家才会介入。现代社会强调国家公权力应 

该介入儿童福利保障，但认为这会造成对家庭隐私 

的侵犯，导致家庭功能弱化，使个人或群体更多地依 

赖国家福利，加重国家负担。就我国来说，过去政府 

对儿童福利介入过少，家庭承担的责任过多；而目前 

在家庭面临较大风险、难以独立满足困境儿童需求 

的情况下，政府应加大对家庭的支持力度，为困境儿 

童的福利保障承担更多的责任。 

(2)政府介入困境儿童保障的契机。困境儿童 

大多是由于个人、家庭或者社会的原因而陷入困境 

的。这些原因往往表现为某种具体事件，有其产生、 

发展和消除的过程。事件的产生意味着个人和家庭 

陷入危机，事件的发展意味着危机状况的发展或恶 

化，事件的消除意味着家庭和个人脱离危机。以这 

些事件为契机，困境儿童和一般儿童往往可以相互 

转化。当正常家庭出现照顾者疾病、伤残、死亡、被 

判刑等重大事件，或者儿童被诊断出重大疾病或者 

伤残时，普通儿童可能转化成困境儿童；如果困境儿 

童的重大疾病治愈、被寄养、收养或者家庭成员的危 

机状况消除的话，困境儿童也可以转化为一般儿童。 

如果将这些外部事件从出现到消失看作是一个连续 

进程的话，政府的介入应始于危机事件发生之后 、终 

于危机事件的消除或解决。这就要求政府的政策和 

服务要根据困境儿童实际状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动 

态调整。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点： 
一 是危机事件的识别。这需要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 

织合作，就事件能否导致一般儿童转化为困境儿童 

进行专业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预防性服务，尽量 

避免普通儿童转化为困境儿童。二是社会服务的提 

供。在整个事件从发生到消除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和 

非政府组织合作，从政策和社会服务两个层面开展 

工作，满足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基本需要。三是危 

机事件的解决。这需要分清自动解决的事件和被动 

解决的事件，自动解决的事件主要是指社会性困境 

儿童的父母被刑满释放、被强制戒毒成功、疾病治 

愈、贫困家庭脱离贫困等情况；被动解决的事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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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外力干预下，困境儿童的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包 

括孤残儿童被收养、流浪儿童返回家庭、大病儿童疾 

病治愈和残疾儿童康复等情况。一般来说，在被动 

解决的事件中，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专业社会福利机 

构所起的作用更大，需要做的工作更多。 

(3)国家公权力介入困境儿童保障的程度。我 

国对于困境儿童各个亚群体的介入程度各不相同。 

对于已经被遗弃进入社会福利院或儿童福利院的儿 

童，国家和政府的介入比较深入，提供了相对全面的 

El常生活照顾，能够满足其衣、食、住、行、医疗康复、 

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基本需要。而对于尚在家庭中的 

困境儿童，国家公权力介入则非常有限，这突出表现 

在儿童受虐待的事件中。在多数情况下，虐待儿童 

的父母很少被追究刑事责任；对受虐儿童缺乏应有 

的安置，他们在多数情况下往往被送回受虐家庭中， 

这将置儿童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很容易使他们再次 

受到伤害。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国家公权力加大对 

困境儿童的保护力度，给儿童提供更为完善的保护： 

其一，修改现行的法律法规，放宽收养条件 ，鼓励符 

合条件的国内民众收养困境儿童，这样既解决原生 

家庭父母被剥夺监护权后的儿童安置问题 ，又可以 

避免儿童被跨国收养后所面临的文化认同问题。其 

二，引导社会福利机构的发展，为暂时或永久处于困 

境中的儿童提供临时性或者永久性照顾。其三，加 

大对家庭危机事件的预防力度和儿童保护力度。以 

民政部门为主导，推动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建立 

监测、预防、报告、转介、处置“五位一体”的联动反 

应机制，实现行政权与司法权有效对接、政府组织与 

民间组织相互配合、社会福利政策与社会服务有效 

衔接。 

2．困境儿童的类别划分 

如前所述，目前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于困境儿 

童的内涵和外延的认定并不统一，学术界比较有代 

表性的是尚晓援、虞婕的分类，她们将困境儿童划分 

为生理性困境儿童、社会性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儿 

童。这种分类方法考虑到困境儿童内部各个亚群体 

的特征，简洁明了，操作性强。民政部门则将其划分 

的儿童群体中的两类——困境儿童和困境家庭儿童 

作为“困境儿童”来看待。其中前者包括残疾儿童、 

重病儿童和流浪儿童三类，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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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划分方法注意到了困境儿童的成因， 

却忽略了各个困境儿童亚群体之间需求的差异。而 

江苏省将困境儿童区分为孤儿、监护人缺失的儿童、 

监护人无力履行监护职责的儿童、重残重病及流浪 

儿童、其他需要帮助的儿童。这是 目前所见到的困 

境儿童范围最广泛的一种分类方法。另外，也有个 

别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将没有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农 

村留守儿童也划入困境儿童的范畴 。笔者认为， 

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过多，如果没有其他的生理性和 

社会性困境，他们与其他几类困境儿童的基本情况 

存在较大差异，不宜划人困境儿童范畴。由此，结合 

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分类方法，考虑到困境儿童成 

因及需求的差异，本文将困境儿童这一群体进行如 

下划分(见图 1)。 

困境儿童 

r大病儿童 
J 

生理性困境儿童 

L残疾儿童 

r流浪儿童 

l父母重病或者重残的儿童 

社会性困境儿童1父母长期服刑或强制戒毒的儿童 
【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无法履行 
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 

多重困境儿童 

图 l 困境儿童的类别划分 

图 1所示的分类方法依然保留了尚晓援、虞婕 

研究中对困境儿童的一级概念、二级概念和三级概 

念，其区别在于三级概念直接采用了民政部对困境 

儿童的分类。从这里可以看出，大病儿童和残疾儿 

童都是由于自身的生理原因而陷入困境的；而在社 

会性困境儿童中，除了流浪儿童既有可能因个人原 

因、也有可能因社会原因陷入困境外，其他几类亚群 

体都是由于家庭成员的原因而陷入困境的，如父母 

重病、残疾、死亡、被判刑或强制戒毒而失去照顾能 

力等。除了父母或者照顾者的因素外，这些困境儿 

童与一般儿童没有太大区别。而多重困境儿童的产 

生则是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所造成的，其问题表现、 

构成、需求以及解决方式更加复杂。 

3．困境儿童保障内容的类别划分 

近年来，各地先后对困境儿童实施了不同的保 

障政策，大多包括基本生活保障、医疗与康复保障、 

教育保障的内容。基本生活保障主要是将符合政策 

要求的困境儿童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范围 

内，按月提供基本生活费。如江苏省规定，对于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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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缺失的困境儿童，参照当地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 

的 80％发放基本生活费，保障困境儿童的基本生 

活；对于监护人无力履行监护职责的困境儿童，也按 

照散居孤儿的一定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费。浙江省将 

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细分为孤儿基本生活保 

障制度、自身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困境家庭 

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流浪儿童临时救助制度、收 

养寄养孤残儿童家庭补贴制度。④医疗与康复保障 

主要针对生理性困境儿童，尤其是患有重大疾病或 

者身体有残疾的儿童。教育保障则涉及所有困境儿 

童，其区别在于社会性困境儿童需要普通的学校教 

育，生理性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儿童的教育保障则 

更多地体现为特殊教育、融合教育和职业培训。对 

于年龄较大的青少年，还往往涉及对其成年后的安 

排。综合考虑困境儿童的类别划分与福利内容，可 

以得到如下结果(见表 1)。 

表 1 困境儿童与保障内容的类别 

基本生活保障 医疗／康复保障 教育／培训保障 

生理性困境儿童 、／ 、／ 、／ 

社会性困境儿童 、／ 、／ 

多重性困境儿童 、／ 、／ 、／ 

从这里可以看出，所有的困境儿童都面临着物 

质生活方面的困难，需要国家和政府提供基本生活 

保障，这是其共同之处。但困境儿童各个亚群体在 

其他方面的需求情况存在差异，突出表现在：生理I生 

困境儿童和多重性困境儿童均有医疗与康复保障方 

面的需要，其区别仅在于大病儿童的医疗需求更为 

迫切但往往是短期的，残疾儿童则需要长期的医疗 

救助和康复训练，社会性困境儿童则没有这方面的 

需要。三类困境儿童亚群体都有教育保障的需要， 

其区别在于社会性困境儿童需要的是普通的学校教 

育，而生理性困境儿童和多重性困境儿童需要的是 

特殊教育、融合教育和职业培训。因此，在困境儿童 

分类救助政策方面，需要针对困境儿童各个亚群体 

的具体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实现现金 

与服务保障、物品保障的有机结合。 

社会服务的提供也需要考虑困境儿童亚群体的 

差异。其中，生理性困境儿童和社会性困境儿童的 

社会服务需要相对简单一些，在满足其基本生活保 

障、医疗与康复保障、教育保障的同时，可以采用个 

案和小组工作的方式来提供服务；对于多重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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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需要进行个案管理的探索，以多学科团队合作 

的方式，综合采用多种手法，来解决其所面临的复杂 

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问题，满足其个人和家庭的基本 

需求。 

4．困境儿童保障内容的层次划分 

根据困境儿童的不同情况，可以对其保障内容 

进行层次划分。从对于困境儿童的短期影响和长期 

影响来看，可以将保障内容分为四个层次(见图2)。 

计划 

培训 

康复 

生活保障 

图 2 困境儿童保 障的层 次划分 

(1)基本生活保障。困境儿童陷入困境，往往 

会影响到他们的基本生活，他们需要得到物质方面 

的关怀与照顾。各地的政策和实践也往往在这方面 

率先做出了回应。其主要做法包括：将家庭人均收 

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儿童及其家庭纳入 

城乡最低保障制度的范围，每月发给最低生活保障 

金；将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义务抚养人 

的儿童纳入特困人员供养的范围，实现应保尽保；对 

遭遇突发事件、意外灾害、重大疾病或因其他特殊情 

况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难的个人和家庭给予I临时 

性 、过渡性救助。如山东、河南等省针对双孤儿童每 

月提供 200元的补助，针对单孤儿童每月提供 160 

元的补贴；民政部针对散居孤儿每月提供 600元的 

补助，针对社会福利院的孤儿每月提供 1100元左右 

的生活补助。基本生活保障是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关 

注的重要内容，也是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基础。 

(2)医疗／康复保障。这种保障主要针对生理 

性困境儿童和多重性困境儿童，即对本身有重大疾 

病或者残疾的儿童予以保障。其中，医疗保障主要 

是针对儿童的常见疾病、重大疾病、罕见病所开展的 

支持与帮助，康复保障主要是针对残疾儿童所开展 

的机能恢复与训练。近年来 ，各地卫生部门、民政部 

门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合作，针对儿童中的常见 

病、多发病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针对唇腭裂患儿开 

展了“微笑行动”，针对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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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医疗救助行动，针对儿童中的罕见病和其他 

疾病，民间组织和爱心个人开展了捐赠活动，救助有 

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 

(3)教育／培训保障。在这方面，针对不同的困 

境儿童亚群体，工作重点有所不同。对于社会性困 

境儿童，主要是对其个人及其家庭提供支持，使困境 

儿童能够重返校园，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如江苏 

省强调要为流浪儿童、失足未成年人平等接受义务 

教育创造条件、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管理制 

度；浙江省将高等院校全日制在读的孤儿纳人资助 

体系，优先享受学费减免、国家助学金、困难补助和 

国家助学贷款补贴等政策待遇。对于大病儿童，在 

其疾病治愈之后，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对于生理 

性困境儿童，主要是支持特殊教育学校、取得办园许 

可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和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开 

展学前教育，推动特殊教育、融合教育的发展。在残 

疾儿童的职业培训方面，考虑到残疾程度和认知能 

力的差异，多数培训包括按摩、乐器、手工制作、计算 

机操作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培训，发挥残疾儿童身 

体的剩余机能，提高其自理能力，实现其社会参与和 

社会融入。 

(4)困境儿童的长期计划。困境儿童的长期计 

划是指在儿童的原生家庭失去照顾能力的情况下， 

对儿童未来安置的替代性选择。从国际经验来看， 

这种长期计划一般包括儿童寄养、收养和院舍性安 

置。这些都属于儿童青少年暂时性或者永久性安置 

的内容。具体采取何种安置方式，需要考虑儿童、原 

生家庭以及其他方面的基本情况。这类长期计划对 

于困境儿童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会对其个人以后 

的生命历程产生长远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四个层次中，基本生活保 

障是最为基础的保障，满足的是困境儿童最为基本 

的生理需要。医疗／康复保障和教育／培训保障处于 

中间层次，是更高一级的保障，其满足的内容既具有 

困境儿童的基本需要的特征，也具有困境儿童以后 

长期发展的成分。儿童的长期计划居于最高层次， 

对于儿童未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有可能影响到其 

成年后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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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to the ConstrBCtion of the Classifi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Vulnerable Children 

X g Hongfang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re is a widespread concern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the whole society about the serious inci— 

dents which have done harm to the vulnerable children．It has become the consensus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welfare system for the vul- 

nerable children．Since there ale lots of differences among the subgroups of vulnerable children，it has become all important matter to 

establish a classifi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vulnerable children．Recently，concepts，policies and practice of classified social securi- 

ty systems of vulnerable children have been developed rapidly，but there are lots of flaws，including unintegrated concepts，fragmented 

divisions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imperfect contents of classified social security of vulnerable children．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classifi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main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 

ties among the subjects，categories of the objects，categories of the contents and its hierarchical divisions SO as to accelerate the realiza— 

tion of classifi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f vulnerable childre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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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困境儿童”的概念及“困境儿童”的保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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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以社会时间为视角

34. 困境儿童保障的问题、理念与服务保障

35. 五措并举:构建困境儿童分类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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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浙江: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42. 对外传播的制度思维与建构路径

43. 山东:强化政策创制  保障儿童权益——解读《关于建立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意见》

44. 农地土壤治理的困境、实现路径及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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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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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困境儿童--＂十三五＂建立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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