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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关键词——突破  推广  合作 

突破·新的领域 

2020 年是我们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然而，正所谓挑战就是机遇。我们开拓了 一些以前未曾涉足过的

项目： 

 1 月初与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合作：引进关于正确洗手的课程和歌曲。这是第一次将国际课程和歌

曲引入中国。 

 开展口罩捐赠的工作：我们在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积极采购口罩并无偿捐赠给一

线卫生人员、交通警察和铁警。 

 扩展到儿童营养和健康的新领域——与我们帮助儿童实现安全健康成长的使命相一致。 

推广·SK 认证讲师和儿童乘客安全认证技术师（CPST） 

2020 年我们改变了针对儿童和家庭的宣传方式。除了传统的校内和社区活动，我们还推出了互动式的线上

活动，而 2020 年最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 SK 认证讲师和 CPST 人员在当地开展预防儿童伤害的宣传工作中

发挥了更积极的领导作用，通过在全国 20 多个城市开展活动，同时与当地媒体合作，向儿童和家庭进行

了儿童安全宣传。 

 作为 2020 年预防儿童伤害的倡导者，我们的 SK 认证讲师已成为当地社区的重要资源。他们被邀请到

学校和社区做讲座，同时他们也受到媒体的邀请。例如，耿超律师作为 SK 认证讲师之一，在北京广

播电台进行了演讲，并被银川市司法局评为优秀公益律师，以表彰他在儿童伤害预防宣传方面的贡

献。 

 在 CPST 行动月中，我们的儿童乘车安全宣传项目和在妇幼医院开展的线上项目惠及了 1 万多名家

长，而儿童乘客安全认证技术师则惠及了 200 多个家庭。通过与北京儿童医院合作的关于儿童乘客安

全的研讨会，线上线下的累计听众和观众超过 20 万人。 

合作·儿童安全促进中心 

2020 年，我们与北京儿童医院、青岛妇女儿童医院、温岭市妇幼保健院、深圳市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协会

成立了三个儿童安全促进中心和一个联盟。我们还与东南大学签署了合作伙伴关系。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全

国 7 个城市有 5 个中心和 2 个联盟。因为这些中心和联盟，我们可以整合更多医生、医院伤害数据等专业

资源，也能更好的在当地开展儿童伤害预防活动。 

感谢所有的合作伙伴和赞助商! 

我们将一起让孩子们远离可预防的伤害! 



 [文档标题] 

 

2020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年报 

上海静安华童伤害预防科研信息咨询中心 

2020 年主要成绩数据 

  

 积极参与相关机构的讨论，倡导将儿童使用安全座椅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 

 

 在深圳开展了一项关于儿童青少年的步行安全调查，对照组为其他 3 个城市 

3 项调查论文被 WHO 2022 安全会议接受，并将在 2021 年全球伤害预防展示会前做汇

报分享 

 

  

 通过在 26 个城市开展 13 个项目的相关线上和线下活动，共惠及 1384686 名儿童、

家长和青少年 

 

 

  共有 247462 名志愿者参加了线上和线下活动，其中有 1908 名志愿者参加了线下

活动，他们中有公司雇员、警察、医生和社区工作人员等 

 

 

 共计 390 篇媒体报道社交媒体累计影响力 1430 万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科技部办公厅、科

技厅举办的 2020 年新时代健康科普图片作品大赛中，一本关于溺水的图画书

被评为优秀作品 

 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授予一个“清洁小手”项目为 2019-2020 年优秀企业社会

责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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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故事---孩子的感人故事 

 

一首歌连起武汉和上海 

李雨熙，一个五岁的女孩，在寒假期间因为新冠疫情与妈妈分

开。她留在了武汉，妈妈则留在了上海。李雨熙参加了我们的 

"因为关心，我洗手 "活动。她给我们发来了一首《看不见的细

菌》歌曲视频，她的妈妈在上海弹琴，而她在武汉唱歌，这首歌

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鼓励大家一起对抗新冠疫

情。 

 

 

哭闹拒绝的宝宝终于喜欢上了安全座椅 

小一一现在两岁了。他的妈妈加入了我们名为“保护车中的孩子就像

保护鸡蛋”的活动，该活动鼓励父母在每次带孩子乘车时使用汽车安全

座椅。她给我们发了照片，并写道：一一在两岁之前每次因为使用安全

座椅而哭闹，但两岁后的一天，他突然说我想坐在安全座椅上。从此以

后，每次坐车，他都自己高高兴兴的坐在安全座椅上，并让父母帮他扣

好安全带。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由于婴儿哭闹这一原因而没有使

用让孩子使用汽车安全座椅的比例超过 80%。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父母坚持，孩子最终会喜欢上汽车安全座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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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概要 

在 2020 年，我们开展了 13 个项目，通过各种媒体向 26 个城市的 1,386,864 名家长和孩子进行宣传，累计

影响力超过 1430 万。项目内容主要涉及四大方面：居家安全、道路安全、营养与健康能力建设。 

 

居家安全项目 

近 50%的儿童伤害发生在家中。SafeKids 拥有多个被广泛接受的、以研究为基础的居家安全项目，以促进孩

子的自身行为，帮助家长用实用的工具为孩子建立更安全的居家环境。 

 

强生公司赞助的儿童用药安全项目 

I. 儿童药物安全社区教育 

今年是儿童用药安全项目开展的第七个年头。今年，除了向幼儿园、社区、医院开展用药安全活动外，还与

连锁药店开展线上活动，覆盖 15 个城市。 

项目的主要内容： 

风险领域:    

- 儿童与药物有关的中毒事件 

目标: 

- 提高儿童的用药安全意识，通过预防工具鼓励所有家庭成员改变行为 

- 让更多的地方团体提供方案与工具，促进各地参与活动 

受益人人数:    

在 15 个城市中覆盖超过 4865 名家长和儿童 

志愿者人数： 

强生集团超过 70 名员工  

主要活动： 

 从 6 月开始，儿童药物安全项目与当地连锁药店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给父母和孩子有关于安

全储存、安全剂量、安全处置及药不是糖这一关键知识点的传递。。该项目已经通过在线活动覆

盖了 5 个城市，超过 3000 名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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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通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南通万达购物中心举行了儿童用药安全活动。活动内容包括:由

Safe Kids China 举办的儿童用药安全讲座、由专业医生开展的儿童健康讲座以及与家长和儿童的互

动活动。超过 110 个有父母有孩子的家庭参与了此次活动，同时下午超过 2 万名购物者观看了此

次活动。 

 线下活动由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带领。他们对 1000 多名家长和孩子进行了互动教育游戏。 

受益人的故事： 

青岛医院的梁医生告诉我们：我们在 Safe Kids China 和强生公司的支持

下，利用“儿童用药安全工具包”在医院开展儿童用药安全活动。参与

活动的家长和孩子们都认为，能够在医院等待治疗的同时参加这样有趣

而有意义的活动是一种不同的体验。我们希望在医院里开展这样的活动，

帮助孩子们不再害怕医院和医生。我们的医生也相信这样的活动不仅有

利于家长和孩子，而且有助于培养医生和孩子、家长之间的友好关系。 

 

II. 季节性常见疾病预防与护理讲座 

作为儿童用药安全教育项目的一部分，为家长举办了正确护理季节性常见疾病的讲座，重点是对变应性鼻

炎的认识。在上海、深圳、武汉、北京、杭州、温州、重庆等 7 个城市的 9 家医院举办了 1 场发布会、8 场

面对面讲座和 4 场线上讲座。  

项目的主要内容： 

风险领域： 

- 与儿童用药安全相关的伤害 

- 儿童过敏性鼻炎和感冒的识别及预防护理活动 

目标： 

- 在中国推广安全用药、正确治疗和护理。 

- 识别和区分感冒和过敏性鼻炎的不同症状。 

受益人人数    

- 11 篇媒体报道   

- 27 篇微信和微博报道 

- 621 802 人参加了 20 名医生的讲座和直播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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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和微博观看人数 145144 人。 

主要活动： 

1. 启动仪式 

- 200 位家长出席 

- 5 篇媒体报道 

- 微信和微博阅读人数约 10000 人 

2. 在 6 个不同城市举办 9 次讲座 

- 在 6 个城市的 6 家医院进行了 9 场讲座，有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武汉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北京儿童医院和深圳市儿童医院 

- 600 余名家长参加了医生的讲座。 

3. 在 3 个不同城市举办 4 场线上直播讲座。 

- 在 3 个城市的 4 家医院进行了 4 场直播讲座，分别是温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

华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超过 621192 人参加了医生的直播讲座。 

 

受益人的故事: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在抖音和快手上做了

关于季节性常见病正确护理的直播讲座。帮助

家长提高对过敏性鼻炎和感冒的认识，了解过

敏性鼻炎对孩子正常生活和学习的影响，提高

家长对儿童日常预防保健的认识，区分过敏性

鼻炎、普通感冒、流感的症状。讲座回答了家

长们的很多问题，帮助家长们照  顾好自己的

孩子，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意义重大。 

 

科思创赞助的“儿童居家安全魔盒”项目 

在科思创的办公室和工厂举办了三场培训课程，儿童和志愿者参加了居家安全魔盒培训课程。通过活动，孩

子们学会了“先问后尝”，家长们学会了“把药放到孩子够不着的柜子里”、“正确的用药和化学回收方法”等。 

项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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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领域:    

- 预防中毒引发的伤害 

目标: 

- 加强儿童在家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以减少相关的死亡和伤害。 

受益人人数：    

- 举办了 3 次培训员课程  

- 54 名儿童和 100 名志愿者 
 

主要活动: 

1. 教育 

- 孩子们和志愿者们参加了居家安全魔盒培训课程。 

- 志愿者们体验了居家安全课程，并将把这一课程带入社区 

受益人的故事: 

一位志愿者告诉我们，通过识别不同颜色和气味的液体，孩子们知道他们不能直接拿到瓶子就喝，他们应该

在喝或吃之前询问。这是教孩子远离伤害的好方法。我会把这个教给我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孩子。 

 

 

霍尼韦尔赞助的“儿童安全过假期”项目 

2020 年是该项目的第 16 个年头。该项目通过学校老师、霍尼韦尔志愿者、社区医护人员、线上活动等

方式，关注寒假期间孩子在家的相关伤害。 

项目的主要内容： 

风险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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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寒假期间在家受伤害，重点关注三个关键要素:室内空气质量、家庭燃气安全和消防安全。 

目标： 

- 为了增强孩子们寒假在家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以减少相关的死亡和伤害。 

受益人人数    

- 543 所学校的 211 831 名小学生 

志愿者人数： 

- 78 名霍尼韦尔志愿者 
-  

主要活动： 

1. 教育 

- 通过小学教师进行学校教育，惠及 210 640 名学生 

- 通过志愿者开展学校教育，惠及 6 所学校和 1 191 名学生 

2. 提高意识 

- 在微信上发布了 14 条推送进行活动宣传，获得 339270 人次的浏览量。 

- "我的儿童安全研究"——线上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学习，将所学知识制作成帖子和视频。截至截

止日期，共有 471 名学生上传了他们的优秀作品，获得 236,696 人参与 “点赞”投票，总投票数

达 371,926 次。 

受益人的故事: 

陈惜君，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寒假期间，我观看了《儿童安全在家》视频。通过观看视频，我学到

了很多安全知识，深刻地认识到在安全问题上，我们要做到防范在

先，提高警惕；要树立高度的安全意识。 

此外，我还在假期里通过查资料找到了发生火灾时不能使用电梯逃生

的原因，并将这一知识与小伙伴一起分享。 

 

道路安全项目 
每年有近 2 万名儿童和青少年因交通事故死亡或受伤。这是中国 1 至 14 岁儿童受伤的第二大死因。但

是，道路交通伤害是可以预防的，世界范围内都有行之有效的方式，如汽车安全座椅、头盔、降低车

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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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车赞助的 "儿童乘客安全 "活动 

2020 年儿童乘客安全项目专注于儿童乘车安全教育，通过幼儿园老师、通用汽车志愿者和社区志愿者向儿

童和家长传递安全知识和理念。 

项目的主要内容： 

风险领域:    

- 儿童在车内与车周围的安全 

目的: 

- 提高儿童安全意识，掌握车内、车外安全和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技能 

受益人人数：    

- 30,950 名家长和孩子  

- 14 个城市的 64 所幼儿园和社区 

志愿者人数: 

- 约 20 名志愿者接受了 Safe Kids 的培训，并参与了社区活动 

主要活动： 

1. 幼儿园教师培训：  

- 上海市浦东新区 32 名幼儿园教师参加了培训 

- 我们对老师们进行了预防儿童伤害的理论知识和如何有效地开展以幼儿园为单位的车内、车外

安全活动的培训 

2. 教育： 

- 34 人通过 SK-Teaching Center 下载课程，惠及了 9850 名家长和孩子。 

- 上海浦东 30 所幼儿园的 313 名幼师使用儿童乘客安全课程和教具教育了约 21000 名儿童 

3. 社区互动活动 

我们在某商场开展了儿童和家长的交通安全体验活动。100 多名家长和孩子参加了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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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的故事： 

Catherine Jiang, GM 志愿者 

今年我很高兴参加了通用汽车与 Safe Kids 合作的儿童乘

客安全项目。在这次活动中，作为一名志愿者和家长，我

受益匪浅。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核心，安全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前提。因

此，关注儿童安全的公益项目具有重要意义。整个下午的

活动由四个寓教于乐的安全游戏组成，知识实用，互动有

趣，深受家长和孩子们的认可。大家都积极参与到这些游戏中来。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

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我感到很自豪。 

 

Gordon Mao, GM 志愿者 

一位参与“两车间过马路”游戏的妈妈说：“原来孩子

的道路安全有这么多情况和注意事项。我觉得只要按

照红绿灯的指示就可以了。看来，我得多学点知识”。

在接下来的活动中，她和孩子认真完成了所有的环节。

之后，她又和孩子一起复习了每个部分的注意事项和

安全动作。 

看到他们的热情和努力，我由衷地感到儿童乘客安全

活动就像一个放大镜，突出了道路交通安全在孩子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引起了家长对道路交通安全的重

视。 

 

联邦快递赞助的 “儿童步行安全计划”。 

自 2004 年起，儿童步行安全项目在中国启动。该项目包括调查、教育、环境改善和政策推广。2020 年，发

布了一项关于“青少年步行使用电子设备"的调查，并获得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媒体的报道。在深圳对青

少年进行了教育。 

项目的主要内容： 

风险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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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行走过程中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的相关情况 

目的: 

- 提高青少年儿童的步行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减少道路交通伤害 

受益人人数:  

- 深圳 20 万名中小学生   

志愿者人数： 

- 100 余名志愿者 

主要活动： 

1 发放调查 

- 对深圳市的两所中学和两所高中进行了一项关于分心行走调查。 

- 报告发布了关于 4 个城市分心行走的情况。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 10 多家媒体报道。 

2 学校教育 

- 教育是由学校老师完成的。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向教师提供线上下载课程在 26 个城市获

得了超过 300 次的下载。 

- 超过 52000 名学生接受教育。 

3 志愿者活动 

- 联邦快递的志愿者和教师加入了对学生教育的活动。  

受益人的故事： 

深圳启陵小学的两名学生给所有学生打电话：“走路时放下手中的设备，并且遵守交通规则。” 

其中一个学生在接受教育之后告诉我们，他真的了解到走路时看电子设备会有多危险。他也将告诉他周围

的同龄人或低龄人在走路时放下手中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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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SP 赞助“儿童乘客安全法规促进”宣传项目 

从 2016 年，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开始了一项由全球道路安全合作伙伴赞助的儿童乘客安全法规促进

项目。该项目包括：邀请对法律有影响力的人参与研讨会、公众意识宣传活动和对目标人群进行教育。 

项目的主要内容： 

风险领域：    

- 交通伤害，特别是与儿童乘客安全有关的伤害 

目标： 

1） 通过与政策影响者、执法当局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的交流，倡导出台一部强制性的儿童限制法。 

 2） 通过宣传活动与社交媒体提高公众使用儿童约束装置的意识。 

受益人人数：   

- 4500 名孕妇和父母接受直接教育 

- 200147 名家长和儿童通过不同的活动参与项目 

主要活动： 

1. 促进儿童安全座椅立法研讨会 

- 12 月 17 日，在北京举行了关于倡导出台儿童约束法的研讨会。会议的目标是了解在儿童保护

条例中出现儿童约束装置使用的内容。同时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公安部法律办

公室、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等与会者一起讨论了如何让所有参与人和相关部门一起共同

努力提高家长使用儿童约束装置的意识。所有与会者都赞同我们目前需要继续努力宣传使用儿

童约束装置，同时向决策影响者提供更多相关信息。 

2. 以"像保护鸡蛋一样保护车内的宝宝"为主题的社交媒体活动 

- 提高公众使用儿童约束装置的意识。在儿童节这天，我们发起了一项以"像保护鸡蛋一样保护车

内的宝宝"为主题的活动，该活动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通过 3 个与使用儿童约束装置有关的

视频对家长进行教育，了解使用儿童约束装置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正确使用。另一部分是让父母

上传孩子坐在汽车座椅上的照片，或者与汽车座椅相关的儿童画。在四个星期里，有 140 个家

庭给我们发送在孩子使用安全座椅上的照片，这些照片在社会媒体上获得了浏览量 175638 次。 

- 除了该活动，我们在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发布了 28 条相关讯息，

获得了浏览量 743981 次。 

3. CPST 培训和汽车座椅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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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公众使用儿童约束装置的认识，特别针对有新生儿的家庭。帮助政策影响者更好地了解儿

童约束装置使用的必要性。我们与青岛妇女儿童医院合作，开展 CPST 培训。来自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交警和医院的 13 名政策制定者参加了培训。 

- 青岛妇女儿童医院也设立了新的 CPST 站。 

4. 上海妇产医院每月宣传 

- 每个月由 CPSTs 举办的关于使用儿童约束装置的讲座都安排在浦东和松江两所妇幼医院的孕妇学

校进行。 

- 由于 COVID-19，我们从 2020 年 2 月开始，将学习内容显示在松江妇幼医院的信息屏幕上。约

1500 名孕妇学习了儿童安全座椅知识。 

- 浦东妇幼医院提供线上讲座学习，并在滚动屏幕上播放。 

- 已经有 3000 多个怀孕的家庭参加了课程。 

- 我们还在这家医院的不同病房张贴了关于安全座椅的海报。孕妇可以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了

解如何选择和安装安全座椅。 

受益人的故事： 

一诺的母亲写信给我们，告诉我们她和一诺

是如何参加"保护您汽车中的宝宝，就像保

护盒子中的鸡蛋一样"主题活动的：一诺现

在两岁了，为了鼓励她每次出行都使用儿童

安全座椅，我们参加了这个活动。我们和一

诺一起动手制作了一个安全座椅。一诺很开

心，她很喜欢自己的作品。正如照片所展示

的那样：一诺拿着手工制作的汽车安全座

椅，坐在自己的汽车安全座椅上。我感到非

常高兴。看着她笑得像一朵盛开得花朵，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安全座椅可以保护儿童的安全，使

我们的出行更加放心，更加安全。这项活动非常好，并且希望我们的故事能激励更多的家长给孩子正

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发起"一盔一带"宣传活动 

自 2020 年 5 月起，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盔一带"活动，向所有骑自行车的人宣传佩戴头盔。全球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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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组织（中国）制作了一个短视频，该短视频是关于如何用 2V2 的方法正确佩戴头盔，并在其中加入警

方的宣传内容。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对正确佩戴头盔的 2V2 方法进行推广。 

项目的主要内容： 

风险领域：    

- 与骑自行车者有关的伤害 

目标： 

- 提高儿童和家长正确使用头盔的意识和养成安全行为  

受益人人数：  

- 100 名成人 

- 浏览量 403000次 

志愿者人数： 

- 20 名志愿者 

主要活动 

1. 同交警部门在社区进行教育 

- 向 100位家长介绍如何正确戴头盔  

2. 线上媒体活动  

- 制作了一段短视频 

- 发布了 4 条相关讯息并获得超过 403000次浏览 

受益人的故事： 

这个 3 岁的男孩很高兴得到由贝尔赞助的头盔。他的父母告诉我们，这

个男孩对骑自行车很感兴趣，他们计划在这个玩具展上给他买一辆自行

车。现在，他们很高兴得到这个保护工具。  

 



 [文档标题] 

 

2020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年报 

上海静安华童伤害预防科研信息咨询中心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启动“儿童乘客安全认证技术师”项目 

自 2004 年在我国引入儿童乘客安全认证技术师培训以来，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已经举办了 10 次培

训，来自 20 个城市的 103 人参与。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已经在 7 个城市设立了 15 个 CPST 检查

站。 

从 2015 年起，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每年 11 月启动"CPST 行动月"，如今已经是第五年。今年，来自

5 个城市的 10 个 CPSTs 已经进行了 7 次活动，直接覆盖人数达 40 多人，同时检查了 18 个儿童安全座椅。  

项目的主要内容： 

风险领域：    

- 与儿童乘客有关的伤害  

目标： 

- 培养专业 CPST 的技术员以满足公众的需求  

- 提高对使用和正确安装儿童约束装置的重要性的认识 

- 帮助公众正确安装儿童约束装置  

受益人人数：   

- 超过 900 儿童/家庭 

志愿者人数： 

-   45 名 CPST 技术人员  

主要活动： 

1. CPST 培训 

- 为期 4 天的 CPST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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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名 CPST 培训师  

- 青岛妇女儿童医院成为第十五个 CPST 检查站 

2. 上海市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短期培训班 

- 35 人接受培训并成功认证为儿童乘客安全倡导者 

3. CPST 行动月 

- 10 个 CPSTs 申请举办检查活动宣传会议 

- 覆盖 40 儿童/家庭，检查 18 个汽车座椅 
 

受益人的故事： 

一个三岁孩子的父母 

多亏了 CPST 的帮助，能够让我以正确的方式重新固定了汽车座椅。我很惊讶

地发现，我一直使用的安全带的路径竟然与汽车座椅的配置是不符的。 我们

支持《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使用儿童约束装置的内容。 

 

 

营养与健康 

雀巢赞助的“雀巢健康儿童计划---校园行” 

上海市静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上海市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所积极参与了"2020 雀巢健康儿童计划——

校园行"。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也作为项目专业指导单位来支持该项目。 

项目的主要内容： 

风险领域：    

- 与儿童健康有关的伤害 

目标： 

- 通过 5个行动来提高儿童营养健康意识， 食物营养多样、膳食适量均衡多多喝水，享受家庭共

餐，并积极运动 

受益人人数：   

- 100 名儿童接受教育 

- 来自 3 个城市 21 所小学的 30 名教师 

- 127 家媒体报道和新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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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获得浏览量 25020 次 

 

主要活动： 

1. 启动仪式： 

- 启动仪式于 11 月在上海举行，由静安区疾病预防中心和上海市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所共同参

与。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也作为项目专业支持参加了此次活动。 

2. 教育： 

- 一堂为 100 名 3 年级学生开展的示范课 

-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营养学家与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的专家对上海 13 所学校的 20 名教

师进行了现场培训，天津和成都的 10 名教师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也参加了该培训。 

3. 项目宣传： 

- 在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获得浏览量 25020 次 

- 127 家媒体报道和新媒体报道 

受益人的故事： 

来自华灵学校教师 

"我们总是为孩子们寻找一些专业和有趣的营养课程，因为孩子们每天在午餐时间浪费大量的食物，但在课

后他们会去买一些垃圾食品和饮料。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浪费"正在成为一个大问题。我们希望孩子们

饮食饮水更健康，并且不再浪费。当我拿到这个课程时，我很高兴，因为它能够帮助我教育孩子们如何做

到更健康饮食和饮水。" 

 

 

Metsä 赞助的“洁净小手，健康宝贝” 公益项目 

在 Covid-19 期间，鼓励儿童及其父母参与保持个人卫生，并提高公众对洗手重要性的公共卫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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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关键事实： 

风险领域：    

- 与伤害相关的健康安全 

目标： 

- 在 Covid-19 期间，提高对正确洗手重要性的认识 

受益人人数：  

- 举办了 10 场活动。 

- 2300 名儿童和家庭接受教育 

- 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获得浏览量 21478 次 

志愿者人数： 

- 15 名志愿者 

主要活动 

1. 启动仪式： 

- 启动仪式于 6 月在上海一家购物中心举行，15名志愿者参加了启动仪式，向周围的人分发包装

纸巾和正确的洗手知识。 

2. 教育 

- 使用洗手魔术盒在幼儿园、学校和社区进行教育 

- 向学生和家庭提供包装纸巾和纸巾盒 

3. 志愿者活动 

- 通过在志愿者中收集儿童对项目的创意绘画，教育孩子和家长如何正确清洁双手 

受益人的故事： 

来自一名 5 岁的孩子和她妈妈 

他们在购物中心购物，看到仪式时停了下来。孩子的妈妈告诉我

们："我认为通过唱歌来教孩子们如何正确洗手是一种又好又简单

的方法。孩子们喜欢唱歌，现在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搓洗双手直

到歌曲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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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发起的应对 COVID-19 疫情的项目 

I. "因为关心，我洗手"----洗手项目 

面对 COVID-19 流行这个新挑战，我们与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合作，推出了一个基于社交媒

体的"因为关心，我洗手"计划，推出了 8 首歌曲，全部由美国女音乐家、女演员和教育家

Kim Lytton 创作和演唱。从 1 月 22 日至 2 月 25 日，我们请孩子们把他们唱歌的视频发给

我们。于此同时，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总共发布了 47 条相关讯息，总浏览量为

1541319 次。 

 

风险领域：    

- 抗菌 

目标： 

- 提高人们勤洗手的意识 

受益人人数：   

- 6000 名儿童和家长，收集了 290 个视频 

志愿者人数： 

- 包括 10 所幼儿园的 50 名教师 

媒体端口： 

- 47 条微博（35 条讯息）和微信公众号（12 条讯息）讯息，浏览量超过 1452069 次 

活动： 

- 8 首歌曲被翻译成中文  

- 以这 8首歌为范围，开展唱歌比赛    

- 鼓励家长通过幼儿园参与活动 

- 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宣传讯息和孩子们唱的歌曲 

受益人的故事： 

朱子燕，强井小学                       吴杨通， 小蝌蚪幼儿园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歌唱比赛。我学

会了如何洗手，细菌如何传播。更

重要的是，我可以将这些重要的信

息通过唱歌传递给我的朋友们。 

我很高兴参加歌唱比赛。 我学

到了几首内容关于细菌的知识

和如何正确的洗手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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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细菌如何传播---让我们一起做实验" 项目 

这是一项基于社交媒体的项目，为了帮助儿童了解细菌是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传播的。该项目得到了

家长们的认可，他们给我们发送了关于他们和孩子们一起做细菌传播实验的视频，这个实验是根据全球儿

童安全组织（中国）制作的演示视频进行的。 

 

风险领域：    

- 抗细菌， 

目标： 

- 了解细菌是如何传播并提高对洗手重要性的认识 

受益人人数：   

- 3000 名儿童和家长，收集了 146 个视频 

志愿者人数： 

- 5 所幼儿园和学校的 25 名教师 

媒体端口： 

- 50 条微博和微信公众讯息，浏览量超过 554745 次 

活动： 

- 进行一项实验，演示细菌如何传播 

- 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一场关于做一个 DYI 实验的竞赛  

- 鼓励家长通过幼儿园参与活动 

- 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宣传讯息和孩子们唱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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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人的故事： 

一位"科学小老师"——沈祥庭 

一个 11 岁的学生沈祥庭做了一个实验，通过一段简短的视频

告诉他的同学们细菌是如何传播的。因为这段视频，他被他的

同学们称为"科学小老师"。他的视频可以通过学校和全球儿童

安全组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被同龄人看到，他感到非常

自豪。他说:"通过这个实验，他不仅了解了细菌是如何传播的，

而且发现自己可以加入到对抗 COVID-19 的宣传活动中来。" 

 
 

 

Stories from Beneficiaries 

 

能力建设 

I.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认证讲师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认证讲师培训已经举办了 5 年，来自 30 多个城市，约 200 人获得全球儿童安全组织认

证讲师证书。他们致力于在学校、社区和公众中宣传安全知识和行为，不仅仅是在大都市，也涉及到中国

的二三线城市，使得成千上万的儿童和成年人从中受益。 

项目的主要内容： 

风险领域：    

- 与儿童有关的伤害 

目标： 

- 通过能力建设鼓励更多的人预防儿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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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培训、互动教学活动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提高公众对儿童伤害的认识 

- 利用互动教学工具向儿童宣传安全知识和行为  

受益人人数：   

- 在 8 个城市获得认证的 42 名全球儿童安全组织认证讲师 

- 172367 名不同年龄的成人和儿童接受教育和培训 

- 11 名全球儿童安全组织认证讲师在 9 个城市举办了 48 项活动 

-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浏览量达到 92114 次 

志愿者人数： 

-  8 个城市的 42 名全球儿童安全组织认证讲师 

主要活动： 

1. 活动： 

- 举办了培训、学讲座、校内活动和社区活动等 84项活动。 

- 涉及 11 名全球儿童安全组织认证讲师。 

- 培训和认证： 

- 举办了 3 次培训，2 次在上海，1 次在线培训  

- 8 个城市获得认证的 42 名全球儿童安全组织认证讲师 

2. 项目宣传： 

- 通过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宣传，获得了浏览量达到 92114 次。 

受益人的故事： 

耿超因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中所做出的贡献，被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司法局、银川新闻媒体集团、银川市律师协会授予

"银川市 2020 年度优秀公益律师"。耿超，全球儿童安全组织

认证讲师，北京盈科（银

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作

为一名全球儿童安全组织认证讲师，他利用下班后的时间，通过讲座

和媒体（如北京电台等）等方式促进儿童伤害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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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在媒体中 

2020 年，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通过社交媒体、平面媒体和广播电视等媒体给 3983 万多人留下了很

深的媒体印象。 

-  发布超过 2500 条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讯息，总浏览量超过 2900 万次 

-  微博上一个帖子获得 142 万次阅读，18 个帖子获得超过 10 万次阅读 

-  390 家媒体报道 

 

我们受邀在中国知名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号开设"儿童安全"专栏。 

我们的文章为全国家长提供儿童安全信息，让儿童远离伤害，同时也树立了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在公众心中

的品牌形象。 

 

 
 
 

 

 

 

伤害

伤害是可以预防的！ 

 我们的使命是减少儿童的所有可预防的伤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