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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联合公益计划月报 

零废弃联盟发展项目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19 年 12月，共有【13】家伙伴机构，开展了【72】场垃圾分类壹起分

活动，垃圾减量【2778.65】kg，活动累计参与人数共【2501】人次，共有【318】名志愿者参与

其中。  

（二）网络秘书处主要工作进展 

一、壹起分 

1、牛奶包主题回收月 

12 月，牛奶包主题回收月圆满结束，壹起分团队收集了 24 位伙伴机构的结项资料，多方面

考量结项报告，参评标准包括宣讲场数、回收牛奶包个数、参与人数等。最后选出评分较高的 10

位伙伴机构，给予了奖励。名单如下：江阴香樟树志愿者服务站、广州市天河区绿色城乡生态社

区发展中心、罗山县生态保护协会、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沈阳市沈北新区青年志愿者

协会、无忧花自然学堂、湖北民族大学科技学院我不是垃圾桶项目组、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三

明代表处、天津市西青区绿邻居社区服务中心、成都市温江区自然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第七届零废弃论坛 

2019年 12月 6-8日。壹起分团队参加第七届零废弃论坛——多元参与推动垃圾减量与分类。

壹起分团队与到场参会的壹起分伙伴进行交流，聆听专家的分析，分享彼此的见解。本次在论坛

上交流，不仅了解了壹起分项目，也了解到了伙伴机构的情况，对今后的项目发展和机构发展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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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郑州-壹起分区域交流会议 

郑州环境维护协会携手壹起分举办 2019郑州-壹起分区域交流会议，分享内容主题： 

垃圾分类重点城市立法与实践观察——谢新源； 

我们如何用好壹起分品牌与政府合作——李娜； 

爱芬可以如何服务大家开展垃圾分类——宋慧； 

介绍壹起分工具包“家庭汞泄露急救箱”——谌宁； 

郑州壹起分协调中心 2019工作汇报——杨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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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组织如何参与壹起分——武晶； 

志愿者团队如何参与壹起分——陆艺鑫； 

环保协会如何参与壹起分——郑卫钢； 

社区厨余堆肥有出路吗——杨晓静。 

之后还进行了分组主题讨论，大家参与感兴趣的话题，交流了经验，也总结出有待提高的部

分，集思广益，砥砺前进。 

二、参访交流 

2019年 12月 8日，壹起分举办了西安地区的参访，29位伙伴报名参加。 

2019年 12月 12日-13 日，壹起分举办了上海地区的参访。 

（三）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1、华东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爱芬环保 

（1）对接跟进区域内壹起分合作伙伴的工作情况：2019 年 12 月 12 日，零废弃联盟的伙伴

在零盟和爱芬的组织下开展了为期 2天的培训加参访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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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秘书处的互动情况：沟通参访情况。 

2、华南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宜居广州 

1.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这个月到了南宁市绿生活机构拜访，参与了绿生活在壹起分社区

举办的活动并了解了该机构的工作情况。 

2.区域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这月华南区分别有南宁绿生活，宜居广州，福建省环保志愿者

协会 3家机构准时提交了月报，在 14个社区举办了 16次活动。 

（1）区域协调中心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在壹起分杏花巷社区进行了回收玻璃瓶，过期药

品宣传活动，并在社区场地设置了低值可回收物回收箱，方便居民处理回收物品。 

（2）区域内合作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这个月主要到南宁市绿生活拜访，该机构在社区

内设置一个垃圾厢房为试点，安排志愿者值守，但因厢房不是定时投放，所以还是有居民没有分

类投放，后端收运也不是分类收运。 

3、华北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天津绿邻居 

1.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1）对接跟进区域内壹起分合作伙伴的工作情况： 

1.绿邻居安旭在 12月 21日，在和平区新兴小学向志愿者开展壹起分垃圾分类课； 

2.绿邻居工作人员和区域内 7 个壹起分伙伴用各种方式了解情况：河北石家庄的暖情文化表

示最近没有活动；其他机构均未作回复。 

4、安徽湖北湖南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芜湖生态中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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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1）对接跟进区域内壹起分合作伙伴的工作情况： 

1）“让垃圾，分类有道”支付宝公益众筹项目联合劝募：该众筹项目筹款期延期了一个月，

截止目前已经有 83088 份爱心捐赠，共计收到 54368.04 元捐赠额。筹款结束后，将于 2020 年 1

月协调绿色之光、合肥善水、铜陵彩虹、源方环保进行项目落地活动的对接。 

2）协调区域内伙伴机构垃圾分类工作的进展反馈及秘书处相关通知：主要是依托区域微信群，

了解伙伴们的工作进展，并鼓励伙伴机构及时将活动进展反馈，同时秘书处相关的通知（新一期

壹起份招募计划，相关培训通知等），也会依托微信群及时传递给到伙伴机构。 

（2）和秘书处的互动情况： 

1）作为协调中心，参与了 12 月零盟年会，期间参与了壹起分主题会议，讨论了区域成员伙

伴和协调中心之间的关系及协调中心如何更有效的支持到成员伙伴。同时参访了西安本地的壹起

分伙伴项目执行社区及落实情况。 

2）总结 12月工作协调月报，并提交给秘书处。 

2.区域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1）区域协调中心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12月，协调中心“壹起分”社区垃圾分类项目调研了芜湖市奥韵康城小区的垃圾收运及分

类现状，撰写了 1份垃圾履历报告及针对该小区居民的知识手册。计划于 2020年 1月，针对小区

2000多户住户开展入户宣传工作。另外，协调中心还开展了一次家庭波卡西厨余堆肥动员会，确

定了 2户波卡西堆肥家庭，并跟进了 2户家庭的厨余堆肥情况。 

5、西南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成都根与芽 

1.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1）对接跟进区域内壹起分合作伙伴的工作情况： 

       1、自然土、爱生活家、善为、南充垃圾分类促进中心等各个伙伴都在按照各自工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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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2）和秘书处的互动情况： 

    1、参加零盟战略规划会议 

      2、参加零盟年会枢纽中心会议 

2.区域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1）区域协调中心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12月，西南区域爱生活家、成都善为、南充垃圾分类促进中心、兰州绿地志愿者协会、

成都根与芽共同参与了零废弃联盟年会及区域中心年度会议。 

（2）区域内合作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2019年12月6日，成都温江柳城凉水社区2楼组织社区妇女进行废弃瓶子的环保手工，将洗衣

液瓶子、洗发水瓶子等改造成花盆。 

6、山东省协调中心工作进展：青岛你我 

1.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1）对接跟进区域内壹起分合作伙伴的工作情况： 

前往济南访谈当地壹起分伙伴组织济南历下善治，对于 2020年工作进行交流，希望推动济南

伙伴在地将垃圾分类工作作为常规活动纳入工作计划中。 

（2）和秘书处的互动情况： 

参与堆肥手册修编。与壹起分伙伴沟通堆肥手册编撰事宜。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1、华北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天津绿邻居社区服务中心 

本月，在武清金都花园进行环保宣传活动“垃圾换有机 ”；在西青社会山叶开展画手工坊；在

盛祥园社区举办垃圾分类游戏会。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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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南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1）南宁市绿生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19 年 12 月 6 日，南宁市绿生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北海市第十三中学的学生和孩子上了

一堂“垃圾分类与零废弃生活”的互动课，约有 150名老师和孩子参加。2019年 12月 24日，南

宁市绿生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南宁市新竹小区举办了一场零废弃嘉年华的活动，共有 50名社区

居民参加。2019 年 12 月 28-29 日，南宁绿生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南宁市绿地中央广场进行了

垃圾分类和零废弃的宣传活动，共有 40多个家庭参加了这个活动。   

 

（2）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12 月 1日，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壹起分项目组在鼓楼区洪山镇国光社区天澜二期垃圾分类

环保小屋开展“帮助垃圾桶找到自己的名字和属于自己的颜色”儿童环保 DIY小课堂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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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4日-22日，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壹起分项目组在在岳峰镇桂溪社区保利香槟国际小

区生活窍门驿站开展“低碳生活，绿色家园”环保主题活动、在岳峰镇凤林社区融信后海小区“科

海遨游站”开展“科普、智能、人才”垃圾分类环保主题活动、在岳峰镇坊兜社区泰禾金尊府小

区智趣小屋开展“垃圾分类新时尚，文明榕城我争先”环保主题活动。 

12 月 15-16日，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壹起分项目组在福建农林大学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

活动，亮相华南自然教育论坛。 

  

3、华中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1）陕西省妈妈环保志愿者协会 

2019年 12月 20日，在青年路第二社区，由青年路街道办，青年路第二社区携手陕西绿色原

点环保宣教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落实绿色生活倡导计划。工作员和志愿者进行入户宣讲，

保证让每一户居民都了解垃圾分类的知识和当下政策，邀请居民注册“减废存折”，记录自己的

垃圾分类情况。同时，在社区内设置垃圾分类宣讲展位，邀请路过的居民和小朋友参加“垃圾分

类小游戏”，让居民感受到垃圾分类有趣的地方，并宣讲垃圾分类的重大意义。通过兑换生活用

品的形式，鼓励居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减少生活中的垃圾，绿色生活。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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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西天龙救援队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物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家中越来越多的闲置旧

物，大多处于“丢之可惜，留之无用”的状态，如何处理让不少居民头疼不已。为解决居民旧物

处理问题，山西天龙救援队积极研究对策，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壹起分社区计划——“社区资源

回收再利用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联合神堂沟街道国兴社区及太原环益物资回收有限公

司，在国兴小区内搭建旧物置换平台，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旧衣置换，再生循环，垃圾减量绿色

社区行！”的公益活动。希望通过旧物置换活动，“换”醒居民的环保意识，探索以物易物的循

环模式，解决家庭闲置，达到再生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少生活垃圾的数量，为社会环境

出一份力。 

为建立小区垃圾分类闭环模式、倡导绿色环保理念，山西天龙救援队 2019年 12月 27日针对

国投小区的环保志愿者进行了一场志愿者培训及环保酵素的制作培训会，为今后社区的自组织成

立做好人员的准备，壹起分项目提供了志愿者培训活动水果及小礼品-水杯，志愿者们热情响应。 

（3）洛阳市武汉路社区绿风尚环保志愿者团队 

12 月 2日，武汉路社区社区环保小讲堂(环保种植月开始)居民用垃圾兑换作物种子。12月 30

日，武汉路环保小课堂（环保种植月结束）居民带着自己的种植作品拍照留念。12月 23日，武汉

路社区居民生厨余垃圾兑换蔬菜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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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南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成都市温江区自然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19年 12月 8日温江柳城凉水社区柳岸锦城小区壹起分回收日活动；2019年 12月 26日在

温江柳城凉水社区柳岸锦城小区进行酵素制作宣传活动；2019年 12月 28日在温江柳岸锦城小

区进行微花园建设，用于厨余堆肥的闭环循环。 

 

兰州绿地志愿者中心 

2019.12.3 在吴家园小学 2.1 班 2.2 班举办的零废弃壹起分小课堂活动，图为老师和志愿者

们通过展示可回收各种超市商品塑料包装物品让同学们了解那些是可以再次利用的塑料包装物。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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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3 在吴家园小学 2.1 班 2.2 班举办的零废弃壹起分小课堂活动，这是老师让同学们

上台结合《垃圾的前世今生》皮皮提发言，说出自己的看法。 

2019.12.3 在吴家园小学 2.1 班 2.2 班举办的零废弃壹起分小课堂活动，这是同学们拿着各

种纸类和塑料类可回收垃圾在举手积极发言的场景。 

 

成都高新区爱生活家社区合作社 

2019年 12月 18日，成都高新区爱生活家社区合作社联合承办的“一点绿”垃圾微循环搭建

项目--志愿者自组织活动在庆安社区 32号院顺利开展，环保志愿者队伍自发组织酵素泡脚活动在

有序当中开展。 

对酵素泡脚很感兴趣的居民陆续到来后，环保志愿者队伍为参与人员提供了热水、酵素成品，

开始了志愿者队伍组织活动的第一次——酵素泡脚。参与居民在志愿者带来了家里的果皮，用他

们的实际行动（收集果皮到环保队用于制作酵素）支持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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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仓发展网络发展项目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本月主要工作内容为历史项目结项、义集和福包的产品开发及试点选取、网络成员单位交流

会议的规划、2019年 99项目的立项。基共收集到落地实践活动【14】场，覆盖【20】余社区，志

愿者参与人次达【400】余人次，服务人群达【5000】余人次。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网络建设和治理 

 网络项目立项：完成联合公益伙伴众筹项目（2019）的立项工作； 

 网络项目结项：包括项目财务的处理，以及区域支持中心年度总结工作的沟通和对

接； 

2、 传播及倡导 

 义仓发展网络联合南都基金会好公益平台进行了联合宣传，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了

关于义仓发展网络“规模化视野下的义仓复兴” 的联合传播，向大家讲述了义仓发展网络背

后的故事，获得大家的认可和喜爱，进一步增强了义仓发展网络的线上媒体影响力； 

 联合深圳社工客进行了义仓义仓发展网络“拾光影•邻里情”摄影大赛，截止到目前

为止已经收集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张照片，摄影作品将会在筛选后进行公示； 

 参加好公益平台西安路演，共计有 13 位公益伙伴有意向复制推广义仓。 

3、产品开发及推广 

 义仓福包开发：义仓福包产品完成所有开发，包括福包内容、包装、落地实践操作

指南，并选取沈阳、成都两个地方作为实践基地进行尝试； 

 邻创义集：探索新义集产品，开展 16次活动； 

 院落义集：选择 1个社区进行实践尝试，基于实践探索进行产品的打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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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联合行动（部分活动信息） 

 广州区域活动开展情况： 

【广州协和龙洞街社工服务站】 

温家街社区“一勺米”党群共建活动顺利开展 

2019年 12月 8日上午，龙洞街社工服务站联合林海社区居委会、林海保利物业公司和邻+

米协会首次在林海山庄小区开展了“冬日暖阳，携手献爱”一勺米公益传播活动。本次活动通过

邀请居民参与活动，加强居民对邻里互助理念的认识，从而打破邻里关系疏远，增进居民交流，

并且为社区困境群体募集到爱心大米。 

本次活动共有 26名挑战者，叩响了约 150户居民家的大门，服务居民约 300人，募集到大

米 100斤，番薯 3斤，花生 2斤。 

 

【广州台山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为了向周边乡镇的困难人群、尤其是精神病恢复患者送去腊八节都冬日问候，广州台山市的

社工们将往日做“一勺米”挑战赛募集到的大米与其他食材一起，由一名 73岁的志愿者熬制了

腊八粥，免费的为周边居民带去了冬日的温暖。 

之后，台山市阳关社区还去到当地的西岩寺进行了腊八粥的熬制，此次将熬制好的粥与其他

爱心物资分装打包好后，由机构社工及志愿者一同去往台山市周边的乡镇，为周边的困难人群、

尤其是精神病恢复患者进行义仓爱心物资及冬日百家腊八粥的问候。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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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两天，为了鼓励并倡导全体市民积极支持参与到各类公益慈善活动，推动平安和谐台城

建设。台山市阳光社工联合了当地其余三家社会组织，一起组织承办“微心愿大行动·助力温暖

台城——义仓·微心愿发放及春节温暖包募集联合活动”完满结束。本次活动共 8个社会组织、

企业以及 30多名热心市民参与，共发放微心愿物资 30个，募集到米、面、糖果等春节慰问价值

5000多元。 

【广州市恒爱社会工作中心】 

在新春来临之际，恒爱社工中心结合义仓“一个观众的剧场”发起子鼠迎春行动，环市、潮

连、司前三个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共同联动，分别组织义工开展春节入户探访活动，义工为老

人家送上精心准备的贺岁节目、送上春联福包和新年祝福，让这些“空巢高龄老人”得到社区的

关爱，提前感受到新年的气氛，希望让他们空巢不空心。 

2019年 12月 27日下午，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早早来到福泽园小区活动广场，担当起爱

心的搬运工，把一袋袋沉甸甸的大米搬到活动现场，支起帐篷，摆放好座椅，为我们的居民到来

做好一切准备。活动正式开始，居民拿着租房合同井然有序地按照工作员的指引排着队。70多

岁的光伯伯说：“真的很感谢社会的关怀，可能一袋米对于普通家庭很一般，但是对于我来说很

满足。我一个人住，没有退休金，一袋米我可以吃上大半个月，今年春节可以过一个幸福年

啦！” 

双龙社区联合恒爱社工机构在福泽园小区活动广场内开展“谷物新年，情满双龙”庆元旦迎

新春爱心公益活动，为小区内 135户廉住房的困境家庭送上义仓爱心仓库物资大米 135包，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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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过一个丰盛富足的新年，本次活动的爱心大米全部由善心人士袁女士捐赠。 

 河北区域活动开展情况： 

【石家庄暖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石家庄暖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河北省生活禅文化公益基金会与江苏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的赞助下，在石家庄市裕东小区社区、平安医院、平安养老院三个点同时开展腊八节施粥活动。 

    

 甘肃区域活动开展情况 

【临夏州义仓】 

初冬的阳光，透着一丝暖意，总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温暖之感。12月 5日，临夏州义仓携手

州文旅局在永靖县陈井镇陈井村开展冬季“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州文旅局副局长马颖、陈井

镇党委书记张学文、副书记、镇长刘亨玉、陈井镇部分干部、陈井村部分干部、村民代表、义仓

扶贫部部长马小林等志愿者共计 150多人参加发放仪式。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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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区域活动开展情况 

【美瑞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打破了邻里冷漠，传递邻里爱。12月“最美家庭挑战赛‘你好邻居 我捐一勺米’慈善活动”

是“义仓”活动的一个小项目，30户家庭和志愿者参与募集“百家米”。今天由霸王火锅兔店将

米熬成了“百家粥”，“百家粥”活动是忆苦思甜，返璞归真、邻里互助家庭教育的一个折射点。

通过“义仓”建立社区互助体系，逐步在社区建立邻里互助中心，由志愿者将物资送到需要的困

难家庭手中，助人行善，共享和谐。中心还在探索推进“情感义仓”、“教育义仓”，通过美瑞

公益衔接积累心理公益资源、教育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持续的心理咨询、教育帮扶等公益援助。 

本次新春主题义集是一次群众艺术的群英荟萃，也是一场爱心公益的便民舞台。百余名演员

来自资阳城区各社区、各事业单位、个人，为欢庆而来，循公益而行，奉献了一台撼动人心的盛

宴。舞台老、中、青、幼同台献艺，汇聚独唱、合唱、舞蹈、模特秀、跆拳道、旗袍秀、太极剑众

多文娱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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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坊街道邻里互助中心】 

为了倡导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风尚，使社区居民更好理解残疾人生活情况，让社区残疾人得

到更多的理解与关爱，2019 年 12 月 3 日下午 2 点，由成都市民政局、锦江区民政局、水井坊街

道办事处、锦官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支持，水井坊街道社会关爱援助中心、锦江区全人健康中心

联合成都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都风湿医院、成都东区爱尔眼科医院，在成都商会大厦外广场

开展了“一路相随·暖心守护”义诊进社区的活动。本次活动受益群众 400余人。 

 

【武侯区街道社会关爱援助中心双楠站点】 

2019 年 12 月 5 日，武侯区街道社会关爱援助中心双楠站点的社工和武侯区图书馆志愿者及

四川大学志愿者一起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前往抗战老兵何爷爷家中拜访，带去我们对老革命的关

怀，带去我们对历史的敬畏。在何爷爷家楼下，大家提前认真的将诚挚祝福写在“一个观众的剧

场”小卡片上，细心收入囊中带往何爷爷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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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广福桥社区】 

2019 年 12 月 13 日，2019 年公历年进入尾声之际， 在辞旧之际社区居民汇聚一起共诉邻里

展望未来，在辞旧之际社区居民团结一心温暖同行，“你好邻居——辞旧展望· 温暖同行”广福

桥社区第五期主题义集活动在广福里如约而至。 

我们一同走过创意花卉、传承百家粥、爱心一勺米、包饺子送温暖，写春联送福到。公益志

愿的传播一直都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中，愿你们、我们、他们的一份力量，让这个社会更加温暖。 

2019年广福桥义集主题活动在 12月就暂时跟大家说再见啦！ 

【武侯区华兴-簇锦街道社会关爱援助中心】 

2019年 12月 20日，“你好，邻居”一勺米社区公益活动在南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展开，20

组亲子家庭和十名志愿者进行公益挑战。旨在重新将百家饭定义为百家祝福，鼓励挑战者敲开邻

居家门，身体力行上门募米，并将募捐回来的米做成百家粥，与领居们共同分享这份美好与祝福。 

社工姐姐向大家详细讲解了活动的具体内容和注意事项，发放挑战手持牌、米袋、志愿者服

装等活动物资。为了让大家更熟悉注意事项，社工随机邀请一组小朋友上台进行现场演练。 

在家长的带领下，孩子鼓起勇气敲开陌生邻居的大门，以一句“你好，邻居”作为开场白，

并向他们说明来意。街坊们热情慷慨地从米缸舀出一勺大米倒进孩子们的米袋里。小朋友们从开

始的胆怯羞涩，到后来的大胆流利，从拿着空的米袋到满满的米袋，都是小朋友们增加自信心和

获得成就感的表现，为他们的勇气和毅力点赞。 

募完米回来，家长孩子们一起将满满的“战果”倒到米仓里。百家米，煮成一锅热腾腾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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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粥，小朋友把粥与邻里共享，暖意融融。 

通过大家的努力，共募集到 5大袋和 11小袋的米，它们将全部进入义仓系统，关爱援助的社

工姐姐们会将大家募来的爱心大米派发到辖区内困难群众家中，感谢大家今天的全情投入，为大

家点赞，为可爱小朋友们点赞。 

通过一勺米活动，不仅让更多的邻里共同关注邻里互助，培养孩子的大爱之心，更让小朋友

学会帮助他人，懂得分享，用生命影响生命。 

 

【武侯区街道社会关爱援助中心潮音站点】 

2019年 12月 28日上午，爱有戏·武侯区街道社会关爱援助中心潮音站点社工和 8名志愿者

（5个大人，3个小朋友）一同来到潮音社区，把一个观众剧场活动的欢笑与感动带给两名独居老

人(陈爷爷和王爷爷)，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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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区域腊八节联合行动开展情况 

【安徽芜湖致行社工】 

2020 年 12 月 31 日，新年伊始，芜湖致行社工开展的“邻里一勺米 共享腊八粥”在儒林西

苑志愿服务广场拉开帷幕，社工.社区志愿者还有居民和孩子们欢聚一堂，喝着腊八粥、动手做龙

灯、舞龙灯，一起感受着节日的喜庆氛围。 

香甜软糯的腊八粥都是由致行社工带领小小志愿者，上门募集及居民自发提供的原料，自己

动手熬制！不但架起了邻里沟通的桥梁，更激发了居民的邻里互助精神！社区里的老人.孩子开心

的吃着寓意消灾多福的百家粥，阵阵暖意在大家心中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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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青春志愿者协会】 

12 月 31 日元旦节沈阳市青春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就开始走家访户，敲响邻居的们募集新

年的一勺米，为今日的腊八节做准备。沈阳青川志愿者协会会在腊八节当天就将募集到的米熬煮

成暖暖的腊八粥与居民们同享，带去节日的美好祝福。 

    

【福建宁德初心益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福建宁德初心益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沈阳的小伙伴一样，昨天一早就走进了邻居的家中，

一面送去了新春的问候，一面进行了我们的一勺米活动，募集了腊八百家米。 

今天一早便和志愿者们一起熬制百家粥，与居民共同分享新年的喜悦，我们的饿了么小哥还

和工作人员一起为我们的交警叔叔送上了温暖的腊八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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