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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联合公益计划月报 

 

零废弃网络发展项目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截至 2020 年 12 月，据不完全统计，共有【5】家伙伴机构，在【83】个社区开展了【140】场垃

圾分类活动，参与人数总【5205】人次，直接受益人【7059】人次，间接受益人【16129】次，志愿

者参与【235】人次，累计垃圾减量【5701219.1】kg，其中厨余垃圾减量【395971.1】kg，有害垃圾

减量【19】kg，可回收物减量【100231】kg，其他垃圾减量【5205000】kg。媒体传播【7377】次，

点击阅读量【9611】人次。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网络秘书处主要工作进展 

（1）2020年壹起分伙伴分层管理 

秘书处内部讨论就壹起分伙伴如何分层、不同层级的支持策略达成共识，希望通过壹起分成员分

层管理，更精准、更有效率地支持伙伴。目前对壹起分伙伴名单进行分层测试，形成 PPT 初稿，后续

将征询区域协调中心和壹起分伙伴代表的意见。 

（2）2020年零废弃联盟牛奶包可回收项目牛奶包回收季 

资料收集、审核完毕，确认了 40场活动并发放了活动补贴。 

（3）品牌传播 

2020年壹起分社区计划全国培训会在上海举办，第四季度发出了以下课程。回顾推文： 

壹起分 | 武汉花仙子的成长发展和就地厨余堆肥箱知识分享回顾 

垃圾分类政策形势分析 | 2020壹起分全国培训分享会精彩回顾 

线上课程分享回顾推文： 

分享回顾 | 社区牛奶包回收经验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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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华北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1.天津市西青区绿邻居社区服务中心 

2020年 12月 8日，绿邻居在西青区杨楼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大讲堂活动。 

 

 

（二）华中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1.光盐创绿志愿者服务中心 

20号在株洲市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城发郦城，举报了一场垃圾分类游戏活动。 

25号，在城发郦城举办了一场庆圣诞垃圾分类比赛活动。 

 

2.长沙市源方环保公益发展中心 

为了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积极响应垃圾分类专项工作，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垃圾

分类的良好氛围，12月 25日，湘龙街道联合源方环保，在湘瑞社区的丰源国际万婴幼儿园开展垃圾

分类小课堂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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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徽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1.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 

2020年 12月 15日，在家家景园二期，开展资源回收日活动，活动持续时常 3小时，总计回收

可回收垃圾 10千克，有害垃圾 18千克，发放宣传单页 22分，参与活动人数 35人次，活动影响预计

100人。 

 

（四）华南地区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1.南宁市绿生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0年 12月 2日，南宁市新竹小区公共堆肥箱第一次开箱，志愿者将变成“沃土”的堆肥取出，

用来营养公共花园的土壤。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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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建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12 月 4 日，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与福州水路运输管理处直属管理所、苍霞街道中平社区党委

在闽江红色航线教育基地开展“党建引领，志愿同行”共建仪式暨致敬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者志愿服务

活动，仪式上，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李良，福州市水路运输综合服务中心直属分中心党

支部书记、主任闫亚生，社区书记林榕签署共建协议。据悉，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已与东大社区、

国光社区、紫阳社区、桂溪社区等 20 多个社区进行共建，将以可持续社区垃圾分类系统构建为突破

口，为一线社区骨干提供相关提升培训，聚力开展生态社区志愿服务试点工作。 

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和提升各镇街、社区（村）一线骨干的垃圾分类知识和管理水平，12

月，福建省环保志愿者环保讲师分别赴福州市仓山区、福州市马尾区、福州市台江区、政和县岭腰乡

培训垃圾分类工作，并为各街镇、各社区（村）垃圾分类工作者代表送上慰问品，希望他们切实做好

垃圾分类工作，多措并举，全力推进垃圾分类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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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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义仓发展网络主要开展义仓活动、推进义仓项目结项。同时，推进义仓网站、小

程序建设、义仓专委会成立事宜以及义仓互助指数。由于受疫情影响，义仓学院认证讲师培训原计划

于 12月 10日-12日开展，现推迟日期待定。本月义仓发展网络落地开展活动情况为：覆盖【34】个

社区，志愿者参与人次达【126】人次，服务人群达【532】人次。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义仓学院认证讲师培训招募、筹备 

义仓学院认证讲师培训会原计划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12 日开展，义仓发展网络办公室人员于

11 月筹备酒店、活动物料等事宜，于 11 月底招募讲师、学员，由于成都突发疫情，活动取消延迟，

时间待定。 

2.一勺米荣获“一勺米·邻里爱”喜获行动者联盟 2020 公益盛典年度十大公益创意 

12月1日，“一勺米·邻里爱”荣获行动者联盟2020公益盛典“年度十大公益创意”，义仓发展

网络理事李艺泓，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理事长杨海平参加了本次颁奖。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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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交义仓专业委员会申请 

2020 年 12 月 3 日，义仓轮值主席刘飞、理事郭虹前往河南师范大学，代表义仓发展网络向中国

社会工作学会提交关于成立义仓专业委员会的申请。经过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的批准，在中国社会工作

学会召开理事会之际，向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各位理事汇报关于申请成立义仓专业委员会的必要性。经

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各位理事审议，目前同意可以进行义仓专业委员的筹备，但还需要全面了解和评估

义仓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4.参访学习 

2020 年 12 月 5 日，义仓发展网络秘书处闵雄参加参加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重庆协调机构-黄桷树青

年社工发展协会 2019-2020 年项目总结暨 2020-2021 项目启动培训会，培训会上基本全面了解儿童服

务站的操作模式、操作内容、渠道建设、筹资设计，为义仓小站的建设提供参考。通过此次会议把义

仓小站定义、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模式进行一定程度的整理。收获了一定要明确、清晰项目的

服务对象，只有基于此才能更好的设计项目和整合资源。同时，也抓住机会向儿童服务站的伙伴简单

介绍了义仓的操作和可能合作方向。根据交流的情况成渝两地之后互动应该在大的政策背景下，会有

更多合作的可能。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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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加首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青年文化发展峰会暨川渝青年公益嘉年华，宣传义

仓 

12 月 12 日，义仓发展网络办公室徐静受邀参加首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青年文化发展峰会暨川

渝青年公益嘉年华，活动上徐静介绍了义仓以及义仓发展网络，向当地的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居民宣

传义仓。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一） 江门市恒爱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 

为了提高社区居民的文艺活动兴趣，增强居民的文化素养，更加适应建设我们美好的祖国所具备

的社会觉悟，增进邻里感情。夕阳红艺术团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前往 229 号院开展“一个观众的剧

场”慰问演出活动，参与人员包括大院居民、院内退休人人员等。寒冬已至，气温骤降，在冬至、元

旦来临之际，为了潮连街道困难空巢独居老人和困境家庭能够开开心心迎接节日的到来，温暖过冬，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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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连家综结合义仓 99 公益筹集资金，联合潮连街新文明实践所开展“冬日送温暖，义路爱相随”-暖

冬行动。 

在 12 月 21 日这天，社工和志愿者不惧寒冷，带着对困难家庭的一份关爱，分小组进行冬至入户

慰问，每到一处，慰问小组都详细了解独居老人的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等，表达了志愿者的关心

和节日的问候，虽然冬日福包并不多，但这份关爱是冬至最温暖的礼物，不仅温暖了困难家庭的心灵，

同时也实实在在地让困难家庭感受到了社区的温暖。收到冬日福包的困难长者都微笑并表示由衷的感

谢。通过潮连家综链接资源和组织社区热心志愿者共同为入户送冬日福包，不仅为老人和困难家庭提

供物资上的帮助，还他们提供了心理陪伴、志愿服务，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怀和温暖。 

 

 
送上节日慰问 

（二）海南省嘉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为推动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促进社区参与式互动模式的建立，以拉动社区邻里间的距离，增加

邻里间互动交流的机会，形成互帮互助的和谐社区。2020年 12月 7日海南省嘉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联合海南青年星公益中心在长流镇美德村开展“大雪降寒气，献米暖人心”一勺米公益活动。 

活动伊始，社工带领志愿者入户社区居民家中，进行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向居民们募捐一勺

米。居民们了解后，很热情地捐出了自家的大米，有的居民还捐献了一袋米，爱心满满的哦。经过多

家走访，我们已经募集到了不少米啦，现在让我们将这些募集到的米送到有需要的家庭吧！收到米的

奶奶们笑的合不拢嘴，非常感谢志愿者的到来，也很感谢义仓公益项目，让他们感受到来社区到来的

温暖。 

通过本次活动，让社区的居民能够初步了解义仓活动的意义，感受到邻里们的关心，让这份爱心

公益能够持续不断地延长下去。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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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龙泉驿区龙泉街道众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为了促进更多的居民参与社区活动，进一步提升居民之间的互助意识，营造一个邻里守望、社区

共融的社区文化，众益社工于 2019年 12月 1日上午 9：00-11:00在师大现代花园小区开展百家粥活

动。本次活动共派发了近 150 碗热粥，居民们享受到了“百家粥”的甜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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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节是中国民间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至今已有 1200 多年的历史。在咱们老成都一直流传着

这样一个习俗：今天，你去文殊院“讨”腊八粥喝了吗？自 2008 年起，文殊院每年腊八前向社会大

众免费奉送寓意增福、增寿的腊八粥。很幸运今年有 500份八宝粥送至我们师大社区，居民们不用去

文殊院就能享受到这份祝福与美味。众益社工于 2019年 12 月 29日上午 10：00-11:30在师大现代花

园恩图吉家小广场开展了腊八奉粥、一勺米募集和爱心义卖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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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都区小草公益服务中心 

2019年的九九公益日，新都区桂湖街道桂中社区联合新都区小草公益服务中心申请了壹基金旗

下公益义仓项目的“您好邻居互助计划。”2020年 12月 4 日，针对现代社会邻里关系疏离和社区公

共生活匮乏的社会问题，小草公益服务中心计划通过搭建参与式互助平台，打破邻里间的冷漠，以社

区内部的资源解决社区内部问题，让社区更有温度、更有人情味；同时为了满足社区特殊群体的精神

文化需求，桂中社区联合小草公益服务中心开展了“一个人的剧场”公益活动。 

 

  

2020年 12月 22日，新都区小草公益社工和桂中社区的志愿者们，一起开展了义仓项目“暖冬

靓汤行活动，为桂中社区独居或高龄老人们送上爱心靓汤，用汤水温暖一下长者的身体和心里，将爱

心与关怀送到他们身边。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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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当天，小草公益的社工和桂中社区的志愿者们冒着寒冷的天气早早就去排队采购了今天

的煲汤材料，猪肘、山药、带皮、白云豆等。志愿者们精心挑选最新鲜的食材，在将煲汤材料清洗干

净以后在小草公益服务中心的爱心厨房开始熬制靓汤。下午两点钟爱心靓汤煲好以后志愿者们装好靓

汤，一行人高高兴兴地去发为社区长者送上爱心靓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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