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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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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大部分站点已进入寒假开站阶段。个别

省份受疫情影响，采取线上开展活动。全国共有【20】省【627】个站点（含政府合作项目），各

站点主要开展了【国学诵读、手工制作、书法课、绘画课、四点半课堂】等常规活动，在特殊节

点开展了【腊八节、迎新年、垃圾分类】等主题性活动。本月站点工作共计【204768】人次儿童

受益，志愿者参与【9564】人次。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及其他途径传播报道【1428】篇。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各省项目活动进展 

1、广东 

2021 年 1 月期间，【广东】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正常运转。共有【8】家社会组织服

务【23】个站点，在【8】县共【20】个社区开展了【430】课堂托管服务、家庭教育指导、心理

咨询，亲子视频、亲子课堂、亲子阅读、亲子游戏】等活动，各站累计提供【1452】时线上课程

服务，【13547】人次儿童受益，【107】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5】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9】

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589】人次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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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活动/图片】湛江市金川社区儿童服务站元旦“点亮微心愿”活动 

孩子们开心的展示心愿卡 

 

2、宁夏 

2021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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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活动，

共各站累计提供【654.5】时活动，【7640】人次儿童受益，【212】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9】

篇媒体报道，其中含【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415】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宁夏善信社工儿童服务站-“迪士尼送关怀” 

站点老师及志愿者为孩子们发放迪士尼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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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辽宁 

2021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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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书法课、公益英语课堂、特色手抄报制作、作

业辅导、周末公益课堂、户外拓展、线上作业辅导 】等活动，服务总时长【1726】时；站点【7151】

人次儿童受益，【436】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53】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7】篇微信公众号

推文，共有【15232】人次阅读量。站点开展特色活动【93】次、主题活动【86】 次、常规活动

【165】次。 

【优质活动/图片】东港新兴社区儿童服务站-画日历 

孩子们在上手绘台历课程中 

4.甘肃 

2021年 1月期间，【甘肃】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40】家社会组织运

营【44】个站点，在【30】县共【44】个社区开展了【七彩假期；欢庆元旦；污水处理厂参访活

动；腊八粥制作；冬至饺子制作活动】等活动，共提供【3966.23】时服务，【15582】人次儿童

受益，【281】人次志愿者参与。发布【89】篇微信推文，共有【6620】人次阅读量，及【10】篇

媒体报道。 

【优质活动/图片】 东大街社区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元旦绘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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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展示元旦绘画活动成果 

5.黑龙江 

2021年 1月期间，【黑龙江】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正常进行，共有【14】家社会组织

服务【14】个站点，在【13】县共【14】个社区开展了【象棋、手工、绘画、口才、消防知识普

及、寒假班、剪纸、水墨画、课后看护写作业、珠心算、写字课、感统训练、创意美工、高效率

学习训练、日常辅导、益智锻炼、心理辅导、冬令营、趣味音乐】等活动，各站共累计提供【647】

时线上课程服务，【3603】人次儿童受益，【258】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9】篇媒体报道，

其中含【17】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150】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爱邻儿童服务站线上趣味音乐课活动 

孩子们在线上参加趣味音乐课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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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陕西 

2021 年 1 月期间，【陕西】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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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集体生日等常规活动，安全教育、腊八节、迎元旦等主题活动，游学、垃圾分类、

文艺演出特色活动】等活动，各站共累计提供【9111】时线上课程服务，【26411】人次儿童受益，

【574】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45】篇媒体报道，其中含【36】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0129】

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福川社区服务站“我是画画小能手”比赛 

孩子们在参加“我是画画小能手”比赛当中 

 

7.江西 

202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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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个站点，在【12】县共【14】个社区开展了【游戏、儿童自护课程、手工、游戏】等

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500】时线上课程服务，【5719】人次儿童受益，【153】人次志愿者参

与。共发布【30】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453】人次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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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活动/图片】 峡江县玉峡微爱公益协会“预防新冠病毒知识小课堂”活动 

孩子们在参与“预防新冠病毒知识小课堂”活动 

 

8.吉林 

202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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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县共【8】个社区开展了【美术课堂、隔空不隔爱----线上授课点 、线上支教、

线上课程-云陪伴】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649】时线上课程服务，【2688】人次儿童受益，

【86】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2】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2】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587】

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磐石市众志愿者协会儿童服务站彩绘石膏娃娃活动 

 

孩子开心的展示彩绘的石膏娃娃 

9.新疆 

2021年 1月期间，【新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运转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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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半课堂、我和 2021 有个约会主题活动、儿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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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剪纸活动、儿童教育主题活动、儿童保护主题】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1420】时线上课程

服务，【5500】人次儿童受益，【105】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4】篇媒体报道，其中含【 17】

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960】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 阿克苏祥林社区儿童服务站--《安全防范从自身做起》活动 

 

孩子在学习当地震来临时的应对方法 

10.河北 

202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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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站点，在容城县、安新县、雄县等【3】个县共【9】个社区开展了【健康小卫士、

观影活动、爱家乡 画家乡】 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412】时线上课程服务，【886】人次儿

童受益，【40】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47】篇媒体报道，其中含【3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

共有【2872】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南张儿童服务站“居家小拼盘”艺术活动 

孩子们参加完“居家小拼盘”活动后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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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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川北+广西 45家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一起开展了“作业辅导，阅读与写作，（线上活

动深山诗涧 2）、游戏屋、涂色画、各类棋牌游戏”，以及打沙包、跳绳、羽毛球等等常规活动，

“你好，寒假班”、“数学乐园”、元旦主题游园会，年度表彰会、腊八节、“生日会”、“慰

问留守儿童”“面具舞会”主题活动，“非洲鼓，神奇魔方”国学班、武术班等特色活。受益儿

童【13055】人次，志愿者【993】人次，微信推文【100】篇。 

【优质活动/图片】擂鼓儿童服务站元旦游园会活动；新川社区儿童服务站生日会活动 

孩子们在进行元旦游园会活动中                     小朋友们在给站点其他小伙伴过生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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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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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绘画、课业辅

导、手工、阅读、体育等常规活动；社区志愿者、致敬人民警察、温暖环卫工人等特色活动，元

旦迎新年、国学诵读、防疫知识科普等主题活动等；受益儿童【16438】人次，志愿者【922】人

次，微信推文【81】篇；媒体报道【48】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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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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优质活动/图片】 

日照市洪凝社区儿童服务站七彩课堂讲授过程活动场景     德州市东关社区儿童服务站庆元旦迎新年活动现场 

    勇士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儿童手工画活动          长沟镇儿童服务站开展“非遗小课堂”特色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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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湖北 39 个执行站点开展了【493】次常规活动、【58】次主题活动和【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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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大作战”等特

色活动，“庆祝元旦绘画”“变废为宝”等主题活动；受益儿童【18871】人次，志愿者【825】

人次，微信推文【77】篇；新闻媒体+政府报道【8】次，自媒体报道【6】余次（中国人民日报—

—人民号、今日头条、搜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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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活动/图片】  

 满庭春社区儿童服务站“剪纸”主题活动现场       西杨社区儿童服务站“花语课”主题活动现场 

  红石坡社区儿童服务站“雪人”主题活动现场      倒店中心小学儿童服务站“变废为宝”主题活动现场 

14.湖南 

2021 年 1 月期间，共有【28】家社会组织运营 【28】个站点，开展了【主题活动：“换”

然一新--闲置物品小集市、“小小拍卖家”、“气球脸谱，欢乐手工”、“腊八节的故事”、“我

的身体我做主”之儿童性教育、创意手工之小牛灯笼、指尖上的防疫---DIY手工皂、小小甜品师

食玩主题活动、“亲子阅读”、“做家务应不应该给报酬辩论赛”】、【特色活动：废旧物改造

手工活动、小儿推拿亲子义诊活动、疫时间---趣味知识问答、疫时间---一米有多长、“线上感

恩教育活动”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等活动，共计【646】场日常活动、【72】

主题活动、【28】特色活动，共提供【3696】时服务，【12415】人次儿童受益，【157】人次志

愿者参与，【2091】人次间接受益。发布【58】篇微信推文，共有【2670】人次阅读量，及【26】

篇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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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活动/图片】 

窑塘社区儿童服务站“疫时间---趣味知识问答”活动现场 

 窑塘社区儿童服务站“创意手工之小牛灯笼”活动现场 

 

15.安徽 

2021年 1月期间，安徽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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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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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59场

日常活动、87主题活动、83 特色活动，共提供【1741.5】时服务，【6624】人次儿童受益，【762】

人次志愿者参与，间接受益人次【5500】人次。发布【87】篇微信推文，共有 4345 人次阅读量，

及【21】篇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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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活动/图片】 

梅郢社区儿童服务站制作新年贺卡活动现场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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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河南省 13个执行站点开

展了【305】次常规活动、【21】次主题活动和【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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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5】人次，志愿者【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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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质活动/图片】 

高庄村儿童服务站儿童手工制作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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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川南 

2021 年 1 月期间，壹基金儿童服务站【6】站点开展了【40】次常规活动，【10】次主题活

动，【20】次特色活动，由于疫情目前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防控，我们在注意防范的同时也可以开

展线下活动。开展了“常规活活动和新站点物资安装的活动。累计受益儿童【3409】人次，志愿

者参与【75】人次,微信公众号【13】篇，自媒体【13】篇（今日头条、今日头条、搜狐等）。 

【优质活动/图片】 

 牛郎村儿童服务站孩子们的新年愿望 

  

 

18.云南 

云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3】家社会组织运营【20】个站点。2021

年 1月期间，开展了手工 DIY、卫生、迎新年、庆元旦、考前心理疏导等活动，【15217】人次儿

童受益，【654】人次志愿者参与，间接受益人次【1473】人次，发布【52】篇微信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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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活动/图片】 

木城社区儿童服务站“七步洗手法”教育活动     木城社区儿童服务站 | “迎新年、庆元旦”联欢晚会 

 

19.重庆 

重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 3 家社会组织运营 160 个站点。2021 年 1 月

期间，开展了手工 DIY、垃圾分类、安全教育、庆元旦、防疫卫生等活动，【78521】人次儿童受

益，【5621】人次志愿者参与，发布【235】篇传播报道。 

【优质活动/图片】小观社区儿童服务站常规活动 

小朋友们在儿童服务站阅读书籍                      孩子们在进行创意童画现场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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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贵州 

2021年 1月期间，贵州省【21个】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开展了【主题】、

【特色】、【常规】等活动，共计【346】场日常活动、【57】主题活动、【36】特色活动，共提

供【2164】时服务，【10141】人次儿童受益，【66】人次志愿者参与。【425】自媒体报道（抖

音、头条）。微信公众号共有【18420】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 

        小河沟儿童服务站“搭积木”活动现场       石阡县国荣站点儿童服务站“旧家具改造”活动现场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故事一 “小机灵鬼”    

 一开始来到长沟镇儿童服务站，我就遇见了他——小机灵鬼。小机灵鬼喜欢手里撰着五花八

门的小玩意。小机灵鬼爱吃辣条，小卖铺的所有小饮料他都喝过。最重要的，我遇到了他，他是

第一个叫我“老丝儿”的小朋友。 

 你瞧那远处的身影就是他。别瞧他身材不高，可他从不怕和高年级的小朋友掰掰手腕。这是

他体型上的“小”，其实小身体里蕴含着大能量，常常有出乎老师意料的做法。正照应了这句话：

“浓缩才是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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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机灵“呢，体现在他敏捷的思维和不同的想法。在儿童服务站里，他是最活泼的那个，

好事、坏事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而且，他的脑瓜子转的最快，往往我刚刚抛出问题时，谁知他立

马跳出来，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也是孩

子们中最调皮的那个，没有他不招惹的、

没有他不说的，上下嘴唇一碰，就可以

轻轻松松地把小朋友惹怒。 

“鬼”体现在他的爱搞怪。每次做什

么游戏时，他总会和大家对着干，同时

振振有词：“我不会、我不和女生手拉

手、我不第一个！”当我觉得他又开始

捣蛋时，谁知他又第一个冲出来快乐地做着游戏。 

 相遇是一个伟大的牵线者，感谢儿童服务站的牵线。因为他的笑容、俏皮、爱恨的结合，给

我们的儿童服务站画了一道彩虹，让我们的生活有色彩，有曲度，有张力。 

 他就是，可爱的，张博（化名）小朋友。 

 

    

故事二 乒乓球男孩 

轩轩一个 10岁的男孩，很聪明又活泼可爱，喜欢打兵乓球，每次来服务站，和小伙伴一起直

接走向服务站室外的兵乓球台，打几个回合的兵乓球再来服务站开展别的活动。他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打兵乓球嘛，动作要快，姿势要帅，常常弄各种各样的耍酷动作来接兵乓球，逗得围观

的小伙伴们哈哈大笑，是服务站里的小开心果。 

这天，和往常一样，小伙伴们又来到服务站，开展完活动之后，志愿者小伙伴们在清点物品

室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兵乓球拍，找了一遍以后无果。站点工作人员就说，不要找了，估计放

在哪个角落里，不去刻意找又看到了呢。第二天和往常一样，小伙伴开心的开展活动，但明显感

到轩轩在进服务站开始，就有点儿不自在，没有以前那么活泼，总是逃避站点老师的眼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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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轩轩也留了下来，帮忙整理场地，站点老师请轩轩整理活动器材。清理完毕，小伙伴都

走了，轩轩没有动，站点老师问轩轩有什么事吗？轩轩支支吾吾的不说话，然后走到站点老师面

前，轻轻地说，昨天我不小心把一个兵乓球拍子带回家了，我知道我错了，老师，你等着我，我

现在就回家拿过来放回服务站。说完就跑了。归还了兵乓球拍子后，轩轩说，我虽然喜欢这个球

拍，但我没和老师说就拿回家，是不对的。我以后会改正的。其实老师你让我整理活动器材的时

候，我就彻底的明白了，我错了。听轩轩这么讲，站点的老师很欣慰，知错就改是好孩子。 

现在服务站的活动器材，在开展活动的时候，由以轩轩为组长的志愿者小组发放和收集。服

务站真的是孩子们成长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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