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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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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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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26】人次儿童受益，志愿者参与【4003】

人次。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传播报道【734】篇。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2019-2020 儿童服务站】 

1. 湖北 

2020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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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县共【19】个社区开展了【绘画、防疫知识】等活动，共提供【2337.22】

小时社区服务，【3918】人次儿童受益，【125】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1】篇媒体报道，其中

含【11】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015】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寻找身边最美“逆行者” 

 

3.2日～3.12日，壹基金仙桥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了《寻找身边最美“逆行者”》线上主题活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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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活动请孩子们通过耳闻或者目睹的方式找到自己身边的最美“逆行者”，并用简短的一段文字

介绍他（她）在一线的工作情况（配一张工作中的照片）。此次活动收到了许多小朋友寻找到的身

边最美“逆行者”，这些“逆行者”中有医生、有警察、有社区志愿者、有村小教师、有义工志愿

者，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为争取疫情防控战役胜利而努力奋斗！ 

通过此次主题活动，使孩子们更深入地了解所有奋战在一线的“逆行者”的工作情况；激发了

孩子们的责任感，鼓励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出门，不聚集）来支持“逆行者”，争取早日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战！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致敬，先锋”主题活动 

文章标题：寻找身边最美“逆行者” 

文章标题：学习雷锋好榜样 

 

2. 宁夏 

202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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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小时社

区服务，【2866】人次儿童受益，【39】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3】篇媒体报道，其中含【7】

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413】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固原市宁南爱心公益社-“三月，我们和雷锋在一起”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UOoDnk8nAL4YMBoGWxd6sw
https://mp.weixin.qq.com/s/u4_lf4xL-ikm2LBM7ly6MA
https://mp.weixin.qq.com/s/izt2bQEZxb9hoTLFK-uJ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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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孩子们的理想和未来需要精神和情怀的支撑，很多孩子之所以无心

向学就是因为不懂的学习的意义，不知道为什么而学，没有学习的取向和动力。想让孩子成才，

首先得让孩子成人，从小培养孩子的思想和人格对他们的一生都将影响深远，所以学习之余，我

们要用更多课外的活动辅助他们的成长。本月我们组织了主题活动---“三月，我们和雷锋在一

起”，活动包含三个内容：1.学唱“雷锋”歌。推荐《学做小雷锋》《雷锋日记》《学雷锋》《雷

锋精神放光芒》；2.朗诵诗歌《雷锋叔叔，你在哪里》；3.学习“雷锋精神”的感想。孩子们有的

通过视频简述，有的通过写作或画作展示。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儿童服务站‖线上美术课也精彩 

文章标题：三月，我们和雷锋在一起 

文章标题：儿童服务站‖“宅”家爱绿，播种绿色 

 

3. 辽宁 

2020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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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母亲节献礼、社工日公益小天使视频录

制、植树节】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859】小时线上课程服务，【4873】人次儿童受益，

【98】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4】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1】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

【4460】人次阅读量。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g54l0rKm0IDnC10rbO219Q
https://mp.weixin.qq.com/s/4s98aOqqR0u7EsjkRHSMbQ
https://mp.weixin.qq.com/s/EEEGK68ns7GVdsmPw4wd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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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活动/图片】“阳春三月 感恩父母”妇女节主题活动 

 

3月 6日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彩虹小屋儿童服务站在线上开展“阳春三月 感恩

父母——妈妈有我呢!”主题活动。此次活动发起后，孩子们踊跃的用自己最诚挚的爱和最特别

的方式表达对妈妈的祝福。有的帮妈妈做家务；有的为妈妈做饭；有的为妈妈献上一动听的歌

曲；有的为妈妈洗脚。 

简单的一句“妈妈有我呢”，不仅仅表达着孩子们对妈妈爱，更体现出孩子们的成长。简单

的一句“妈妈有我呢”不仅仅是语言的表达，而是孩子们实际行动体现。共有 15名学生参与活

动，此次活动不仅增进了亲子关系，更培养了孩子们的感恩之心，更体现孩子们的能力。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东港市爱心义工协会儿童服务站日常打卡 

文章标题：东港公益小天使-庆祝第十四个国际社工日 

文章标题：日常学习打卡的我们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weibo.cn/5569918312/4478129043124140
https://m.weibo.cn/5569918312/4483584603256125
https://v.kuaishou.com/s/IdapAy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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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甘肃 

2020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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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为线上服

务。【甘肃】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41】家社会组织服务【46】个站点，开

展了【“疫”期秀花艺、我的家风故事、妇女节、植树节】等活动，累计服务时长【380】小时，

【5878】人次儿童受益，【293】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72】篇媒体报道，浏览量【5706】。 

【优质活动/图片】水坡儿童服务站的 cosplay秀 

 

   为培养孩子们对美的感悟和想象力，由甘肃鸿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的壹基金儿童服务站

之榆中县龙泉乡水坡站点于 2020年 3月 17日至 3月 19日举办“名画 Cosplay秀出不一样的

美”主题活动。当孩子们在选择名画时既要考虑到家里现有的资源，还要权衡自己的模仿能力；

在模仿时孩子们既要注意到原画中的每个细节，还要动手操作、自己搭配；为了呈现自己模仿的

效果，孩子们还需要和家人相互配合；拍照时还需要注意角度、光线等。年少的他们虽不可能完

全领会画作的灵魂，但在活动过程中的主动参与，想象力的发挥和动手实践都是他们对于美的感

悟的体现。通过本活动不仅有助于孩子们创新思维的发展、培养孩子们色彩的敏感性，同时提升

了孩子们的艺术素养，激发了他们艺术学习和发展的兴趣。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西和县 2020 春季助学金发放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qeU6dZ9MM6XOLjdTUN4Y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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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不负暖意 孩儿各显神通 

文章标题: 东苑社区防疫 DIY  

 

5. 黑龙江 

2020年 3月期间，【黑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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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县共【14】个社区开展了【我的“疫”后生活】、【疫情心理免费援

助热线】、【防疫情科普知识指导】、【心理调解方法的指导】、 【3.8最美女神节活动】、【植树节

活动】、【居家体智能训练】、【手工制作 】等活动，共提供【200】小时社区服务，【1500】人次

儿童受益，【5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9】篇媒体报道，其中含【39】篇微信公众号推

文，共有【3965】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亲子互动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5NzE1NjUxMQ==&mid=2247484172&idx=1&sn=ed56a760f3eb8c36ae73f96062ac5e41&chksm=c07757fcf700deea2cf3b3639f3f2ddb542ff063d46d8099b0bc9c018076175057285064397d&token=811970838&lang=zh_CN#rd
https://www.meipian.cn/2rezmmoi?share_from=self&user_id=15653758&uuid=f9f59b71b682e953fbcaa30e8545c626&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5653758&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a6c140b3e965bcc22853c33776ffc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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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期间，儿童服务站线下不能开站，为了丰富孩子们居家隔离的生活，让孩子在这个

漫长的假期有收获，我们每天都会在微信群里发布亲子互动特色活动，目前主要的特色课程分类

有:科学小实验、防疫知识、儿童思维创造想象力提升、运动健身及亲子互动等。孩子们每天都

在群里进行积极的互动，发布自己的作品，亲自动手做的小实验还有亲子运动活动等等，我们的

志愿者老师在群里一对一的对每一个作品都进行反馈，小朋友和家长都非常期待第二天的活动更

新。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塞北的雪录播课 

文章标题： 【感谢你 感谢有你】“爱心帮”孩子们献给“逆行者”的治愈系作品   

文章标题：最美女神节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lizhiweike.com/lecture2/16391488?st=sharelink&inviter_id=73575900&from_old_lecture=1
https://mp.weixin.qq.com/s/2mloIsGtFDSsioNuCzDGjA
https://mp.weixin.qq.com/s/dMZrwczKnQ49l0AAKDl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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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陕西 

2020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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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天阅读”打卡活动、课业辅导、卫生

健康、世界水日、三八妇女节、学习雷锋主题活动】等活动，共提供【1866.46】小时社区服

务，【27993】人次儿童受益。共发布【18】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

【1143】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世界水日主题活动 

 

水是生命之源，万物之本，节约用水我们则无旁贷。 3月 22日是我国第三十三届“中国水

周”，为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孩子们节水护水意识，安康义工联合会、西安市未央区环保

志愿者协会等单位开展线上知识宣传活动，同时发出“中国水周”主题实践活动倡议。 1.进一

步充分认识节约用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觉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牢固树立节约用水的意识，

大力宣传珍惜水资源，节约用水的重要性。 2.树立正确的用水观念，明确科学用水的态度，讲

究合理的用水方式，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身体力行，节约用水，科学用水。 3.让我们积极

行动起来，为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儿童安全，不容忽视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jg5ODU0MQ==&mid=2247484230&idx=1&sn=6fd861fbf71fd50ed471ab6419b5036f&chksm=fcc8aec4cbbf27d23d98d3d932a4d1907b537482ba2a263f5817d65ac6769235c5c22d52d8ac&token=1379445570%E2%8C%A9=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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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仁爱读乐园爱心物资发放活动 

文章标题：女神节，看孩子们怎样向妈妈表达爱意 

7. 江西 

2020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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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节、雷锋日、3.8妇女节节日主题】

等活动，共提供【1589.85】小时社区服务，【300】人次儿童受益，【1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

布【11】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1】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656】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线上活动-3 月 12日植树节活动 

 

一锹土，种下的是生态文明；一桶水，浇灌的是美丽中国。又到了一年植树节，往年的植树

节，人们在春日的阳光下，种下一棵棵绿植，种下一片片绿意。但今年情况特殊，我们无法如愿

在今天植树造林。那植树节，除了种树，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孩子们给了我们答案。 在植树节的

这一天，孩子们用环保材料手工制作了一件件漂亮的手工作品，在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的同时，

也明白了环境保护的重要。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石城壹基金儿童服务站|线上花式系鞋带活动开始啦！ 

文章标题：致敬英雄、致敬雷锋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9TInFK7ddfwPfIIxnXgUfw
https://mp.weixin.qq.com/s/HcuFwPf039-tdDqyL8PXkg
https://mp.weixin.qq.com/s/AgVovFJQ-4FkbW61t3qeMg
https://mp.weixin.qq.com/s/1ka6EzSAVuusnEwmfMQW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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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吉林 

    2020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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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县共【8】个社区开展了【雷锋日、植树节、妇女节主题活动、主题绘

画】等活动，共提供【650】小时社区服务，【3500】人次儿童受益。共发布【15】篇媒体报道，

其中含【15】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804】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阅读周”每天读书两小时活动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长大社区儿童服务站招募了一批党员、居

民宣传志愿者，为了达到最理想的防疫宣传效果，长大社区儿童服务站组织了一场“防“疫”广

播员，童声大比拼”的居家互动游戏。 

“长大居民请注意，喊你聚会不要去；出门切记戴口罩，热闹地方我不去；干净屋里卫生好，

通风也要勤洗手；请您静享屋里待，享受亲子好时光，有你有我在护航，有事社区就帮忙；若见

外人返长大，定到社区来报告……”一大早，长大社区红袖标宣传员党员志愿者栾颖就与宣传员

王萍等 12人拿着大喇叭，向辖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出发了，红袖标穿梭在小巷里，大喇叭

响亮地循环播放童音小段子的防疫知识，童音与白发红袖标呐喊。 

这让居家的孩子们也参与到了疫情的防控中，小段子的内容让孩子们参与的同时学习了防疫

的知识。 

【活动报道】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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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文章标题：不一样的植树节//胜利社区儿童服务站 

文章标题：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磐石儿童服务站线上读书 

9. 新疆 

2020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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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贡巴哈尔节活动、我是家务小能手、

我来教你跳个舞、3·8妇女节等主题活动、线上常规服务、运动、美食和完成作业打卡】等活

动，共提供【3630】小时服务，【6589】人次儿童受益，【146】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3】

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3】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6800】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我眼中的春天 

 

为了发展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孩子感受大自然的美， 萌发对春天的热爱。2020年 3

月 25日,墨玉县尚善社会工作服务站执行的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在托盖托格拉克村开展了“我眼中

的春天”绘画活动，有 30名学生参加。 

活动中，社工通过引导：“可爱的同学们，现在是什么季节？你们看到的春天是什么样子

的？春天来了，天气变暖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也出来了，它们是怎么迎接春天的？在同学们的眼

中春天春季有哪些主要色彩？……”孩子们大胆的说出春天的色彩(绿色、蓝色、还有花朵的五

颜六色......)。“请说说从冬天到春天的色彩会有哪些变化？如果用颜色表示该用哪种颜

色？”(枯黄的树木变绿了，是由褐色变成了绿色;草坪上的小草由黄色变成了嫩绿……)你们在

生活当中看到的春天是怎样的？你们把自己眼里的春天描述给大家听一听。随后孩子们自由画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YlNRqQa6jEi8nB7AeFYb3w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MTE5MzQxMg==&mid=2650418775&idx=1&sn=4db374c5a7d25e0cd4dba7e7f082b098&chksm=8f57957cb8201c6a444a702aa433adac212af6c12eddacbfd2c890b0a485ee0ef237f54017f6&token=1242488563&lang=zh_CN#rd
https://weibo.com/p/1006067187751770/home?from=page_100606&mod=TAB&is_a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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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我眼中春天的变化，树木、花草、天气的变化等等。 

通过这次活动，孩子们学会更细腻的留意周围的一切，感受季节变迁中万物的变化。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3 月 8 日——“把爱献给她” 

文章标题：悠悠寸草心 浓浓感恩情----悦伴湾儿童服务站庆“三八”主题活动 

文章标题：传承雷锋精神 爱心助你我他 

10. 川北+山西+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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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川北+山西 38家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一起开展线上活动，包括：历史专题之华夏文明

的起源、自作抗疫海报、相约三八节—感恩母爱、穿越夹江—年画 DIY、美食小达人、学习雷锋

精神、新春乐淘淘剪纸课、宅“嘉”行动—自制健康美食醪糟鸡、公益沙画等。受益儿童

【105143】人次，志愿者【163】人次，微信推文【81】篇。 

3月，广西 8家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依然同步开展线上活动，包括：科普新冠肺炎及儿童防

护措施、疫情期间我学会的一件事、我最敬爱的人、三月三之制作五色糯米饭、课业辅导、社区

走访、家访等。受益儿童【571】人次，微信推文【4】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擂鼓站点开展三八节“我为您捶捶背”     右图：径山社区站点人员为儿童送防疫物资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edlZz2mjn1MZ-xQxAjnB2A
https://mp.weixin.qq.com/s/AbYo77bsIn3heozfQgNXeA
https://mp.weixin.qq.com/s/gf5lcYH3Uts47b12xlWd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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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嘉农社区站点开展厨艺直播课程 

 

11. 广东 

2020年 3月期间，【广东】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8】家社会组织

服务【22】个站点，在【9】县共【22】个社区开展了“抗役情，壹起行动”、“温暖相随 爱在行

动”——三八妇女节、“我和春天有个约定 ”——自然科普等活动，共提供【997.01】小时社区服

务，【4562】人次儿童受益，【102】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1】篇传播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韶关育红巷儿童服务站开展“因为有您，爱很温暖”活动 

右图：“我为家庭添绿行动”线上活动 

 

12. 贵州 

2020年 3月期间，站点共开展了【29】次常规活动，【23】次主题活动，【13】次特色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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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开展了“线上作业辅导、线上交流、家访”等常规活动，“疫情期间，我学会的一件事”“我

最敬爱的人”“抗疫活动”“我向往的疫后生活”“线上绘画”“走访入户辅导”“疫情期间我学会的

小技能”等主题活动，累计受益儿童【620】人次，志愿者参与【30】人次,传播【81】篇。 

【优质活动/图片】 

 

“走访入户辅导”活动 

13. 湖南 

2020 年 3 月期间，【湖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33】家社会组织服

务【33】个站点，在【19】县共【33】个社区开展了 3.5 学雷锋活动-共同战‘疫’、云植树等活

动，共提供【562.28】小时社区服务，【7512】人次儿童受益，【156】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

【52】篇传播。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曲塘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云植树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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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铜官儿童服务站以漂流手工教室的形式开展线下服务 

14. 安徽 

202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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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县共【14】个社区开展了种植小树苗、在家学习打卡、节约用水

绘画等活动，【4922】人次儿童受益，【205】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2】篇传播。 

【优质活动/图片】 

  

巢湖市领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读书小明星活动，在家也要认真学习完成作业哦 

 

15. 山东 

2020 年 3 月期间，【山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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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2】县共【46】个社区开展了【防疫知识宣传倡导、母亲节活动、环保知

识课堂、课业辅导】等活动，共提供【386.16】小时社区服务，【13260】人次儿童受益，【652】人

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05】篇传播。 

在 3 月活动期间，山东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正式开始以地区为单位，跟进各壹基金儿童

服务站项目开展情况，推动地区性交流学习。同时，山东省社创中心启动山东省城乡儿童服务网

络首期线上学习计划，从 3 月 24 日起到 4 月 9 日开始为期 17 天的线上学习行动，学习亲子关系

处理、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体系、儿童权利、档案管理等知识，进行学习打卡。 山东省社创中心

也持续跟进 2018-2019 年山东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结项工资，已经全部完成壹基金儿童服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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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项目各执行机构结项财务资料提报，现已收到有关儿童服务站结项反馈资料，正在与各壹基金

儿童服务站项目执行机构积极进行沟通，补充有关财务资料。 

【优质活动/图片】 

 

N0.329 只楚社区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开展“居家总动员，一起来战疫”家庭消防创意大赛特色活动——绘画《家

庭消防安全逃生路线图》 

16. 云南 

2020年 3月期间，【云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3】家社会组织

服务【16】个站点（含 18-19年曲靖政府 6个站点），在【9】县共【16】个社区开展了【关怀入

户/网上教学/“春天”古诗接龙/实验小达人/三八节主题活动“至最爱的您”/线上早教课堂】

等活动，共提供【338.76】小时社区服务，【1569】人次儿童受益，【3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

布【20】篇传播。 

【优质活动/图片】 

  

龙潭社区儿童服务站为儿童送去防疫物资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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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7. 川南 

2020 年 3 月期间，【四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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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站点，在【3】县共【8】个社区开展了站点开站准备、线上绘画及课业辅导等活动，

【426】人次儿童受益。共发布【20】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1】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

【659】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 

  

生辉家园站点打扫卫生，准备防疫物资，为开站做准备 

 

18. 重庆 

2020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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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重新开始站点物资组装。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还未完全结束，所有儿童服务站已经停止开

展任何线下活动，儿童依然处于“放寒假”期间，各站点工作人员利用线上网络渠道进行‘女神

节’—秀出你的爱、“爱需要表达，感恩需要传承”《少儿 T 台》主题活动、《爵士舞基本工课堂》

主题活动、《架子鼓节奏训练课堂》主题活动、《仙人掌的秘密》美术线上主题活动、开展“我们

的节日”主题活动和“家庭心理学微信读书会”的特色活动、守护儿童、托起希望、线上读书会、

手工课（我用废旧纸筒做蝴蝶）、创意我能行（扇子画我家的小金鱼）、线上体操活动练一练、眼

保健操视频学习、我和我的家、我爱劳动我能干、“心理疏导”动画视频、“防疫小妙招”线上解

答、“阳光学堂”课业辅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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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122】 个服务站累计受益儿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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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3321】人次，平均线上开站【17】天。参与志愿者【1901】人次，执行专职【176】人，发布微

信推文【28】篇、微博【43】篇。 

【优质活动/图片】 

     

图一：歌颂春天主题绘画活动                    图二：一起做家务活动 

       

图三：三八妇女节儿童手工作品                       图四：居家学习和朗读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一）优质故事 

我想要成为你这样的人 

非常时期，很多孩子“一夜之间”长大。在服务站老师的带领下，许多孩子用书画、文字、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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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等形式学习宣传抗疫知识；用多米诺骨牌、剪纸等多种方式，向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表达祝

福，为武汉助力，为祖国加油。孩子们还用歌声、家书、日记等方式，为防疫抗疫一线的父母加

油鼓劲，表达对父母的敬意和内心的自豪。 

“爸爸，我现在明白物资清单上纸尿裤的作用了，我再也不会拿小弟弟的纸尿裤逗你了。”

童真又细腻——这是凯文给奔赴武汉前线的医生爸爸说的。从一开始的不愿让爸爸离开，到理

解、担心，凯文如今“宁可不看动画片也要关注新闻，每天与你短暂的视频是我最盼望的事

儿”。凯文在不断成长，他告诉爸爸：“我想要成为你这样的人”。 

特殊的假期中，坚守一线的父母亲成了孩子们最优秀的榜样；前线医护人员的“抗疫日记”

成了孩子们最好的教育读本；电视、网络上的一段段正能量新闻成了孩子们鲜活的教材。这些孩

子们接受着或将影响一生的教育，立下了一个个坚定的志向。孩子们在这个特殊的假期中学到了

课本上没有的东西，Ta们在快速成长。 

下图是服务站工作人员陪孩子到学校领取书时拍摄的。孩子急切地渴望尽快回归校园，重新

开启正常的生活节奏。广大医务工作者在行动，孩子在支持，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推动下，我们

的生活将很快重回正轨。 

 

（二）优质图片：请参见上文各省的进展部分的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