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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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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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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71】人次儿童受益，志愿者参与【3366】人

次。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传播报道【568】篇。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2019-2020 儿童服务站】 

1. 湖北 

2020年 1月期间，【湖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9】家社会组织

服务【24】个站点，在【4】县共【5】个社区开展了【迎元旦、手工和写福字】等活动，共提供

【512.92】小时社区服务，【1446】人次儿童受益，【4】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0】篇媒体报

道。19个新站对站点进行了装修和布置。 

2020年 2月期间，受疫情影响，【湖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开展影响较大，全省

共有【19】家社会组织服务【24】个站点。全省有 4个站点受疫情影响，又是新站点尚未建立自

己的社群，无法通过线上开展活动。另外【20】个站点开展了【画画、书法、我向往的疫后生

活】等活动，共提供【2720】小时社区服务，【1510】人次儿童受益，【125】人次志愿者参与。

共发布【48】篇媒体报道，其中含【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974】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龙湾社区“疫互动”线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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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湾社区位于县城流动人口聚集社区，商户云集，社区的居民已经形成多年外出经商与进城

务工的习惯，是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聚集的地方。本月共有 30名儿童受益，开展了线上课堂，为

龙湾社区的留守儿童开展知识性、预防性、支持性、娱乐性为一体的“疫互动”线上服务。 

每周发送一次学习小视频，包括 1、画画、手工、亲子游戏；2、健康领域活动（室内健身排

舞）、音乐游戏活动（跟我动起来）、家务劳动（洗碗）。2月后两周，面对孩子们的在线教学，主

要提供在线学习解答。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用童心抗击疫情，用画笔表达爱意 

文章标题：防“疫”停点 不停爱 

文章标题：感恩有你，大声说爱 2.20特别活动 

2. 宁夏 

2020年 1月期间，【宁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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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站点，在【5】县共【8】个社区开展了【常规活动，主题活动，特色活动】等活

动，共提供【251.41】小时社区服务，【1383】人次儿童受益，【40】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

【2】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15】人次阅读量。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6ACyBeTdMGWcja_2IQ7V_Q
https://mp.weixin.qq.com/s/CM6ZwjlgjyZMnE7hhYnZ0Q
https://mp.weixin.qq.com/s/CMwse5sCHUhumSD0PS_2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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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期间，【宁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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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站点，在【5】县共【8】个社区开展了【线上的每日写作业学习签到，课业辅导、

作息时间表制定、书法、阅读、绘画、家务参与、娱乐游戏身体运动】等活动，共提供【1024】

小时社区服务，【2166】人次儿童受益，【19】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1】篇媒体报道，其中

含【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639】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制作梦想树 

 

在疫情严重期间，我们在线上给孩子们开展了空中课堂，我们告诉孩子明天的课程是制作梦

想树，要制作梦想树最重要的就是先要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所以让他们晚上好好想想自己的

梦想是什么！孩子们听到后懵懵懂懂的答应了，表情甚是可爱！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七彩成长儿童服务站｜居家 战 “疫”情，家务我在行 

文章标题：固原市微笑文化巷儿童服务站||隔离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文章标题：“孝心孝行 感恩父母”宁南公益儿童之家系列活动 

3. 辽宁 

2020年 2月期间，【辽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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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站点，在【8】县共【9】个社区开展了【辽宁疫情宣传画、我向往的疫后生活】等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rWZbM8mfujtX-x-rprtM9A
https://mp.weixin.qq.com/s/fTb6mVxsrU_gtLOBf5OBdQ
https://mp.weixin.qq.com/s/yu92sa6MXLglnCUycxSr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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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 123 天】线上课程服务，【3313】人次儿童受益，【107】人次志愿者参

与。共发布【16】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3】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3273】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 “疫情后的生活”绘画活动 

 

“疫情后的生活”绘画活动，活动通知发送以后，孩子们纷纷发言，有的用绘画的方式表

达，有的用录制视频的方式，有的在微信群里语音表达，同时也吸引了不少的家长参与，共同唱

响“疫情后的生活”，通过老师的提示引导，孩子们纷纷表示，非常向往疫情过去以后，迎来春

暖花开，大家一起去春游，看看繁枝叶茂的大树，看看蔚蓝的天空，看看盛开的花朵，孩子们期

待疫情早日过去，家长更期待疫情早日过去，我们全国人民都在期待疫情早日过去，让我们共同

携手战胜疫情。 

【活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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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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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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甘肃 

2020年 2月期间，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各站点活动形式改为线上服

务。【甘肃】壹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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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了【为武汉加油、我向往的疫后生活、假期课业辅导、线上画展】等活动，【5935】人次儿童

受益，【402】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47】篇媒体报道。 

【优质活动/图片】儿童服务站家长会 

 

    为了帮助疫情宅在家中的儿童继续学习、培养兴趣爱好、陶冶情操，知了壹基金儿童服务项

目继续为孩子们开展了毛笔书法培训，通过微博、抖音、快手每天晚上八点至九点培训一个小

时，并在微信群老师和家长、儿童互动。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儿童家庭如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文章标题: 疫情期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文章标题: 我们是小小魔术师 

5. 黑龙江 

2020年 2月期间，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黑龙江省项目，【17】个项目区县【18】家执行机构共

有【19】个站点。在壹基金线上活动和联合倡导的指导下，项目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其中

【15】个站点分别开展了【我向往的疫后生活、多彩的假期、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疫情防控从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0sRtvhNIjQLW1j0aJZH-xw
https://mp.weixin.qq.com/s/4zJzKKEqylhokoihSNb15A
https://mp.weixin.qq.com/s/GdsFqKWfdSlyomiBwoyj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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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起、写给孩子的冠状病毒绘本、停课不停学、成长不停歇】。共有【113】名教师/志愿者参

与，【3652】人次儿童受益。 

【优质活动/图片】外教口语课堂 

 

由于 2 月份进入疫情防控关键期，我们取消了所有的线下活动，但是为了让社区的孩子们的

假期生活过得有意义、有成长，我们联系了两名高水平讲师，分别是来自美国的 Felix 和南非的

Nana，为孩子们每周都提供免费的外教口语课堂。截至 2月 25日，我们一共推出 9次公益课堂活

动，每次质量都非常高，得到了家长朋友的一致认可，孩子们的英语学习兴趣高涨，家长心里特

别高兴。 

家长的认可度特别高，这对我们的工作是莫大的支持，在疫情期间，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服务好每一位孩子，让他们在假期里学有所获、有所成长。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平安伴我行 

文章标题： 我向往的疫后生活   

文章标题： 小朋友疫后生活主题画作展 

6. 陕西 

2020年 2月期间，【陕西】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32】家社会组织

服务【54】个站点，在【35】县共【45】个社区开展了【线上阅读、新冠病毒疫情知识普及、儿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sFQAhfyinwJu3e3TpU9dTA
https://mp.weixin.qq.com/s/2nKAL7_rw503MbhTJed6Rg
https://mp.weixin.qq.com/s/L_nXXaHBS8-WMcHz1hX5Pw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www.onefoundation.cn                

电话：0755-25339511     传真：0755-25332611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号鸿昌广场 55楼（邮编：518000） 

7 

 

 

童主题画作】等活动，共提供【604.29】小时社区服务，【131】人次儿童受益，【0】人次志愿者

参与。共发布【7】篇媒体报道，其中含【6】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464】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线上阅读活动 

 

 

 

 

 

 

 

儿童服务站受疫情影响，无法正常开展活动，2月份各站点线上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亲子阅读

会，小朋友每天通过语音及手机录制的方式在群里与大家分享故事。增强孩子读书的兴趣，加强

孩子的参与感和成就感。截止目前此次活动共开展 15天，累计受益人次达到两千余人次。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疫情期间，我们这样关爱儿童||在网络中和儿童一同成长 

文章标题：家长如何帮助儿童防护？ 

文章标题：科学防控疫情，线上服务儿童——五里铺儿童服务站 

7. 江西 

2020年 2月期间，【江西】壹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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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县共【16】个社区开展了【疫情主题画作、视频采访】等活动，共

提供【343.22】小时社区服务，【1200】人次儿童受益，【1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0】篇

媒体报道，其中含【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417】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遂川儿童服务站-疫情主题画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DC9x3HJAhe3pFYJeSEgPFg
https://mp.weixin.qq.com/s/tBpnhRGfjMDxFE37dMDaWQ
https://mp.weixin.qq.com/s/UBVx5JJbsCfozCvKTJT6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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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底至今，为对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国各地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控制疫

情，避免线下聚集，江西两个站点也做出了停站调整，让孩子们居家防疫，参与线上活动。比起

往年，孩子们被“困”在家的时间更多，不一样的生活节奏为孩子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知。我们

通过绘画的形式，让孩子们画出对疫情的了解，或者对于疫情有什么感想，想表达什么？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壹基金儿童服务站||“疫”中我们在一起！  

文章标题：众志成城！抗击病毒！ 

8. 吉林 

    2020年 2月期间，【吉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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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站点，在【2】县共【4】个社区开展了【停课不停学，为祖国加油画展】等活动，

共提供【线上 120】小时社区服务，【750】人次儿童受益，【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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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阅读周”每天读书两小时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TYxODQyMQ==&mid=2247488004&idx=1&sn=f64fb7faaa12ccd81d2387d1878943db&chksm=972f7f9ea058f688f8a0168bc71bc84ad890e05f5fec230837f0cf86bb8a0855572f84ae8220&token=1303051911&lang=zh_CN#rd
https://m.weibo.cn/3190366791/4475819709597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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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 1日-25日，磐石社区儿童服务站为了让孩子们进行学习，特别组织了“阅读周”

每天读书两小时活动，让孩子们学会、懂得学习的重要性。 

磐石市儿童服务站防疫不停课，积极开展线上课堂“阅读周”活动，每天读书两小时，让孩

子们有感情的朗读出来，既丰富了他们的课外知识，也提高了朗诵水平。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停课不停学--公益课堂开课了 

文章标题：共抗疫情，用画传递爱 

文章标题：停课不停学，一起为祖国加油 

9. 新疆 

2020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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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县市共【22】个社区开展了【新疆防疫宣传儿童书画展、我向往的

疫后生活、线上常规服务、运动、美食和完成作业打卡】等活动，共提供【2420】小时服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YlNRqQa6jEi8nB7AeFYb3w
https://mp.weixin.qq.com/s/9FOp7VbuuyvOP1UsvHvryw
https://mp.weixin.qq.com/s/WZ27CmpJl1sKqqSs3crA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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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4】人次儿童受益，【122】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4】篇媒体报道，其中含【34】篇微

信公众号推文，共有【64970】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阅读周”每天读书两小时活动 

 

近期因疫情严重大家都在家里，许久不见大家都还好吗？今天是元宵节大家记得吃元宵哦。

为了让大家在家里同样过一个难忘的节日，2020年 2月 8日在群里举行“福星社区线上文艺元宵

晚会活动”。我们的青少年群里自己接龙报节目。简短自我介绍并录制视频发送群里。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我们以这种方式学习防疫知识 

文章标题：我向往的疫后生活，来吧~ 

文章标题：用童心抗击疫情，用画笔表达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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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Em_kWUeStFdQ_9p_rnIDvQ
https://mp.weixin.qq.com/s/RnKfadap-iydmZMv0lzHXA
https://mp.weixin.qq.com/s/bqbB1WUCfcwqIYe6vumE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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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特殊时期，我们遵循国家的政策，全面停站，改为线上开展

活动。服务站儿童用自己的方式（手抄报、歌舞、一段话、宅家家务活等）助力抗“疫”，为抗

“疫”奉献自己的力量。联合川北+山西 38 家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一起开展线上活动：“防疫倡

导”、“我向往的以后生活”“防疫问答”、“防疫实践”、“宅家互动”助力战“疫”行动。受益儿

童【12184】人次，志愿者【59】人次，微信推文【18】篇；自媒体报道【98】余次。 

11. 广东 

2 月份，广东省 22 所儿童服务站线上正常运转。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发生后，广东省项

目组积极响应壹基金部署，进行了停站和调整，并且提高全省儿童服务站工作人员的防控疫情意

识，每日坚持微信关注儿童、站点工作人员身体健康情况，全力配合疫情防控要求。 

为将疫情期间对站点正常运营影响降到最低，引导站点开展了一系列的线上活动指导，如线

上的家长培训讲座、线上的家长问题答疑及线上的活动打卡，争取做到“停课不停学”。22 所服

务站累计直接服务儿童 2267 人次，参与志愿服务志愿者 65 人，专职社工/儿童专岗 28 人，发布

项目媒体报道 20 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育红巷社区儿童服务站，《我为战“疫”作贡献》线上主题活动 

右图：麻章镇文化站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抗疫情，万众一心，中国加油”线上主题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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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贵州 

2020年 2月期间，贵州省 16个站点开展了【35】次常规活动，【20】次主题活动，【7】次特

色活动。分别开展了作业辅导、手工课、绘画课、音乐课等常规活动，“圆梦精灵图书馆”、“美好

一座城二期团建”、“战疫情·益路行”、“我向往的疫后生活”、“疫情防护，儿童服务站在行动”、

“新学期电子课本在线领取”等主题活动，“志愿者支教”等特色活动。累计受益儿童【1474】人

次，志愿者参与【40】人次，微信公众号【4】篇，自媒体【39】篇（今日头条、搜狐等）。 

 

13. 湖南 

2020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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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常规活动、线上系列特色活动、线上系列主题活动】等活动，共【9695】人

次儿童受益，【312】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0】篇媒体报道，其中含【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

共有【560】人次阅读量。 

 

14. 安徽 

2020年 2月期间，【安徽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4】家社会组织服

务【14】个站点，【绘画，读书， 听写】等活动，共提供【1597】小时社区服务，【7795】人次儿

童受益，【319】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0】篇媒体报道，其中含【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

有【2047】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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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山东 

2020 年 1 月 25 日至 2020 年 2 月 25 日期间，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山东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

项目积极调整服务方式，共有 44家公益机构，通过儿童服务站自有社群或当地社区所有社群开展

防疫知识宣传倡导、线上运动会、防疫手抄报、课业辅导等多种线上服务，为服务社区儿童及家

长提供系列线上支持活动。在 2 月活动期间，山东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积极参与全国联动行

动-我向往的疫后生活。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各地伙伴积极组织所服务社区儿童通过主题画作、

访谈小视频、手写小故事等形式表达对于疫后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防疫逆行者们的崇敬之情。2月，

共【8163】人次儿童参与了项目活动。 

【优质活动/图片】 

 

N0.567 北江支路社区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开展主题防疫活动，社区儿童画作。 

【活动报道】 

烟台市福山区福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我向往的疫后生活传播视频： 

http://t.cn/A6hjdop0 

濮阳市安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我向往的疫后生活传播推文： 

https://mp.weixin.qq.com/s/7XSsPpcJPK-7a6Eh1BbZsQ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t.cn/A6hjdop0
https://mp.weixin.qq.com/s/7XSsPpcJPK-7a6Eh1BbZ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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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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站点开展了【趣味文体活动、欢度春节】等活动，共【662】人次儿童受益，【139】人次志

愿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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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00】人次儿童受益，【30】人次

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2】篇媒体报道，其中含【4】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3379】人次阅读

量。 

【优质活动/图片】 

  

18. 重庆 

2020年 2月，重庆地区 66个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完成 2018-2019度结项事宜，56个新站点部

分进行站点物资组装，重庆地区各小学已结束一学期的生活，进入寒假生活。因为突如其来的新

冠疫情，所有儿童服务站已经停止开展任何线下活动，各站点工作人员利用线上网络渠道进行防

疫知识宣传、抗疫主题绘画、“感恩”主题我在行动、“我向往的疫后生活”、预防新冠形病毒课程、

为中国为武汉加油等活动、活动设计、线上课业辅导、心理健康等内容、安全知识小课堂、疫情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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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我不怕、在家我也要运动、7步洗手法学习、线上公益美术课、课业辅导、心理辅导、防疫知

识讲解、兴趣小课堂等主题活动紧密结合，开展多种多样的线上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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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2】个服务站累计受益儿童 25432人

次，平均线上开站 15 天。参与志愿者【2104】人次，执行专职【176】人，发布微信推文 38 篇、

微博 49篇，重庆日报、美篇等其他新媒体平台报道【8】篇。 

【优质图片/活动】 

            

图一：“抗击疫情”主题活动；                      图二：疫情画作征集 

             

图一：抗疫主题活动                         图二：“感恩”主题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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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一）优质故事 

“宅家宝典”——我学会了做家务 

2020年的寒假不同寻常，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所有人

的心。在这个特殊时期，疫情打乱了孩子正常的学习和生

活节奏，使孩子所处的成长环境和学习方式都发生了改

变。由于长期待在家里不能外出，无法像往常一样回到自

己的生活圈子中，一个叫一一的孩子也出现了不适应。

“孩子从来没有在家关过这么久”，一一的家人反应，孩

子刚开始在家还算能宅住，但是时间一久，就出现了烦

躁、焦虑甚至恐慌的负面情绪。 

疫情蔓延，一一常去的儿童服务站从今年 1月份就关闭了站点，但站点工作人员一直经营着

孩子家庭的微信群。一一每天都参与站点微信群里的活动，有时候是线上读绘本，有时候是直播

做手工。参加了十多天活动的一一天天期待着疫情过去，也不那么焦虑和害怕了。她说，“我想

去儿童服务站和小朋友们一起领小礼物”，说完略带害羞地把小脸躲到桌子后面。站点工作人员

的安抚和多姿多彩的活动让和一一一样的孩子们战胜内心对疫情的恐惧，转向了对疫情过后美好

生活的向往。 

一一的奶奶告诉我们说，自从参加了服务站线上活动“战疫宅在家，我们一起做家务”之

后，一一的变化很大。以前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变成了的主动帮忙做家务，还经常与家人

们说“奶奶你辛苦了”，说以后要帮我们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候看到家人们在煮饭，她

也跑过来关心一句，问要不要帮忙；有时直接就过来帮忙一起做。“一一稚嫩的小手在我们面前

晃动，真的很可爱”，奶奶开心地感慨道。 

站点的工作人员说，“看到孩子的点滴改变，我们也为孩子感到骄傲。希望我们的一一小朋

友一直坚持下去”。 

（二）优质图片：请参见上文各省的进展部分的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