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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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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壹基金儿童服务站进入新项目周期第二个月，经过 11月份各新站点积极筹备

开站及招募儿童，12 月份的各项数据较上月都有所提升。全国共有【20】省【627】个站点，各

站点主要开展了【剪纸、手工制作、四点半课堂托管服务】等常规活动，同时在特殊节点开展了

【冬至、感恩节、圣诞、迎新年】等主题性活动。本月站点工作共计【241914】人次儿童受益，

志愿者参与【12207】人次。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及其他途径传播报道【1548】篇。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2020-2021 儿童服务站】 

1. 广东 

2020年 12月期间，【广东】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正常运转。共有【23】家社会组织

服务【24】个站点，在【9】县共【22】个社区开展了【430课堂托管服务、家庭教育指导、心理

咨询等服务，并开展亲子视频、亲子课堂、亲子阅读、亲子游戏，以增进亲情交流，加强家庭教

育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1032】小时线上课程服务，【11985】人次儿

童受益，【85】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2】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1】篇微信公众号推文，

共有【1589】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N520 惠城区芦村儿童服务站-消防安全教育主题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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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9日，为了深入推进乡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工作，提高乡村孩子们的安全防范意识，

惠州市手牵手公益服务中心特邀请惠城区消防救援大队前来芦村儿童服务站开展的“关爱留守儿

童消防安全教育活动”，活动通过授课和实操的形式让家长们掌握正确使用灭火器的方法及保护

孩子们逃生的方法，提高孩子们和家长的安全防护知识，逐步学会遇事冷静，突发事情的紧急应

变能力，帮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韶关儿童服务站|与你一起，回味我们的 2020 

文章标题：防灾减灾 陪伴成长 

文章标题：韶关儿童服务站 | 亲子阅读，让我们共同成长 

 

2.宁夏 

2020 年 12 月期间，【宁夏】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正常运转。共有【12】个站点整体

工作顺利开展 ，在【5】县（区）【12】社区开展了常规活动、主题活动及特色活动，共各站累

计提供【350.64】小时活动，【2284】人次儿童受益，【154】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5】篇

媒体报道，其中含【5】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752】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 七彩成长儿童服务站-庆元旦、送祝福做贺卡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GruyTAZm2CsOeGYiBRgl3A
https://mp.weixin.qq.com/s/nWab9Lh6hhu_0rNK2L6a4g
https://mp.weixin.qq.com/s/Izw47X5erw1jTGIfW7b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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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20日上午，北方民族大学设计学院的志愿者们组织儿童服务站的孩子们开展了

“庆元旦送祝福”贺卡手工制作活动。活动开始，志愿者哥哥姐姐们首先进行布局、折纸、剪纸

的讲解，然后拿出已经做好的的模版供孩子们参考，示范了模版中平面和立体贺卡的框架、花样

的制作方法，鼓励孩子们自己创作，有自己的想法及新意！志愿者根据每个孩子的选材、图案分

布、颜色搭配等方面给予了指导。孩子们用心做出了他们满意的精美贺卡!感恩和祝福是每个人的

天性，一张贺卡便可以表达我们内心的那份最真挚的感谢和祝福，贺卡是送祝福的一种方式，小

小的贺卡里饱含孩子们着深深的祝福。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这个冬天不太冷——“爱与感恩，你我同行”暖冬行动 

文章标题：我是小精灵，世界因我而精彩 —— 礼学文化主题活动第三期 

文章标题：庆元旦送祝福——我们一起做贺卡 

3.辽宁 

2020年 12月期间，【辽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 ，共有【12】家社会组织服务【16】

个站点，在【13】县共【16】个社区开展了【吉他、陶笛、公益书法、公益围棋课、暖冬圣诞、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vz6MN8lZbI3UH83EmwDILA
https://mp.weixin.qq.com/s/VjPzlZYxPs6Iscyr8dcCNw
https://mp.weixin.qq.com/s/fpAbe0H1kcgU-_WdOemw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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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伦教育赠书、冬至吃饺子、公益小天使活动、手工制作、舞蹈、马头琴、蒙古象棋、美术、周

末公益课堂、户外拓展、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公益课堂书法、作文与阅读、数学辅导、乐高搭建、

儿童益智速叠杯】等活动，站点开站【274】天，累计提供【387】小时线上课程服务，【1068】

小时线下课程服务，服务总时长【1455】小时；站点【6286】人次儿童受益，【239】人次志愿者

参与。共发布【47】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2】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6665】人次阅读量。

站点开展特色活动【101】次、主题活动【77】 次、常规活动【92】次。 

【优质活动/图片】利州社工牡丹社区儿童服务站-乐高过圣诞活动 

 

12 月 24日下午，牡丹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乐高过圣诞活动，志愿者老师给孩子们介绍了圣

诞节的由来，通过志愿者老师的讲解孩子们联想自己曾经见过的圣诞树的样子，利用乐高积木搭

建圣诞树。孩子们积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认真的搭建，你搭一个树桩，我拼一层树叶，我做装

饰苹果，不一会儿一棵承载着希望和友谊的圣诞树就搭建好了。并且志愿者老师还教孩子们动手

亲自制作圣诞礼物，丰富圣诞树并送给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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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孩子们奇思妙想，相互交流，互相合作，共同搭建友谊之树，通过活动不仅开发了孩子们的

智力，提高孩子们的想象力，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展示了孩子们的逻辑思维。同时也让孩子

们相互交流，共同协作培养孩子们的交际能力。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牡丹社区儿童服务站第七期乐高·玩中学课程顺利开展 

文章标题：六官儿童服务站和前沟儿童服务站的孩子们一起吃饺子喽  

文章标题：风车啊，转呀转 

4.甘肃 

2020 年 12 月期间，【甘肃】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40】家社会组织

服务【44】个站点，在【30】县【44】社区，开展了【剪纸、手动制作、爬山、运动会】等活动，

【12559】人次儿童受益，提供【3993.47】小时服务，【288】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94】篇

媒体报道，浏览量【6504】人次。 

【优质活动/图片】 趣味童年，快乐手工 

 

2020年 12月 20日下午甘肃兴邦社工给壹基金儿童服务站的孩子们开展了以“趣味童年、快

乐手工”为主题的粘土手工 DIY活动，本次活动共有 10位小朋友参与。手工制作开始前，社工通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qG0GpTVxsWvr0pJJ5m02Rg
https://v.douyin.com/Jgmu7dK/
https://v.kuaishou.com/5qxY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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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PPT的形式简单的向小朋友们介绍粘土怎么做玫瑰花、小兔子、小章鱼等制作的步骤。在社工

老师讲的过程中每位同学都竖起耳朵，专注地聆听社工讲解的手工制作过程，社工老师讲解完后

将事先准备好的粘土、彩笔、纸盘分发给孩子们。喜欢玩是孩子们的天性，终于到了孩子们大展

身手的时候了，一个个都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动手做了起来，在做粘土手工的过程中孩子们可以

按社工老师教的去做，也可以按照自己想象力自由发挥。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志愿者和服务站的故事 

文章标题: 小小巧手制作纸风车 

文章标题:互动小游戏乐翻天 

5.黑龙江 

2020年 12月期间，【黑龙江】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共有【14】家社会组织服务【14】

个站点，在【13】县共【13】个社区开展了【课外课象棋兴趣班、剪纸兴趣班、消防安全知识课

堂、纸盘画、冬日送温暖、《疫情防护，我知道》征文、大手拉小手读书会、交通安全课、校园

金话筒、口才历练、亲子运动会，口才班汇报演出、我的心愿树】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364.8 】

小时线上课程服务，【3846】人次儿童受益，【266】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6】篇媒体报道，

其中含【1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621】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向阳花儿童服务站-给环卫工送温暖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ABIAPpThbKup2HnAcPHViA
https://mp.weixin.qq.com/s/h8p_FrBal7SrOwVywuqa-A
https://mp.weixin.qq.com/s/FO33DiOFnHPa02dVZQ4o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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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日，向阳花儿童服务站的小朋友们进行了一场为环卫工送粥的活动。由家长负责熬粥，

然后陪同孩子在清晨走上街头，由孩子将粥送到环卫工的手上。同时，小朋友们又将母亲编织的

脖套送到了环卫中手中，以用于这些美容师们在劳作时遮蔽风寒。环卫工是城市美容师，通过这

次活动，也进一步美化了孩子们的心灵，这对从小就关爱环境，培养爱心是很重要的。环卫工虽

然是普通的劳动者，穿着不是很华丽，但他们所做的却能为百姓提供清洁的街道环境，这对于增

强孩子们尊重普通劳动者也是很有益的。虽然孩子们还小，不会表达什么，但通过这次活动，让

孩子们了解了环卫工的辛苦，懂得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天寒地冻，大庆 8名小学生暖哭环卫女工 

文章标题: 品味端午 传承民族文化 

文章标题: 第一届口才班汇报演出 

6.陕西 

2020年 12月期间，【陕西】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 ，共有【55】家社会组织服务【70】

个站点，在【25】县共【57】个社区开展了【阅读、手工、绘画、四点半课堂、益智游戏】等常

规活动，【安全教育、卫生健康教育、冬至等主题活动，游学、趣味实验】等特色活动，共各站

累计提供【5959.5 】小时线上课程服务，【21586】人次儿童受益，【434】人次志愿者参与。共

发布【30】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6】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4831】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游学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70-JYj4LDZD5NJiR882ZNQ
https://mp.weixin.qq.com/s/ltiNEhY4dfJqQy8B4TcQDA
https://mp.weixin.qq.com/s/GSU_UAhmbwODRKwMrHg6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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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青年会社区儿童服务站链接社会资源，开展了两次“小候鸟故事会”活动，我们组织孩

子来到了肯德基，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参观肯德基操作间，并在肯德基提供的场地里组织了绘本阅

读活动。大家阅读了绘本--情绪怪兽，孩子们通过生动的立体书体会到了不同的情绪带给我们不

同的感受。通过此次阅读，孩子们能够更加具体的了解了情绪、表达情绪。课后志愿者带领孩子

们做了手工--小怪兽，孩子们充分发挥自我想象能力，做出了各式各样的“小怪兽”。通过此次

活动，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加强了孩子们的想象力跟动手能力，活动得到了家长的认可。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消防安全教育活动 

文章标题：“快乐冬至，情暖童心”冬至活动 

文章标题：“小小鸡蛋，大大能量”——《会游泳的鸡蛋》、《彩色的鸡蛋》 

7.江西 

2020年 12月期间，【江西】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开展顺利，共有【13】家社会组织

服务【13】个站点，在【12】县共【14】个社区开展了【儿童关爱保护宣讲、法制教育、手工、

绘画、四点半课堂辅导作业、12.13国家公祭日教育主题活动、儿童知识竞赛、科学实验、非洲

鼓、舞蹈、象棋、五子棋、合唱团、国家宪法日、青少年禁毒、智力拼图、元旦主题手工制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www.meipian8.cn/3baypj9w?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34429808&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671e7d3c5d7a448c224c04343b3ac6d7&user_id=34429808&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
https://www.meipian8.cn/3bm5n6e1?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34429808&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671e7d3c5d7a448c224c04343b3ac6d7&user_id=34429808&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
https://www.meipian8.cn/3buryb58?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34429808&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to=group_singlemessage&share_user_mpuuid=671e7d3c5d7a448c224c04343b3ac6d7&user_id=34429808&utm_medium=meipian_an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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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五防安全之防校园暴力】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3510】小时线上课程服务，【5563】人

次儿童受益，【155】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5】篇媒体报道，其中含【32】篇微信公众号推

文，共有【3979】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 瑞金瑞明保障房儿童服务站——12 月 20 日，快乐冬至 

 

谚语称：冬至到，吃水饺。又是周日主题活动的时间，站点老师和志愿者又来到了服务站。

天气很冷，但是已经有孩子早早地等在服务站门口了，看到老师后飞快地叫着：老师你来了。活

动开始时先来个课间操，让孩子们暖起来。由站点的钟姐姐带领着。做完操后，老师和孩子们讲

解了冬至日的来历和习俗。让他们了解传统节日的知识。接下来就把孩子们分成三个小组，让他

们自己发挥想像力，思维创造能力，用粘土做手工创意水饺，汤圆。比比谁的手最巧，谁最有想

像力。增进孩子们之间的感情交流，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很快，一个个色彩绚丽的饺子和

汤圆做好了，经过孩子们自己一致评比，钟姐姐这一组获得最隹创意奖，其他二组也是棒棒的。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不一样的手工——衍纸手工 

文章标题：儿童服务站|双双巧手让落叶成画 

文章标题 ：儿童服务站|感恩从小开始，让爱温暖彼此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b_bYVXlqxrn8HV-T4ITayQ
https://mp.weixin.qq.com/s/Pf-ZWKSQ5Q2aX5I_3fN9Ig
https://mp.weixin.qq.com/s/Pf-ZWKSQ5Q2aX5I_3fN9Ig
https://mp.weixin.qq.com/s/Pf-ZWKSQ5Q2aX5I_3fN9Ig
https://mp.weixin.qq.com/s/2lfTQQn778yJC0PJLHu0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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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吉林 

2020年 12月期间，【吉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 ，共有【8】家社会组织服务【8】

个站点，在【3】县共【5】个社区开展了【国家公祭日、课业辅导，绘本阅读，手影，书法课】

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477.52】小时线上课程服务，【1560】人次儿童受益，【128】人次志

愿者参与。共发布【14】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4】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221】人次阅读

量。 

【优质活动/图片】洮南市安静社区儿童服务站-国家公祭日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中国政府设立的纪念日，以国家公祭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

屠杀中死亡的 30万生灵。 

在此纪念日,洮南市安静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了“铭记历史,振兴中华”国家公祭日主题活动.

对学生进行近现代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历史的宣传教育，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松原市公益“补课班”，免费帮您“托管”孩子 

文章标题：【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我们在一起的 1000 多个美好时光！ 

文章标题：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青山绿水，爱满人间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D_4FayYZGdbwHu02orK51Q
https://mp.weixin.qq.com/s/WysR1-29K47wtnygQAuRgw
https://mp.weixin.qq.com/s/9yVVo3AvwXTcISk2D8kF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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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疆 

2020年 12月期间，【新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受疫情影响转线上服务，共有【9】

家社会组织服务【10】个站点，在【8】县共【10】个社区开展了【教师节主题活动】等活动，共

各站累计提供【1280】小时线上课程服务，【5100】人次儿童受益，【96】人次志愿者参与。共

发布【22】篇媒体报道，其中含【 16】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138】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 福星社区儿童服务站-“地震安全”自护教育 

  

地震灾害在自然界中常有发生，同时地震灾害给人类带来的伤害也是令人震惊的程度，为了

提高青少年在面临突发事件时的应变能力以及对自我保护的努力，福星站点带着 8名青少年于

2020年 12月 7日对地震知识进行了系统的学习。 

首先社工给青少年介绍了地震的基本知识，在地震来临时会发生的自然现象以及地震来临时

的应急措施，知识包括：在家中或办公室，应就近躲到坚实的家具下，如写字台、结实的床、农

村土炕的炕沿~下，也可躲到墙角或管道多、整体性好的小跨度卫生间和厨房等容易形成三角区的

地方，要注意保护头部，注意不要躲到外墙窗下、电梯间，更不要跳楼。震后 20秒左右要立即跑

出室外，到开阔地避免受余震的伤害。在教室里，要在教师指挥下迅速抱头、闭眼、蹲到各自的

桌下。地震一停迅速有秩序撤离，撤离时千万不要拥挤。在影剧院、体育场或饭店，要迅速抱头

卧在座位下面也可在舞台或乐池下躲避，门口的观众可迅速跑出门]外。在百货商场或超市，应就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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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躲藏在柱子或大型商品旁，但要尽量避开高大的货架或玻璃柜。在楼上时，要看准机会逐步向

底层转移。在应急措施的知识讲解过程中青少年按照社工的引导进行实地演练。 

在活动结束后，社工要求青少年回家对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和最危险的地方进行拍照并分享，

在这次活动中不但加深了青少年对地震知识的了解还让青少年形成更好的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有陪伴的童年不孤单 

文章标题：祝福儿童 

文章标题：78社区小白杨童伴家园的冬至日：我与你的距离，只差一碗水饺 

10.河北 

2020年 12月期间，【河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目前进展平稳，共有【9】家社会组

织服务【10】个站点，在容城县、安新县、雄县等【3】县共【9】个社区开展了【开心包饺子 、

快乐过冬至】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728】小时服务，【2437】人次儿童受益，【41】人次志

愿者参与。共发布【69】篇媒体报道，其中含【65】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3804】人次阅读

量。 

【优质活动/图片】胡台儿童服务站—【垃圾分类】主题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www.meipian6.cn/3aokgqoz?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83360748&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to=group_singlemessage&share_user_mpuuid=d092b96386deeb8dfe059c2b2aa8c97b&user_id=83360748&utm_medium=meipian_andr
https://www.meipian6.cn/3b0t1xea?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83360748&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to=group_singlemessage&share_user_mpuuid=d092b96386deeb8dfe059c2b2aa8c97b&user_id=83360748&utm_medium=meipian_andr
https://mp.weixin.qq.com/s/upSDGMIJaalpE8OuJJoj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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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县友信社会工作志愿服务中心，于 2020年 12月 12 日上午在雄县朱各庄镇胡台村胡台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胡台儿童服务站开展了“垃圾分类”主题活动。本活动由雄县友信社工机构专岗老

师讲解，本次活动目的是想让学生通过我们本次活动，提高小朋友热爱环境，爱护卫生，热爱大

自然的自主意识，丰富孩子们的生活常识。活动前半部分是以电脑讲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师生

互动，并以两人为一组相互提问等，后半部分我们现场自行准备了一些垃圾，且对垃圾进行 75%

酒精消毒，并给每一位孩子准备了一次性手套，让每一位同学戴上手套排好队依次拿好垃圾自主

放到相应地点。每一位同学表现都非常棒。活动最后，每一位同学都发表了感受，通过本次活动，

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常识，并且扭转了之前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一些误区。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服务儿童 托起希望 ——张岗儿童服务站正式运行 

文章标题：雄县胡各庄儿童服务站正式开始运营啦！！！ 

文章标题：圣诞节我们一起过 || 西里街儿童服务站 

11.川北+广西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川北+广西【42】家执行机构共有【45】个站点（其中川北自筹 26个

站点，乐山政府合作 17个站点，广西自筹站点 2个）。                                                                                                                                                                                                                                                                                                                                                                                                                                                                                                                                                                                                                                                                                                                                                                                                                                                                                                                                                                                                                                                                                                                                                                                                                                                                                                                                                                                                                                                                                                                                                                                                                                                                                                                                                                                                                                                                                                                                                                                                                                                                                                                                                                                                                                                                                                                                                                                                                                                                                                                                                                                                                                                                                                                                                                                                                                                                                                                                                                                                                                                                                                                                                                                                                                                                                                                                                                                                                                                                                                                                                                                                                                                                                                                                                                                                                                                                                                                                                                                                                                                                                                                                                                                                                

12 月，川北+广西 45家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一起开展了课业辅导、美术课、书法课、阅读会、

礼仪与演讲课和社区活动、“室外活动”、“创意手工”、“阅读”等常规活动，“垃圾分类小

课堂活动”、“彩泥手工制作”、“冬季疾病预防知识”、“快乐圣诞节”、“消防在心中，安

全伴我行”、你的眼睛欺骗了你、多彩圣诞等主题活动，“外国文化科普活动、孝亲敬老活动、

森林消防主题活动、秋天的叶等特色活动。受益儿童【12703】人次，志愿者【905】人次，微信

推文【129】篇。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F-LgMd-Yq_EkBatZKM_bgA
https://mp.weixin.qq.com/s/lzaT7RFy87iQH_Yly0h-ww
https://mp.weixin.qq.com/s/YdyC2nUEcx2eTxIankU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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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擂鼓儿童服务站 | 认识厨房主题活动 

  

上图：擂鼓儿童服务站 | 圣诞主题活动 

 

上图：广西秀峰社区儿童服务站 | 日常绘画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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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山东+河南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山东+河南【39】家执行机构共有【41】个站点。                                                                                                                                                                                                                                                                                                                                                                                                                                                                                                                                                                                                                                                                                                                                                                                                                                                                                                                                                                                                                                                                                                                                                                                                                                                                                                                                                                                                                                                                                                                                                                                                                                                                                                                                                                                                                                                                                                                                                                                                                                                                                                                                                                                                                                                                                                                                                                                                                                                                                                                                                                                                                                                                                                                                                                                                                                                                                                                                                                                                                                                                                                                                                                                                                                                                                                                                                                                                                                                                                                                                                                                                                                                                                                                                                                                                                                                                                                                                                                                                                                                                                                                                                                                                                

12 月，山东+河南 41个执行站点开展了常规活动、主题活动和特色活动，主要有【绘画-“我

心中的海洋世界”、课业辅导、手工、阅读、体育】等常规活动；【净化水源小课堂、安全教育

小课堂】等特色活动，【“奶奶的缝纫机”“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等主题活动。受

益儿童【13443】人次，志愿者【881】人次，微信推文【74】篇，媒体报道【42】余次。 

微信推文一：https://mp.weixin.qq.com/s/KWt5pz1wTJM6T46nB0X4JA 

微信推文二：https://mp.weixin.qq.com/s/DXLODbKrd5meG9M4DD750g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王家院儿童服务站 | “读书分享会”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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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芬芳斥山儿童服务站 | 变废为宝-网袋风信子制作活动 

13.湖北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湖北【31】家执行机构共有【39】个站点。 

12 月，湖北 39个执行站点开展了【467】次常规活动、【96】次主题活动和【84】次特色活

动，主要以绘画、课业辅导、手工、阅读、体育等常规活动；24节气、防疫游园会等特色活动，

“原来，你可以这么美”“圣诞礼物水粉画”等主题活动；受益儿童【20360】人次，志愿者【1213】

人次，微信推文【79】篇；新闻媒体+政府报道【6】次，自媒体报道【3】余次（中国人民日报—

—人民号、今日头条、搜狐等）。 

微信推文：https://mp.weixin.qq.com/s/LC_jFFznTZ5htv7PQ7bodg 

          https://mp.weixin.qq.com/s/50sHwl75GXNNE4feUFyKTQ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LC_jFFznTZ5htv7PQ7bo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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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NO.357 孝感市澴西学校儿童服务站 | “原来，你可以这么美”主题活动现场 

 

上图：NO：507 陈湾村儿童服务站 | 无敌钻圈圈 

  

NO：973 花西乡儿童服务站 | 手工花制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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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湖南 

2020年 12月期间，【湖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共有【28】家社会组织

运营 【28】个站点，开展了【绘画活动——“画出人的五官”、趣味团体游戏活动——我们一定

行、团体活动——“篮球系列”、红色地标我来 SHOW、“认识税收”财商主题、“喜迎新年，与

你‘童’乐”、我是小明星】等主题活动、【爆炸实验室之自制水晶煎蛋、思维魔盒之童议剧场、

“我的身体我做主”儿童性教育课堂、“反对暴力”儿童性教育课堂、“齐心协力筑小屋”、“青

春期来了”儿童性教育课堂】等特色活动。共计【616】场日常活动、【56】主题活动、【32】特

色活动，共提供【3696】小时服务时长，【10250】人次儿童受益，【115】人次志愿者参与，【2515】

人次间接受益。发布【45】篇微信推文，共有【1890】人次阅读量，及【8】篇媒体报道。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NO.291同心村庄儿童服务站 | “我们一起过圣诞”手工制作 

  

上图：NO.953 和平社区儿童服务站 | “绘画冬至，喜庆传统节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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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安徽 

2020年 12月期间，【安徽】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23】家社会组织

运营【23】个站点，在 23个社区开展了【手工、性教育、垃圾分类、四点半课堂、音乐美术书法

跳舞等课堂、国学礼仪课、急救知识普及、安全教育课堂、烘焙、迎元旦晚会】等活动，【6758】

人次儿童受益，【591】人次志愿者参与，间接受益人次【4600】人次。发布【56】篇微信推文，

共有 975人次阅读量，及【11】篇媒体报道。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宿州阳光天使儿童服务站 | 制作树叶画 

  

上图： 宣城市壹基金儿童服务站 | 国学礼仪课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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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黎阳街社区壹基金儿童服务站 | 烘焙很简单 

16.贵州 

2020年 12月期间，【21】个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开展了【321】场日常

活动、【62】主题活动、【37】特色活动，共提供【1986.5】小时服务时长，【9584】人次儿童

受益，【364】人次志愿者参与，间接受益人次【2935】人次。发布【74】篇微信推文，共有【18420】

人次阅读量，及【316】自媒体报道（抖音、头条）。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威宁县石门乡儿童服务站 | “感恩节”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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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册亨希善社区儿童服务站 | “炫彩陀螺”手工制作活动 

17.河南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河南省【10】家执行机构共有【13】个站点。 

12月，河南省13个执行站点开展了【300】次常规活动、【11】次主题活动和【8】次特色活

动，主要以“站点设施维护”“校园安全”等常规活动；“手中的千纸鹤-兴趣折纸活动”、“妈

妈，我想要一朵漂亮的话-亲子手活动”、“吹不走的热情”、 “百家衣、千家爱”等特色活动，

“心理健康知识”、“品格教育”、“您好，文明从我做起”等主题活动；受益儿童【5826】人

次，志愿者【668】人次，微信推文【15】篇；新闻媒体+政府报道【1】次，自媒体报道【10】余

次（中国人民日报——人民号、今日头条、搜狐等）。 

【优质活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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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NO.1006 张庄新村儿童服务站 | “百家衣、千家爱”活动 

右图：No.1010 培新街社区儿童服务站 | 孩子们在玩乐高积木 

18.川南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6】个站点开展了美术、游戏等常规活动。累计受益儿童【3566】人次，

志愿者参与【94】人次,微信公众号【12】篇，自媒体【12】篇（今日头条、今日头条、搜狐等）。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高龙村彝族儿童服务站 | 卫生健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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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李家沟儿童服务站 | “快乐运动，健康成长·”李家沟第一届运动会 

19.云南 

2020年 12月期间，【云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3】家社会组织服

务【3】个站点，主要开展了常规课业辅导、读书会、冬至节日绘画等活动，受益儿童【1366】人

次，志愿者参与【28】人次，传播推文【9】篇。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华宁义工联站点 | 周末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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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重庆 

2020年 12月期间，【重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60】个站点，主

要开展【“丰收的硕果”主题活动、制作《我的 2020》绘本、“我心中的地球”绘画、趣味户外

游戏、“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书法风采”特色活动、“法律与我”普法活动、“童乡耘梦”冬季

农事体验活动、“创意童心·灿烂童年”儿童手工兴趣坊】等线上线下活动，服务站累计受益儿

童【74802】人次，线上线下平均开站【25】天。参与志愿者【5462】人次，执行专职【195】人，

发布微信推文 145篇、微博 75篇，重庆日报、美篇等其他新媒体平台报道【52】篇。 

【优质图片/活动】 

  

左图：制作《我的 2020》绘本||黑院墙社区儿童服务站 

右图：迎新年亲子活动||重庆北街社区儿童服务站 

  

左图：珠行千里||哨喽社区儿童服务站 

右图：“丝丝心动，温暖一冬”丝网花制作活动||东城社区儿童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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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故事一 守护童年，伴你高飞 

小欣（化名），9岁，是辖区内一名小学二年级的女孩子，性格内向、自卑、内心比较封闭、

家庭关系疏远，家长和孩子之间没有很多相处的时间而且没有很好的沟通与交流，自主学习有很

大的困难。小欣的妈妈每天早上 7点上班，晚上九点后才下班，生活起居基本由小欣的爸爸照顾。

小欣的爸爸以前在一场事故中失去了左手

手臂，现在在学校的周边做环卫工人，小

欣的爸爸对小欣很愧疚，家人也觉得陪伴

小欣的时间很少，没法给小欣足够好的经

济条件和一个温暖的家。 

小欣刚来儿童服务站时不敢跟我们说

话，也不敢有眼神接触。参与儿童服务站

的游戏活动放不开，进行自我介绍或者才

艺展示时不敢说话，不敢跟站点其他儿童交流，担心被人嘲笑看不起。社工每次活动主动邀约，

鼓励小欣积极参与到活动中去，帮助小欣树立并增强自信心，同时让案主体验朋辈融入的乐趣。

逐步改善案主自卑的心理障碍、认识自我、树立自信、发挥优势、学会表达。并在持续开展的“快

乐四点半”常态服务中，社工链接了湖南师范大学学生志愿者帮助小欣重新认识拼音，体验更多

学习方法和技巧，科学掌握学习方法，进而提升学习能力，缓解学习压力，帮助小欣树立快乐学

习信念和意识。相比之前，小欣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拼读，独立完成老师布置的生字预习，也可以

独立背诵。 

经过社工近三个月站点服务跟进，小欣目前的主要问题已经得到了缓解，并朝着好的方向发

展。社工发现小欣在社交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与家人、社工、朋辈之间的交流明显增多，丰富了

小欣的支持系统。小欣能勇敢的敞开心扉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所想所感，性格也越发开朗起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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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往也显得自信了很多。不再封闭，世界才能更加广阔。社工回顾整个服务过程中，自从小欣

参与了儿童服务站的儿童服务，这段时间以来小欣的变化是巨大的，不仅每天变得更加自信，也

逐渐有了交往的玩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这和小欣自己平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通过参与朋

辈集体活动，一天比一天自信，朋友也越来越多，这使小欣逐渐走出了封闭的生活，迎接美好的

未来。 

    

故事二 第一次“微笑” 

“老师、老师！你以后还来吗？”，一句话把我问的不知道如何回答，“小朋友，你为什么

这样问呢？”孩子搓着冻的通红的小手，有点害羞更有点胆怯地说：“村里的大人都说你们是来...

那个什么的...”。我好像突然明白了孩子们的意思。他们听大人说，好多来村子的大人，都是走

走过场，来上一次两次就不再来了，孩子们害怕哪天我也像那些大人一样，不吱一声就没了动静。

我蹲下身子，看着他“老师以后还会来，我保证，

咱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会经常见面，因为咱们这里

有一个我们大家的秘密基地”，“老师，你不骗

我们不”，“不骗，不信咱拉个勾”，“俺们小

孩现在不信拉勾”，还没等我把尴尬的手放下时，

小朋友已经“噢”的一嗓子跳了起来，“我说了

不，老师还会来的吧”，其他几个小朋友听到后，

也跟着手舞足蹈起来。远处几个比较内向的孩子

看着我，这是他们第一次对着我微笑。 

 

 

（二）优质图片：请参见上文各省的进展部分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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