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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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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进展总述 

截至 2020 年 4 月，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0】家伙伴机构，在【37】个社区开展了【47】场垃

圾分类活动，直接受益人【2759】人次，间接受益人【62600】人次，志愿者参与【259】人次，本月

垃圾减量共计【4037】kg，其中厨余垃圾减量【405】kg。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 网络秘书处主要工作进展 

（1）社群：壹起分工具包邮寄给新伙伴，更新版 u 盘传递给老伙伴，并第一时间提醒伙伴各种有价

值的线上课程，为伙伴解答壹起分项目相关问题。 

（2）传播：发出一篇壹起分人物专访推文。 

（3）项目管理：推进历史项目结项工作。 

2.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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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在微信群进行疫情防范通知，带动伙伴机构开展线上活动，分享线上学习课程，倡导伙伴机

构参与社区防疫行动； 

2）联系沈阳张志勇老师就今年的活动情况进行沟通； 

3）与天津武清通和社会服务中心取得联系，对接了一位志愿者和一个单位加入到壹起分社区在地行

动中来，线上讲解了壹起分的项目情况与伙伴情况。 

（2）和秘书处的互动情况：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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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秘书处的组织发起的线上课程、转发招募通知； 

2）收集整理防疫期间的志愿者服务活动资料，提交至秘书处； 

由于疫情原因，天津于 4 月 30 日降到二级响应，所有社区活动暂停，导致原定社区活动均已暂

停，同时许多伙伴机构的社区活动也处于疫情调整阶段，所以对项目推进的进度不好把握、活动收集

表不及时。现阶段以防控疫情为主，线下壹起分活动开展较少。疫情期间，更要加强与伙伴机构的沟

通与联系，一定程度上协助其进行社区活动开展； 

协助秘书处开展筹备壹起分全国会议相关工作，定向邀请伙伴机构参与会议。 

 

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福建环协 

福建环协作为福建省区域协调中心，４月在福建省内招募壹起分项目伙伴，选出 11 家，包括福

建环协在内，福建区域共 13家伙伴，福建环协正在筹备 5月福建区域伙伴交流会。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华北地区壹起分伙伴行动 

 

天津市西青区绿邻居社区服务中心 

绿邻居联合朝阳里社区居委会于 2020年 4月 8日下午前往新河里社区小花园开展垃圾换有机活

动，倡导社区居民朋友们用废弃口罩兑换有机种植套装和线上种植减压课程的听课券，本次活动吸

引了 40余位社区居民的关注和参与。活动现场喷撒 84消毒液结合隔离带“预留安全空间”最大限

度保障每位参与者的健康安全，做好防控疫情工作年工作。现场引导居民把废弃口罩放到社区专设

的收集箱里，同时进行垃圾分类宣传，社区居民们都踊跃参加，不多两个小时就收集了 42个废弃口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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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最终投放到社区智能垃圾箱中废弃口罩回收箱里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  

  

 

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0 年 4 月 28 日，社区党委联合青岛你我创益社工中心，给热爱种植的居民，发放农科

院培育的杠六九番茄苗近 500 株，鼓励家庭端垃圾分类。你我创益社工培育豌豆苗 200 余株，

社区联合共建单位郑州路第二小学，开展“助苗成长小分队”，鼓励孩子用废弃奶粉桶，酸奶

盒等做种植花盆，让孩子在家就有自然教育课。 

 

昆山市鹿城环保志愿者服务社 

4 月 13 日，社区内的党员志愿者带头，星海社区工作人员联合苏州易亚物业和公益组织

21 人在九扬香郡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活动，共走访入户 10 个单元共 500 余户家庭，入户率

达 70%。此次活动以小区广场设摊宣传为造势，以入户上门宣传为主，通过发放 556 份告知书、

宣传折页向业主宣讲生活垃圾的分类知识、投放方式以及点位、时间等。入户过程中，大家详

细询问了业主家中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投放频率以及垃圾分类的参与情况。同时，了解业主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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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遇到的垃圾分类问题，广泛听取了他们在垃圾分类方法上的建议和意见，鼓励他们从自

身做起，坚持做好垃圾分类，努力带动身边的人。通过入户上门宣传，让居民群众进一步了解

垃圾分类深层意义。 

 

 

华东地区壹起分伙伴行动 

新昌和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4 月 5 日、12 日和 26 日，和苑社会工作人员发动志愿者在鼓山社区红灯面馆对面长廊，回收有

害垃圾及低价值可回收物。 

  

 

华中地区壹起分伙伴行动 

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 

2020年 4月 15日下午 2点在家家景园二期小广场开展资源回收日活动。活动包括垃圾分类调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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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垃圾分类宣传，垃圾分类积分兑换活动，通过志愿者动员小区居民，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华南地区壹起分伙伴行动 

福州市巾帼环保志愿者协会 

2020年 4月，指导小组组织进行垃圾分类效果评估。主要效果表现在：1）小区实现了撤点并桶，

将原来分散在每个楼道处的垃圾桶归并到定时投放的垃圾房。小区环境干净整洁，尤其对底层住户来

说，有非常明显的改善。2）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原小区每天产生的垃圾 22 桶，经过垃圾分类之后，

现小区每天最多产生其他垃圾 11 桶，分出厨余垃圾 2 桶，以每天最少产生厨余垃圾 1.5 桶计，该小

区经垃圾干湿细分类，月减少用于焚烧的厨余垃圾 5.1 吨以上，从而有效促进了垃圾分类的减量化、

资源化与无害化处置。3）四月份指导小组采用截取某时间段进行检查的方式，对投放垃圾的 159 家

住户进行了检查，其中 18 户没有分类；在 141 户的分类家庭中，有 7 户分类不合格。分类率已达到

分类率 88.6%，厨余垃圾合格率也达到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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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4月 15日，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壹起分项目组参与福建省政协“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远程协商网络议政情况通报会。 

4 月 21 日，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壹起分项目组组织调研迅腾达物资回收公司，拟建立酵素制

作基地。 

4月 24日，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壹起分项目组联合树兜社区党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中华

职教社、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市无线电等单位的 36 名党员志愿者在人行宿舍组织开展了主题为“亮

出红色身份·共建生态家园”的党员志愿者清洁家园行动。 

  

 

南宁市绿生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绿生活在新竹社区户外开展了 3 场小型的“好生活学堂之酵素与芽苗菜”和“垃圾分类嘉年华”

的活动，从居民喜闻乐见的芽苗菜种植入手，培养居民养成垃圾干湿分类的习惯和垃圾从源头减量的

意识。受益的社区居民超过 60人，参与活动的社区志愿者达到 51人次。社区居委会主任也带头行动，

体验芽苗菜的种植。用废旧矿泉水瓶 DIY喷壶，践行 3R原则中的 Resue(重复使用)这个四月，除了社

区的宣传活动，南宁绿生活也在悄悄地进行一项环境改造工作。原本废弃的花坛被整理出一小块空地，

志愿者们在树的周围围上铁丝和土工布，里边依次填上树枝、树叶、泥土和煤渣的混合物，要打造成

一个立体种植的秘密花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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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三明代表处 

疫情有所好转后，志愿者们迫切希望通过的开展环保活动，捡拾行动倡导环保理念，提高环保

意识。第 62季周末捡拾微行动在凤凰山顺利开展。通过自己的努力清洁环境卫生，同时学到垃圾分

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小朋友们纷纷表示，参加这次活动受益匪浅，回去好好给家里大人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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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仓发展网络建设项目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2020年 4月，义仓发展网络在义仓课程体系梳理、湖北抗议小额项目支持两方面开展工作。本月

义仓发展网络落地开展活动情况为，项目活动覆盖【138】个社区，志愿者参与人次达【204】人次，

服务人群达【2662】余人次。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 网络建设和治理 

湖北“社区抗议 邻里来帮” 湖北小额资助共计 30个项目，覆盖湖北 10个市，服务 100 个社区，

总计支持 75万元。 

2. 传播及倡导 

 策划启动义仓社区推动官计划，本计划将于五月分正式启动。 

3. 产品开发及推广 

   本月秘书处的重点工作主要围绕着义仓课程体系的构建，邀请到专业人员协助讨论，共进行了 4

次线下讨论会，从义仓系列产品逻辑，义仓网络运营逻辑，社会问题分析与项目干预策略，义仓学习

发展解决方案，义仓课程体系和义仓发展网络课程体系几个维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本月完成了前两

部分的梳理以及所有的讨论。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湖北地区】 

武汉清晨创新公益发展促进中心 

2020 年 3 月，义仓发展网络发起护航计划，助力湖北省社会组织更为有效开展社区弱势群体疫

情防治服务，并为疫情后社区服务和社会治理尽一份力。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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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清晨创新公益发展促进中心有幸成为 126家提交项目书中最后确定的 9家机构一员，申报的

“业有希望”项目已于 4月初正式开启了。“业有希望”精康人士职业服务产品设计项目是针对精康

人士求职困难、就业状况不佳的问题，帮助他们更好回归社会，为其打造有助他们应对求职就业难题

的职业服务产品。同时，社工还在线上进行了直播，以“园艺疗愈”为主题，让疫后居民在家也能做

园艺，通过让大家参与“云园艺”的方式，使待在家的居民得到身心的治愈。 

 

钟祥市允能社工服务中心 

4月情况汇总： 

4月 1日接收到第 21批物资（一万个儿童口罩） 

4月 6日接收到第 22批物资（200000个医用口罩、无创呼吸机 8台、双道注射泵 50 台、微量注

射泵 25台） 

4月 13日接收到第 23批物资（移动消毒机 70台。隔离衣 1150件） 

协助社区：先后有 25 名义工参与社区居民生活物资代购、居民免费生活物资申请筹集与分发、

社区卡口值守、防疫消杀、防疫常识普及、情绪关怀、特殊家庭照顾关怀、隔离留观人员后勤服务等，

多名志愿者在疫情期间持续服务社区居民和留观人员，测体温、消杀、登记出入人员及车辆、物资代

购，有条不紊。 

助力复学复耕复产：先后为柴湖一中、柴湖二中、柴湖小学、马南小学、全坑小学、罗成小学送

去成人口罩 7000 个、儿童口罩 5000 个、N95 口罩 20 个、84 消毒液 25 公斤、护面罩 30 个、一次性

手套 800双等救援物资、为十个乡村的特困户送去玉米种子、肥料总价值 2200元。20户低保户送去

米、面、油等生活急需物资。 

 

武汉市江汉区一二艺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招募在武汉疫情中默默奉献的家庭——“疫心一意”受疫情影响的社区困难家庭及子女的关爱、

陪伴与互助计划，一二艺社区公益服务中心联合爱心企业，基金会共同发起“疫心一意” 受疫情影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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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社区困难家庭及子女的关爱、陪伴与互助计划，特别为流动人口中的从事外卖、快递以及有感染

者家庭及子女赠送爱心大礼包，提供免费的医疗与教育咨询服务，并带来疫后家庭防护措施与疫情期

间培养孩子良好学习习惯的讲座，提供“平凡英雄”纸偶戏的艺术类主题课程，将孩子们的作品制作

成“盲盒”产品发放给家庭并展示。 

 

宜昌市西陵区慧爱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社区工作者作为防疫一线战士，在前期工作者做出了无限的努力，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让

社区工作者调整心态、加强沟通、缓解压力、恢复能量。同时培育一直社区心理调适互助组织，长期

服务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广大居民，形成共建共享的良好温馨局面。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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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苏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合作在河北省开展“温情暖河北，有

爱不孤单”——空巢老人救助行动。 

本项目在河北省 7个城市、20多个县区同时开展，共有 20余个志愿者团队为 840位老人送去 300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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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慰问金红包、三袋 20斤大米、1桶 5升的金龙鱼黄金比例调和油，总金额 45万余元。各个城市的

志愿者们为老人送去物资关爱的同时，更是为老人们送去了春季的温暖。 

【四川省】 

蓝谷地社区义仓志愿者服务队 

为了继续帮助困难群体进行抗疫，蓝谷地社区义仓志愿者服务队协助蓝谷地义仓社工分装了防疫

卫生包，并为 10 户高龄困境老人送去了防疫卫生包及关切问候。共计有 1 名社工、13 名志愿者参与。 

由于此次防疫卫生包物资较多，志愿者们在 4 月 22 日下午来到紫气东来小区物业管理处，协助

社工分装防疫卫生包。志愿者们流水线作业，物资分装、条码粘贴、物资检查各有分工，有条不紊地

将 30 个防疫卫生包分装完毕。4 月 23 日，志愿者们再次来到紫气东来小区，社工首先为志愿者们说

明和提醒此次物资派发的主题、内容、流程、注意事项，特意强调了入户中的“关怀”部分，并为志

愿者们讲解了入户话题提示卡。了解清楚入户要求后，志愿者们集体出发。 

 

【浙江省】 

宁波-余姚市-良知文化公益宣讲团 

4 月 9 日上午，良知文化公益宣讲团志愿者如约来到 87 岁的屠爷爷家，为屠爷爷带来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这是良知文化公益宣讲团第 5 次开展“一个观众的剧场”活动。 

  常言道：“一回生，二回熟”。相比前几次活动，这一次志愿者准备更充分，和屠爷爷也相处更融洽。 

67 岁的志愿者郑叔带来了全套理发工具，很麻利地为屠爷爷围上围裙，熟练地理起发来了。考虑到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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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行动不便，有人建议头发剪短一点，郑叔贴心地说：“现在天气还有点凉，不能理太短，再说也不

用担心，以后每个月我都会来理发的。” 

针对上次服务时看到屠爷爷因中风手指不灵活的情况，一个志愿者就与康复医生取得联系，

从网上购买了适合他手指康复运动的指环送给他，并约定屠爷爷每天做 200 次训练，以后慢慢

再增多。 

戴好手指康复器后，56 岁的志愿者闻姨细心地发现屠爷爷手指甲有点长，立马拿出指甲

钳，为屠爷爷剪好了指甲。 

随后，志愿者和屠爷爷一起唱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唱完意犹未尽，又唱了《打靶归来》、

《英雄儿女》等耳熟能详的红歌。在嘹亮的歌声中，屠爷爷的手像指挥家一样有力地指挥着节奏，他

的眼睛里闪闪发光，一切又好像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唱完歌，屠爷爷也打开了话匣子，回忆起抗美援朝的峥嵘岁月，还说与雷锋同在一个地方当过交

通兵。大家听了肃然起敬，也赞叹不已。 

 “一个观众的剧场”公益项目自 4 月在余姚学弄社区开展以来，受到社区、志愿者和老年人的欢

迎，如第 1 次服务的赵爷爷，后来曾专门请他的子女向志愿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此，我们也希望

有更多的市民了解此项目，感召亲朋好友一起参与“一个观众的剧场”志愿服务活动，共同推进余姚公

益养老事业的发展。 

【广东省】 

台山阳光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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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光社工机构接收到来自义仓的防疫物资后，机构马上召开理事会，决定在保障本机构一线

工作人员的使用量后，将剩余的物资捐向最需要的地方去。机构向疾控中心捐赠“灭菌外科手术手

套”800只；向红十字会捐赠善款 200元；向社区一线工作人员及市民捐赠一次性医用口罩共 50

只，N95口罩 6只及手套 50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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