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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儿童服务站项目月报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2020年 1月，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在全国【19】个省，共计【508】个执行站点，开展了不

同内容的主题活动、常规活动和特色活动。共计【112871】人次儿童受益，志愿者参与【7902】

人次。微信公众号/微博传播【478】篇，媒体报道【307】篇。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2019-2020 儿童服务站】 

1. 甘肃 

2020年 1月期间，【甘肃】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44】家社会组织服

务【46】个站点，在【19】县共【26】个社区开展了【春节写福字。手工游戏，安全小课堂】等活

动，共提供【2113.73】小时社区服务，【5201】人次儿童受益，【149】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

【48】篇媒体报道，其中含【42】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6536】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甘肃兴邦“童心向未来，环保向前行”DIY彩绘环保袋活动  

 

  

 

 

2020年 1月 11日下午，甘肃兴邦社工与民主社区工作人员在壹基金儿童服务站，组织开展

了以“童心向未来，环保向前行”为主题的 DIY彩绘环保手提袋活动，旨在提升社区儿童的社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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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度，增强其社区责任感并培养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创意新颖的活动吸引了十几名儿童参

加。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儿童服务站||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父母 

文章标题：大寨周末小剧场 

文章标题：【月十团】文明防疫，从你我做起 

2. 江西 

2020年 1月期间，【江西】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2】家社会组织

服务【16】个站点，在【9】县共【10】个社区开展了【课业辅导】等活动，共提供【1419.04】

小时社区服务，【2537】人次儿童受益，【34】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0】篇媒体报道，其中

含【0】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0】人次阅读量。 

江西提交月报无具体服务活动记录，1 月份各机构主要忙于项目结项且放假较早，只开展了

常规活动，没有做主题及特色活动，故没有添加记录。受疫情影响，江西所有站点停止开放。 

3. 辽宁 

2020年 1月期间，【辽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7】家社会组织服务

【9】个站点，在【8】县共【9】个社区开展了【作业辅导兴趣课堂、公益小天使节能、非洲

鼓、联欢会】等活动，共提供【494.19】小时社区服务，【2632】人次儿童受益，【37】人次志愿

者参与。共发布【7】篇媒体报道，其中含【7】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504】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喀左县六官儿童服务站组织了一场亲子联欢会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kqaRR5prdg5HQS-Lv97xVA
https://mp.weixin.qq.com/s/fj2eaxaYwIoBWD_UBCo9nA
https://mp.weixin.qq.com/s/p7O9qx3B1Ttjm8Fkygp9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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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站点放假前一天，喀左县六官儿童服务站组织了一场亲子联欢会。邀请服务站的儿

童带着家长一起参与，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写春联、写福字、做游戏、包饺子，大家都开心极

了，在这样的农村真的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温暖。整天的活动各个

环节孩子们、家长们都非常积极的参与。在活动结束之后，站点老师送大家走出站点门口，小兰

（化名）的爸爸常年在外打工，这马上过年赶回家了，参加了整场的活动，他在站点门口顿了半

天看站点老师身边没人了，对老师说：“谢谢你啊吕老师，你说我一年到头就过年了能回家，在

外想孩子也没办法，回到家看到孩子在这我真的太放心了，太感谢你们了”。儿童服务站，一个

充满了关爱和期待的地方。 

【推文链接】 

文章标题：迎新晚会 

文章标题：小小故事会~利州公益北山儿童服务站 

文章标题：利州公益六官镇儿童服务站亲子春节大联欢 

  

4. 湖北 

受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湖北省服务站工作人员所在村落被隔离，且无网络办公，无法传

输资料。其将于后期补充 1 月工作相关数据及服务情况。另，因处在疫情中心，为保证儿童

安全，湖北站点在 1 月 18 号已全面暂停开站。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BQ_cFxhxavHMzHymX-XxGg
https://mp.weixin.qq.com/s/QoFQljYdZGqms33UCBeBiw
https://mp.weixin.qq.com/s/XYMXRZQCedCCajMZnevf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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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疆 

2020年 1月期间，【新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20】家社会组织服

务【22】个站点，在【12】县共【22】个社区开展了【欢乐跳吧、安全假期、冬令营、冬至佳节

饺子暖心、“迎春巧手”灯笼制作】等活动，共提供【1161.77】小时社区服务，【3867】人次儿

童受益，【74】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8】篇媒体报道，其中含【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

有【625】人次阅读量。 

【推文链接】 

文章标题: 27 社区壹基金儿童服务站 | 冬至佳节，饺子暖心（1） 

文章标题: 翰墨润心田——老年大学书画学会走进石河子白杨青少年公益发展中 

文章标题: 对校园欺凌说“不” 

 

6. 吉林 

2020年 1月期间，【吉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8】家社会组织服务

【10】个站点，在【6】县共【10】个社区开展了【泥土制作、庆元旦】等活动，共提供

【560.19】小时社区服务，【910】人次儿童受益，【16】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6】篇媒体

报道，其中含【16】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622】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磐石市志愿者协会站点彩色泥土的制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d5c2lHhWFfPvSP2DDhu_eQ
https://mp.weixin.qq.com/s/oXf1CF65jHaUziZACCyWjQ
file:///C:/Users/zengxinkai/Downloads/对校园欺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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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泥土的制作，彩泥能够锻炼孩子的空间认知能力和手眼协调能力，帮助开发大脑，让孩

子更聪明。小孩子可以通过揉、搓、拉、扭、切和碾压等多种方式，使孩子的手心，手指和手掌

等各个部位都能得到锻炼。提高了孩子的动手能力，同时让他们能够根据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

状，通过尝试与努力，自己独立完成一部作品。这能够让他们内心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孩子也

会更有自信心。 

【推文链接】 

文章标题：情暖山城，“爱心饺子”包起来 

文章标题：新春送福，温暖回家路 

文章标题：磐石壹乐园—捏出不一样的童话世界 

 

7. 陕西 

2020年 1月期间，【陕西】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32】家社会组织

服务【53】个站点，在【22】县共【39】个社区开展了【跳蚤集市、公益电影】等活动，共提供

【1855.37】小时社区服务，【4170】人次儿童受益，【82】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8】篇媒体

报道，其中含【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6780】人次阅读量。     

【推文链接】 

文章标题：大市场社区儿童服务站公益电影开始了…… 

文章标题：小朱鹮儿童服务站“民族国乐进社区”圆满结束 

文章标题：爱在路上，周至这件事情办得漂亮  

 

8. 黑龙江 

2020年 1月期间，【黑龙江】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20】家社会组织

服务【23】个站点，在【19】县共【19】个社区开展了【一样的童年 一样的温暖文艺演出，新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DNGaHYsS96FBqKEfX3iqTg
https://mp.weixin.qq.com/s/ePPHemHegdIMcCd3iQJ92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zU5ODQyOQ==&mid=2247484802&idx=1&sn=31cf68bb6be54ab4e44fdc06ad6c0871&chksm=96cdbab0a1ba33a6cf66552323f7ea84c9ea832bf7abadb8c06749361ce1ce91d4fe60c809f0&token=2135241610&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DAyNTk5OQ==&mid=2653433863&idx=3&sn=235de981c84cf7d313264520d2d4d730&chksm=f2171867c56091717cf833ec3584aedddb61861be3626d950b7c974a8a7fb2e8ac09baab9b2c&token=1288881910〈=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6boHgVQMhBeNcmT2PIku1A
https://mp.weixin.qq.com/s/2z_ydyy3qO0xz8l5DhrT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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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送福，情暖圣爱”养老中心慰问演出，鼠你有福庆新年民俗课，新春节前】等活动，共提供

【337.08】小时社区服务，【788】人次儿童受益，【16】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4】篇媒体

报道，其中含【4】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177】人次阅读量。 

【推文链接】： 

文章标题：【大庆爱心传递儿童服务站】一样的童年一样的温暖文艺演出 

文章标题：【大庆爱心传递儿童服务站】鼠你有福庆新年 

文章标题：【爱心传递儿童服务站】新春送福情暖圣爱 

 

9. 宁夏 

受疫情影响，宁夏项目相关负责人员所在村落无网络办公，无法传输资料。其将于后期补充

1 月工作相关数据及服务情况。 

 

10. 川北+山西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川北+山西 36家执行机构共有 38个站点（包括 3个宜宾灾后儿童服

务站）。1月，川北+山西 38 个执行站点开展了主要以绘画、课业辅导、手工、阅读、常规游

戏、体育、特色手工小课堂等常规活动；辞旧迎新大型亲子活动等特色活动，“迎新年贺新春，

欢欢喜喜做灯笼”、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安全教育小课堂、新春剪纸+手工制作年年有余，党建引

领、爱润童心“迎新春亲子游园活动”、消防知识课堂、安全知识讲解主题活动；受益儿童

【11781】人次，志愿者【487】人次，微信推文【79】，自媒体报道【98】余次。                                                                                                                                                                                                                                                                                                                                                                                                                                                                                                                                                                                                                                                                                                                                                                                                                                                                                                                                                                                                                                                                                                                                                                                                                                                                                                                                                                                                                                                                                                                                                                                                                                                                                                                                                                                                                                                                                                                                                                                                                                                                                                                                                                                                                                                                                                                                                                                                                                                                                                                                                                                                                                                                                                                                                                                                                                                                                                                                                                                                                                                                                                                                                                                                                                                                                                                                                                                                                                                                                                                                                                                                                                                                                                                                                                                                                                                                                                                                                                                                                                                                                                                                                                                                           

【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aVk7bA2oyQOQuoxc0O3Q-g
https://mp.weixin.qq.com/s/kNraCjGe8aNknfa2RnmO9A
https://mp.weixin.qq.com/s/Ln7_6813XuEyFtVfv5kl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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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1：相岭社区站点（长宁灾后），消防知识课堂 

右 1：擂鼓镇站点，元旦趣味游园会 

11. 广东 

1 月份，广东省 22 所儿童服务站正常运转。主要开展作业辅导、“社区亲子园”等系列活动。

受到 1 月学校期末考试冲刺阶段及全国肺炎疫情影响，课业辅导、音乐舞蹈、手工剪纸等常规活

动，“减灾小课堂”、“健康小卫士”等主题活动开展人次较少，以小组为形式开展。在新春佳节之

际，也鼓动广东各儿童服务站根据当地健康环境，酌情开展新春系列活动，在广东英德站点的 4

站联动的新春系列活动中能获得当地政府等相关领导部门、社区、受益儿童及家长的大力支持和

认可。22所服务站累计直接服务儿童【3678】人次，参与志愿服务志愿者【231】人，专职社工/

儿童专岗 28人，发布项目媒体报道【27】篇。 

2020 年 1 月 10 日-12 日，2019-2020 年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广东省）省内第一次培训在美丽

的惠州举行。本次培训由壹基金指导，英德市亮石志愿者协会主办，来自韶关、惠州、梅州、湛

江、清远等地儿童服务站项目负责人以及站点工作人员参与此次培训。三天的时间里各位小伙伴

作了经验分享，总结闪光点，展望新未来。认真学习财务管理、IT系统、项目日常工作、“如何掌

握儿童沟通技巧”主题培训、儿童平安在儿童服务站的融合与开展、以儿童为中心的体验式活动

设计等。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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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1：No.407 育红巷社区儿童服务站，元旦手工制作 

右 1：No.520 芦村儿童服务站,剪纸活动 

 

12. 贵州 

2020年 1月期间，壹基金儿童服务站【26个】站点开展了开展了“课业辅导”、“绘画”、 “冬

季防灾减灾”、“交通安全小课堂”等常规活动，“合作梦想、喜庆元旦”、“诚信考试教育”、“民风

民俗了解”、“ 温暖包发放暨迎新春”等主题活动，“出彩之星”、“坚持之星”、“志愿者支教”等

特色活动。累计受益儿童【10000】人次，志愿者参与【92】人次，微信公众号【24】篇，新闻报

道【1】次，自媒体【154】篇（今日头条、今日头条、搜狐等）。 

【优质图片】 

   

左 1：纳雍县董地站点，孩子们、家长们与自己作品《剪纸》的合影 

右 1：普安县惠民新市民社区站点，2020（爱你爱你）鼠年同行”的特色活动 

【微信推文链接】 ： 

微信推文一：中国传统艺术，不一样的元旦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6JYEqvRR_GX3B_dp92RL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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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湖南 

2020 年 1 月期间，【湖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33】家社会组织执行

【33】个站点，【20】个站点【7182】人次儿童受益，【3】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篇媒体

报道，其中含【3】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94】人次阅读量。 

 

14. 安徽 

2020年 1月期间，【安徽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7】家社会组织服

务【17】个站点，【安全教育课堂三堂，作业辅导、阅读，画画，下棋，书法】等活动，共提供【637.36】

小时社区服务，【964】人次儿童受益，【25】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6】篇媒体报道，其中含

【6】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135】人次阅读量。 

【优质图片/活动】 

   

左 1：宿州阳光天使儿童服务站于 12 月 28 日下午举行了迎新春贺新年联欢会 

右 1:黎阳街社区黄山儿童服务站，开展迎新春剪春窗花活动，徽州剪纸非遗传承人吴笑梅弟子孙老师带孩

子们感受剪纸的魅力 

15. 山东 

2019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 月 25 日期间，山东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

利，共有 44家公益机构，在 46个城乡社区开展了开展了主题、特色和常规活动，包括迎春送福、

传统文化课堂、书法课堂、手工课堂，同时在寒假期间展开儿童服务站冬令营活动。1 月，共有

【2135】人次志愿者参与，【1508】名儿童受益，【16143】人次儿童参与了项目活动，共计【68】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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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新媒体传播。在 2019年 12月 25日至 2020年 1月 25 期间，山东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举行

山东省第一期能力建设培训，为山东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提供儿童服务站项目运营管理、儿

童服务站项目财务、儿童服务理念等内容的内容，以保证儿童服务站正常开展及运营。山东省壹

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开展线上交流会，对于儿童服务站月反馈资料（纸质版、IT系统）填写以及

提交进行说明讲解，为儿童服务站运营打下坚实活动基础。 

 【优质图片/活动】 

  

N0.756 王桥新村壹基金儿童服务站，绘画课堂 

N0.577 大河社区儿童服务站，集体攻克寒假作业 

【推文链接】 

传播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0AoO23cT7eCrFG1OwICJqA 

 

16. 云南 

2019-2020 年度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云南地区 9 个项目区县 13 家执行机构共有 16 个站点。 

本月项目云南 12 个站点开站为儿童服务，9 家执行机构开展活动服务儿童，557 名社会志愿

者参与无偿服务，受益儿童 5131余人次，活动进展推文 27篇。1月宣威站点搬迁没有开展活

动，玉溪、昭通共 3个站点还未正式开站。其余站点正常开展活动，由于 1月临近假期大部分

孩子准备回老家，参与活动孩子减少，之前计划开展的系列活动计划暂缓。 

【优质图片/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0AoO23cT7eCrFG1OwICJ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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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1：NO.532 董户村社区儿童服务站，迎新写福、集福活动 

右 1：NO.533 呈贡社区儿童服务站，志愿者与站点儿童互动活动 

17. 川南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川南 6家执行机构 8个站点。1月，川南所执行的 2个站点开展了欢庆

元旦，也开展了茶谈会。3个站点开展了“写福祝福”、社会实践的活动。另外 3个站点接收了儿

童服务站的物资，并拆包安装、空间布置、区域规划、家具组装、后勤整理等。川南本月还开展

了儿童服务站第一次省内培训。受益儿童【160】人次，志愿者【30】人次，微信推文【1】篇；自

媒体报道【2】余次。 

【优质图片/活动】 

  

左图：李家沟站点外部装饰 

右图：海河社区站点，年终茶话会“有奖竞答”环节 

【推文链接】 

微信推文：https://mp.weixin.qq.com/s/BO3gxP6wYe5h3PU3KnyIWA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BO3gxP6wYe5h3PU3Kny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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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广西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广西 6 家执行机构共有 8 个站点。                                                                                                                                                                                                                                                                                                                                                                                                                                                                                                                                                                                                                                                                                                                                                                                                                                                                                                                                                                                                                                                                                                                                                                                                                                                                                                                                                                                                                                                                                                                                                                                                                                                                                                                                                                                                                                                                                                                                                                                                                                                                                                                                                                                                                                                                                                                                                                                                                                                                                                                                                                                                                                                                                                                                                                                                                                                                                                                                                                                                                                                                                                                                                                                                                                                                                                                                                                                                                                                                                                                                                                                                                                                                                                                                                                                                                                                                                                                                                                                                                                                                                                                                                                                              

1 月，7 个新站点在选址与宣传阶段，扶绥县老站点在主要开展了主要以绘画、课业辅导、

手工、绘本计划、阅读、体育等常规活动；公益书法班等特色活动，“把爱带回家，与儿童

结对过大年”“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等主题活动等；受益儿童【213】人次，志愿者【40】人

次，微信推文【2】篇；自媒体报道【3】余次。 

 

19. 重庆 

2020年 1月，重庆地区 66个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持续开展活动并完成上年度结项事宜，56个

新站点快速有效的组装站点物资，重庆地区各小学已经结束了一学期的生活，进入寒假生活了，

站点基本保持每天开站，并利用时间进行趣味英语、安全用电知识宣传、天文地理基础知识、手

语教学、辅导作业、用彩色笔画“福”字、用毛笔写“福字、法治安全宣传教育课（禁毒、防邪、

防性侵、反家暴）、手工剪纸、新春亲子阅读会、参加年会表演舞蹈、新春祝福语言、春节安全注

意事项（燃放烟花、防火、防盗、防拐）、寒假作业完成计划、各类游戏（盲人指路、三人足、跳

绳、夹气球）、“寒假愉读”寒假精读研习营特色主题活动、家长课堂—普法教育、亲子阅读活动、

“天使梦想”小组活动、元旦手工贺卡制作、零废弃日垃圾分类”科普活动、“食品安全与公众健

康”科普活动，剪纸手工小课堂、“快乐剪纸，放飞梦想”迎元旦主题活动、“迎新春，猜灯谜”

主题活动、“假期安全教育主题”等主题活动紧密结合，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站点内容丰富，在

保证孩子们的身体安全前提下，吸引更多的社区儿童参与。1月【122】个服务站累计受益儿童 37514

人次，平均开站 20 天。参与志愿者【3894】人次，执行专职【176】人，发布微信推文 85篇、微

博 71篇，重庆日报、美篇等其他新媒体平台报道【24】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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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图片/活动】 

      

图一：安全教育主题活动；                      图二：庆元旦文艺联欢会 

 

图一、图二：“天使梦想”小组活动现场图 

    

图一：手工剪纸               图二：盲人指路游戏 

【推文链接】 

传播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kBCAJggZ2Hoap2AvW1Zfw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xkBCAJggZ2Hoap2AvW1Z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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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一）优质故事 

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 

每个人在小的时候总会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不论这想法在长大以后想起来是多么不着边

际，那总是童年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小时候许下的愿望现在是否已经实现？还是已经淡忘了

曾经那个稚嫩的愿望？这次我们就来说说愿望，这听上去是一个很普遍的、很多小孩都会去许下

的愿望，但是它却是这个主人公努力的梦想。 

这个主人公来自石门乡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是儿童服务站的服务对象，他每天除了在学校学习，

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儿童服务站。刚来站点的时候，他还是个羞涩的孩子，不轻易与人分享内心

世界。与我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他逐渐的大胆起来，会主动问问题，主动找工作人员进行交流，

心里的不开心也会说出来。 

在站点开展的一次活动里，他写下了自己的愿望，他说“我长大了想当一名宇航员，飞向太空。”

我问他，“为什么要当宇航员呢？”他说：“当宇航员就能在太空翱翔，就能去看看月球”。 

看着他许下的这个愿望，突然就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在自己小时候身边的好多同学也成许下

这个愿望，可真正坚持追求梦想最终实现的人却不多，甚至许多人已经忘记了当初许下的愿望。

如果她坚持向着他的宇航梦奔跑，说不定真的能成为一件“大事”。他总是在问我，“无人机怎么

制造的？”“宇宙飞船究竟能载多少人，能飞多远？”而我总是能被他问住。怎么办呢？我不想打

消他的积极性，真心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想帮他实现，于是去找航天相关的文章、视频或者电影

给他观看，让他更多地了解航天有关的知识。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带他去看看科技

馆，也走出这个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这就是今天小主人公的故事。他一直在努力，我们希望他不忘初心，努力前行。你有梦想，我

们陪你一起。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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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质图片：请参见上文各省的进展部分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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