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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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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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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670】人次儿童受益，志愿者参与【5611】

人次。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传播报道【726】篇。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2019-2020 儿童服务站】 

1. 湖北 

2020年 4月期间，【湖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25】家社会组织服

务【28】个站点，在【11】县共【12】个社区开展了【常规活动、主题活动、特色活动】等活

动，共提供【3490.03】小时社区服务，【4359】人次儿童受益，【40】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

【43】篇媒体报道，其中含【40】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539】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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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得到控制后，不少孩子的父母都已外出打工了，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四月，考虑到孩子们每天都在家里

上网课，没有时间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感受大自然的美景。我们五谷的工作人员们专门抽出一天的时间陪孩子

们去户外游玩、去烧烤、去踏青，让孩子们享受一下大自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受被暖风包裹的感觉。周末

让孩子们在家画一幅关于春天的图画或者把周围有绿色的景色拍下来放到群里给大家欣赏。还可以发一些关于春

天的诗、春天的雨、春天的美食、春天的运动。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壹基金·应山红石坡社区儿童服务站]美丽春天 你我共享 

文章标题：仙桥社区儿童服务站“美丽春天，你我共享”线上主题活动总结 

文章标题：【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清明节 ，话清明，知习俗，家庭教育好时机 

2. 宁夏 

2020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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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26】小时

社区服务，【2669】人次儿童受益，【802】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7】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3】

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763】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固原市原州区博福爱心服务中心/《预防暴力，守护花开》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igr5yHwxw14bZiIpYk5iVg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kxMTY2Mg==&mid=2247488473&idx=1&sn=62bdb3c47fcb0edbec626a90ce9cc28b&chksm=96e7efd8a19066cec2eab78648bd44fa2d987aab5975c19304cbf1a1beae3946a1a122432ec9&token=308377300%E2%8C%A9=zh_CN
https://mp.weixin.qq.com/s/FjXlimnAPeOXnA9Rt8DK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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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活动活动内容以广结友谊、防暴力，我有妙计、用心防，锦囊献计、去暴力等宣传形式，大大提升社区

儿童对防暴知识的掌握程度。活动过程中，主要以防暴安全知识的展开，使社区儿童懂得拿起法律武器，自我保

护，再结合防暴力演练模式在线上进行巩固学习的知识点，达到应对自如，成功保护自己，也能帮助他人化险为

夷。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儿童服务站‖为爱行走 

文章标题：儿童服务站‖春天的故事 

文章标题：四月的雨雪美景 孩子们的别样快乐 

3. 辽宁 

2020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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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站点，在【8】县共【9】个社区开展了【日常服务：线上作业辅导、兴趣小课堂等；

联动活动：“美丽春天 你我共享”，世界地球日、世界读书日联动】等活动，共提供【1403】小

时社区服务，【7272】人次儿童受益，【50】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2】篇媒体报道，其中含

【32】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6514】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 朝阳凌河社区里仁唯仁儿童服务站--传统启蒙读物《千字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U-5I0T7SM6m6Iqet-IDwRw
https://mp.weixin.qq.com/s/mMEK5OTHn5CEhdCDOmynMg
https://mp.weixin.qq.com/s/rZA_GAquYjVwbJRHvI_j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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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 月 10 日开始至疫情结束，每天上午 9:30至 11：30，下午 1；30 至 5；00 开设国学课堂，讲授中国传

统启蒙书籍。开设硬笔书法课，抄写传统经典。 

由汉字与传统文化老师梁老师为孩子们讲解传统启蒙读物《千字文》，梁老师把《千字文》学习分成了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讲解释义，学习内容。梁老师先将课文逐字逐句的讲解含义，然后延伸至其中的文化故事和相

关汉字造字的方法，最后由孩子们讨论这些故事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启发，孩子们积极参与互动，收到非常好

的教育效果。梁老师将《千字文》分为 22 课时，以每天学习 1 课时，学习两天复习一天的模式进行。第二阶段

是读背记颂，安排课时 22 天。现在处于边学习新内容，一边读背记颂范读阶段，采取范读、接龙领读等多种方

式增加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帮助孩子们夯实基础。获得了家长与儿童的大力支持。现在孩子们已经习惯每天晨起

读经典，根据课程的进展，这个月孩子们在群中读的是《千字文》。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致敬英雄，弘扬红色志愿 

文章标题：2020 年壹基金儿童服务站辽宁地区项目合作机构招募通知 

文章标题：桓仁朝阳社区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之公益小天使公益活动第十一期 

4. 甘肃 

2020年 4月期间，【甘肃】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45】家社会组织服务

【51】个站点，在【42】县共【50】个社区开展了【世界地球日·世界读书日、“卫生健康知识普

及”线上小课堂、读书月-“童心悦读”21天阅读打卡活动】等活动，共提供【1900】小时社区服

务，【5000】人次儿童受益，【160】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77】篇媒体报道，其中含【76】篇

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8215】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清明节，孩子们这样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weibo.cn/5569918312/4490257615431730
https://mp.weixin.qq.com/s/gUttr4xFes2UH0smbFbcSw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AxNjMxMw==&mid=2648872845&idx=1&sn=4c1082a8622bb591aa2a0b144b5ecb51&chksm=f0fbae9bc78c278d2589eed3333ed500114e10d43f1d2ee845c8e8fc6d65ace3f2b67e1a2359&token=1162740926&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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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也是为革命先烈和已故的亲人扫墓的日子，更是对孩子进行

“生命教育”引导的好时机。今年适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为追寻英雄足迹，继承先烈遗志，弘扬民族

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孩子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泾川县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在清明节即将来之际，开展了清明网上祭奠英烈活动！首先，鼓励儿童们通过用手

抄报的行式来式缅怀英烈，传颂英雄故事，在寄托哀思的同时表达崇敬之情。吟诵一首小诗，绘制一幅图画，献

上一束鲜花，寄托一片哀思。“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清明时节，万物萌动，人们怀着欣喜迎接春天，走进充

满生命活力的季节。珍惜生命，歌颂青春，珍惜时间，充实自己，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这是纪念先人、感恩亲

人的最好方式。愿每一个人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清明节！其次，因全球新冠肺炎的影响，不宜人员聚集、墓前

扫墓。因此，线上祭扫成为了孩子们悼念先烈、表达敬仰的重要方式。在清明节这一特殊的日子，不同的地点，

同样的时间，孩子们向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默哀 3 分钟。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铭记历史，缅怀

先烈！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共建幸福家园丨快来为你喜欢的“节水小卫士”作品点赞！  

文章标题: 守护绿水青山 庆阳市大爱无疆爱心协会在行动 

文章标题: 明益儿童服务站 ||妈妈在一线抗疫，我们来陪你过生日！ 

5. 黑龙江 

2020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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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日、自闭症日、世界水日、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bKumIFFwAdFYSsUnWS0q8Q
https://mp.weixin.qq.com/s/B0QuYRp8WA_aHyBQL6b_vA
https://mp.weixin.qq.com/s/B0QuYRp8WA_aHyBQL6b_vA
https://mp.weixin.qq.com/s/3iZ4nuWXP9VqyR-GoFcX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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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小实验、诗朗诵、亲子互动特色活动】等活动，共提供【600.97】小时社区服务，【3776】人

次儿童受益，【96】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49】篇媒体报道，其中含【44】篇微信公众号推

文，共有【6120】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爱国卫生运动月 

 

    4 月份是“全国爱国卫生运动月”。卫生是健康的前提，健康是生命的保障。创造干净、卫生、整洁的生

活、工作环境，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是你我的共同心愿。 儿童服务站于近日组织了一次国家卫生日主

题画作线上征集活动，让孩子们用自己的双手和画笔勾勒出自己对国家卫生日的理解，孩子们参加非常积极踊

跃，在这次活动中有很多同学表现突出，涌现出了很多的好作品。 同时服务站也给小朋友们购买了分类垃圾

桶，在家长的指导下学习练习垃圾分类知识。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绥芬河，我们来了 

文章标题：【大庆爱心传递儿童服务站】弘扬航天精神拥抱星辰大海 

文章标题：愿山河无恙，逝者安息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MyOir9sLPspf0wUEpf1MLw
https://mp.weixin.qq.com/s/TsryRJZnbkDVSjiVZ4faKQ
https://www.meipian4.cn/2ur26y31?first_share_to=timeline&first_share_uid=81950798&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share_depth=2&share_source=timeline&sharer_id=ojq1ttz6aqlGtC6Yz3bwirja-Jd8&user_id=ohbsluENRr2OFYPlHw8iXleIlNLQ&v=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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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陕西 

2020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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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

性侵主题手抄报，快乐生活巧编织，世界地球日活动，清明节主题活动】等活动，共提供

【2083.87】小时社区服务，【32468】人次儿童受益，【10】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2】篇媒

体报道，其中含【21】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3619】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手工制作系列活动 

                                    

 

紫阳县丽姐助学公益服务中心、西安市绿世界环境宣传教育发展中心等单位开展手工制作活动，美术手工活

动，是一种需要孩子们将手、眼、脑并用，把自己的想象和从外界感受到的信息转化成自己的心理意象，再用一

定的美术绘画和科学教育，把它表现出来的操作活动。 我设计《有趣的陀螺》这节美术活动，希望孩子们不仅

学着亲手创造出色彩缤纷的陀螺，帮孩子获得快乐的游戏体验，更是想帮孩子们打开一个有趣的游戏世界……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在周至，有这样一个团队 

文章标题：岚皋县壹基金儿童服务中心免费招生了 

文章标题：疫情期间，富县太和社区儿童服务站被点名…… 陕西省富县鄜州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9S7y7abyef_egm4KFF-pCQ
https://mp.weixin.qq.com/s/Zi9hIuECH-hzr8H8yigFgw
https://mp.weixin.qq.com/s/UxSjCUuYwXUtZ1X89jNX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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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西 

2020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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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撞地球全省联动主题活动】等活动，

共提供【2265.80】小时社区服务，【621】人次儿童受益，【17】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3】

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095】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永丰水陂头村站点-全省联动：世界地球日活动 

                   

4 月 22 日下午，儿童服务站的孩子们下课后，在家长们的陪伴下，来到了永叔公园，一起开展“世界地球

日”的主题活动。孩子们自备垃圾袋，将公园及周边的垃圾捡起后，集中丢到了垃圾箱中，以点滴行动，善待环

境，善待地球。 孩子们还将捡来的落叶摆成了“只有一个地球，我们一起守护它！”这十三个大字，希望能让

来到公园的人看到，宣传环境保护，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活动结束后，孩子们将落叶集中收集，丢到了垃圾箱

中，做到不“放过”一个垃圾。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童心撞地球：小龙人带你游江西 

文章标题：快看，这有一只大恐龙！ 

 文章标题：清明悼英烈·书画寄哀思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915lluoW91zRPmZnItIEBg
https://mp.weixin.qq.com/s/915lluoW91zRPmZnItIEBg
https://mp.weixin.qq.com/s/915lluoW91zRPmZnItIEBg
https://mp.weixin.qq.com/s/RNPeqpkTAvrQEW0vlq36C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TYxODQyMQ==&mid=2247488004&idx=1&sn=f64fb7faaa12ccd81d2387d1878943db&chksm=972f7f9ea058f688f8a0168bc71bc84ad890e05f5fec230837f0cf86bb8a0855572f84ae8220&token=1303051911&lang=zh_CN#rd
%09%20https:/mp.weixin.qq.com/s/epQ_D3gV9vtDHLxMaxYL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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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吉林 

   2020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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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主题联合活动、日常线上课业打卡、线上

阅读】等活动，共提供【542】小时社区服务，【2440】人次儿童受益，【5】人次志愿者参与。共

发布【20】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0】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091】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孝心少年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就应该从孝顺父母做起，从生活那些不值得一提的点点滴滴小事做起，这样

才能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扬下去。孝，不可能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完美，但我们可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

诠释它，让它变得更具有意义。服务站的孩子们在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有的孩子扫地，有的

孩子将碗、盘子摆上桌子，还有的孩子给妈妈捶背、叠被子等等。父母是倍感欣慰的、幸福的，看到孩子慢慢懂

事，知道要孝敬父母，感恩父母，做些点滴小事。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磐石儿童服务站线上读书 

文章标题：美丽的春天，你我共享//胜利社区儿童服务站 

文章标题：《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吉鄂两省线上开展“美丽春天你我共享”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YlNRqQa6jEi8nB7AeFYb3w
https://mp.weixin.qq.com/s/YlNRqQa6jEi8nB7AeFYb3w
https://mp.weixin.qq.com/s/YlNRqQa6jEi8nB7AeFYb3w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MTE5MzQxMg==&mid=2650418956&idx=1&sn=d918795f5cc036377b940591585a8f50&chksm=8f579427b8201d31e7d710e13e3296324e3a170bdfcc21f31f0b71151b450875b1d469d71c7e&token=1962878103&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G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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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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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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00 后儿童也能行”手工做风筝活动 

                 

又到了每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的季节。为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棠社区组织开展了“传承非遗，我能

行”手工做风筝活动。由志愿者带领孩子们选合适的纸张，接着找来长短合适的木棍，再将木棍骨架固定在风筝

上，用胶水给风筝粘上尾巴，最后，署名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亚克西的风筝被 00 后的孩子成功做出来，孩子们

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和喜悦。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美丽春天·你我共享｜站外黄沙漫天，站内春意盎然 

文章标题：儿童服务站｜五彩缤纷的画，色彩斑斓的心 

文章标题：『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陪伴孩子们一起阅读一起成长 ——阿娜尔儿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Kt0QHgcGy34u5Qu_SaFDVw
https://mp.weixin.qq.com/s/QZ8yxaxTX2fpxZGGU6AfuA
https://mp.weixin.qq.com/s/K9UpnN5bciuPZzFdhk1r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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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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宜宾灾后儿童服务

站 3个）。 

国内疫情正在慢慢平定，川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的开站运营也已经提上了日程。4月，川北

+山西 38 家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一起开展了开学前的准备、集体生日会、春游活动、日常家访、

作业辅导、手抄报指导、美丽春天-你我共享、孩子成长路上-你我携手共进、站点开站-消毒、

家访、环保酵素和书香飘万家亲子活动等。受益儿童【26185】人次，志愿者【229】人次，微信

推文【76】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擂鼓站点 | “美丽春天·你我共享”——春游活动      

右图：尔玛社区 | “美丽春天·你我共享”——亲子植树活动 

  

左图：径山社区 | 站点全面消毒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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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相岭社区 | 春游活动之亲子游戏 

11. 广西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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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吟诗作画、提高

消防意识-共创美好家园、社区印象记、美丽春天-你我共享等活动。受益儿童【2213】人次，志

愿者【14】人次，微信推文【15】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广西秀峰社区 | 和吉阳小学携手制作开学第一课课件   

右图：丰产乡站点 | “思时之敬——缅革命先烈，承时代少年”清明祭奠活动 

 

12. 广东 

2020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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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县共【22】个社区开展了【亲子活动、清明主题活动、亲子课堂、

安全教育、心理关怀】等活动，共提供【2286.08】小时社区服务，【4819】人次儿童受益，

【101】人次志愿者参与，发布【54】篇微信公众号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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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政通社区 | “美丽春天，你我共享”亲子实践线上活动 

右图：韶关儿童服务站 | 让幸福之水滋润韶城 我是节水小卫士 

13. 贵州 

2020 年 4 月期间，站点共开展了【25】次常规活动，【44】次主题活动，【12】次特色活

动，分别开展了“线上作业辅导、线上交流、家访”等常规活动，“向英雄烈士们致敬”、“安全

教育日”、“清明节线上朗诵活动”等主题活动，累计受益儿童【1716】人次，志愿者参与【39】

人次，微信公众号【16】篇，自媒体【104】篇（今日头条、抖音头条、搜狐等）。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惠民社区站点 | “寻找春天”主题绘画活动 

右图：保基站点为孩子们 | “美丽春天——走谷雨”线上活动和“社区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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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左图：阿妹戚托站点 | “吟诗作画”清明节主题活动 

右图：大塘站点 | 开展了“我的社区我来画”实践活动 

14. 湖南 

2020 年 4 月期间，【33】家社会组织服务【33】个站点，在【11】县共【33】个社区开展了

【常规活动、特色活动、主题活动】等活动，共提供【703.48】小时社区服务，【8436】人次儿

童受益，【108】人次志愿者参与，发布【52】篇微信公众号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复胜村儿童服务站 | 春耕活动 

右图：西流湾社区儿童服务站 | 《美丽春天，你我共享》手抄报主题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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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手绘非遗纸伞          右图：“我心中的英雄”活动 

 

15. 安徽 

202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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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故事会”、“疫情期间手绘规划活

动”、“美丽春天，你我共享”等活动，【4402】人次儿童受益，【358】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

【108】篇传播。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儒林西苑儿童服务站 | 开展了“疫情期间手绘规划活动” 

右图：五星社区儿童服务站 | “地球日•争做环保小卫士”主题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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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花园村儿童服务站 | “家务小能手”活动 

16. 山东 

2020 年 4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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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展线上活动。通过儿童服务站自有社群或当地社区所有社群开展“美丽春

天•你我共享”联合活动、线上舞蹈课、清明节主题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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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月活动期间，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总体服务城乡儿童

【31077】人次，【357 人】次志愿者参与本月服务活动，累计发出【81】篇媒体传播。 

山东省城乡儿童服务网络首期线上学习计划圆满结束，本次首期线上学习计划共计有 79 家伙

伴机构 97 位伙伴参与学习，累计打卡 1548 人次，共同学习亲子关系处理、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

体系、儿童权利、档案管理等知识，推动儿童服务专业化发展。山东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响

应开展“美丽春天•你我共享”联合活动，各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以创意绘画形式、彩绘风筝形式，

记录身边的春天，感受春天的美好！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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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西孔村儿童服务站 | “我们的节日-清明”手抄报活动 

右图：芬芳斥山儿童服务站 | “美丽春天，你我共享”手工制作活动 

17. 云南 

2020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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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区开展了我和春天

有个约会等活动，共提供【619.11】小时社区服务，【2978】人次儿童受益，【45】人次志愿者参

与，共发布【27】篇传播。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文昌社区儿童服务站 | “多彩春天，美丽曲靖”主题绘画活动 

右图：文昌社区儿童服务站 | 活动之前要记得带好口罩哦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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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川南 

202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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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共【8】个社区开展了线上绘画及课业辅导等活动，【350】人次儿童

受益，【36】人次志愿者参与，发布【16】篇微信公众号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海河社区儿童服务站 | 守护儿童健康，老师从不停歇，站点卫生清洁及消毒 

左图：李家沟儿童服务站 | 补充物资运输到货 

19. 重庆 

2020年 4月，重庆地区 122个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理 2019-2020度中期结项事宜，因疫情原

因重庆地区各地大中小学还未开学。只因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儿童服务站的活动仍以线上为主。

各站点工作人员利用线上网络渠道进行“多彩春天，你我来涂鸦”主题活动，知清明，寻暖春”

活动，“小小妙笔，技能大比拼”绘画主题活动，世界地球日主题活动，线上课业辅导，户外运动

会，儿童服务站《家庭心理学》微信读书会，“向往的生活手工”主题活动，“小学声音咖”趣味

英语配音活动，“我眼中的春天”，“停课不停学，社工课辅不停息”“线上四点半”课业辅导，每

日读经典，宅家不忘安全，携手守护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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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2】个服务站

累计受益儿童 31403人次，平均线上开站 20天。参与志愿者【3150】人次，执行专职【146】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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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微信推文 48篇、微博 50篇，重庆日报、美篇等其他新媒体平台报道【11】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孩子们在家观看安全教育视频； 

右图：“美丽春天，你我共享”，孩子们体验大自然；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一）优质故事 

故事一： 

善于发现，积极沟通，与孩子交朋友 

小鑫是一个时而调皮时而文静的 9 岁小男孩，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说话很大声来打扰其

他学生，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你头那么大，就叫你大头老师吧”，说完还咯咯的笑

个不停，那时候我真的是满脸的黑线，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哎，这个小男孩怎么这么调

皮？另外一个专职老师对我说，这或许是他想引起新来老师我的关注，才故意这样的。我半

信半疑，想着多观察看看。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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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过一段时间后，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小

鑫很喜欢看书，一般男孩子都是喜欢运动类的比较

多，但是小鑫只要在站点里找到想看的书，他可以

一坐就是一下午，津津有味地看着书，好像外面的

世界与他无关，那时候的他显得很安静很乖巧，看

着他看书的样子，我有一瞬的恍惚，怎么样也不能

跟平时捣乱的那个小男孩的身影重叠 在一起。 我

大概了解了这个小男孩，所以有时我会找他聊聊天，多点跟他沟通，多去引导他要尊重别

人，而且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还跟他举例子讲故事，刚开始，他还特别诧异我会私下找

他聊天，相处的时间久了，他慢慢也敞开了心扉，对我的教导也听进去了，有了很大的改

变。 

记得有次开展趣味英语活动，小鑫在整场活动中都很乖巧地遵守活动规则和纪律，对于

我们专职老师提出的问题，他也很积极的配合参加，那一刻，真的觉得很欣慰，也很庆幸当

时能多一点耐心去跟孩子沟通，才有了今天这般美好的风景。 其实，每个孩子都是天使，都

值得我们温柔以对，只要我们多一点耐心，多加引导，多点沟通，不戴有色眼镜去看待他

们， 他们每个人都会成为那一颗最绚丽的花朵。 

故事二： 

漂流瓶的故事 

-从前，日子很慢很美，一封的来信让人心生涟漪 

-现在，生活节奏很快，一件突如其来的快递令人兴奋 

-平淡的日子，我们都在等待一个来自远方未知而美好的祝福 

-只想让你知道，我在惦记着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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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除了刷手机，为疫情地区加油打气，我们还能做什么？最近，甘肃白银靖远县的

小朋友们意外地认识了一群湖北小朋友。 

4月，新冠疫情有所缓解，长期在家的孩子们重新回到了 ta们常来的活动空间——壹基金儿

童服务站。 

这天，站点的老师带领孩子们做手工： 

-“今天我们来做漂流瓶吧，每个人要去找到可以代表你愿望的东西，装进瓶子里”  

-“好！” 

 

老师和志愿者带着孩子们走进河滩、公园、草地，一边收集制作漂流瓶的材料，一边在一片

春光中分享着自己疫情之后希望的生活。 

 

      图：小朋友们在为制作漂流瓶做准备 

 

-“不知道湖北的小朋友的春天是什么样的” 

-“就是呀，我还没去过湖北呢，也不认识那里的小朋友” 

-“湖北也有儿童服务站呢” 

话题突然转向了 1000 多公里之外的湖北省。不知是谁提议：“不如我们把漂流瓶送给湖北儿

童服务站的小朋友吧！”这个提议立刻获得了孩子们的热烈响应。 

孩子们制作的漂流瓶，画风各异：有的小朋友拿出了自己第一次制作的纸玫瑰花和千纸鹤，

和一封祝福信一起装进瓶子；有的小朋友专门去黄河边捡来了石头和沙子，淘洗了好几遍才装进

瓶子里，做成一个干净而迷你的河滩，“我想让湖北的小朋友也见见我家边上的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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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小朋友们制作的漂流瓶 

一个小朋友拿出了自己最爱的手链。平时她有多爱惜这条手链呢？——连她最好的朋友也没

法借走它。但这次她却毫不犹豫地把手链装进自己的漂流瓶，希望湖北的小朋友看到会喜欢；两

个小姐妹特地早起，带着平时攒的零花钱，去学校附近的商店去买了装饰品，为她们的漂流瓶做

装饰。“我们要把最好看的瓶子送给湖北的小朋友”“我们的瓶子要是做丑了，湖北的小朋友肯定

会不开心的，那可不行！”也有小朋友留下了遗憾。攒了好久的彩珠和五彩的亮粉，加水以后做成

的漂流瓶流光溢彩，由于液体无法快递，这几个漂流瓶没有整瓶寄出。但小朋友们仍然写了信，

送出了自己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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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甘肃靖远春风雨露儿童服务站的老师在黄河的河滩上写下“孝感❥靖远” 

 

疫情中，每个人都和这个时代命运相连。我们相信，在爱中长大的孩子，会对这个世界报以

更多的爱。要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孩子不能只在象牙塔里，隔绝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 

 

4月底，甘肃靖远孩子们的漂流瓶已经到达湖北孝感。5月，湖北孝感儿童服务站的老师们将

挨家挨户，将这些漂流瓶和甘肃孩子的祝福亲自送到孩子们手中（由于孝感尚未完全摆脱疫情影

响，目前当地的儿童服务站尚未在线下开放）。 

 

（二）优质图片：请参见上文各省的进展部分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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