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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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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据不完全统计，共有 10家伙伴机构，在 42个社区开展了 78场垃圾分类活动，

参与人数总 1127 人次，直接受益人【2306】人次，间接受益人 15612 次，志愿者参与 259 人次，累

计垃圾减量【5497224.8】kg，其中厨余垃圾减量 3150416.28kg，有害垃圾减量 121kg，可回收物减

量 19557.2kg，其他垃圾减量 2327130.32kg。媒体传播 8709次，点击阅读量 11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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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分层已成型，与区域协调中心讨论后，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定稿。 

2）2021年壹起分伙伴招募 

发布 2021年壹起分伙伴招募延迟的通知 

3）项目： 

（1）确定 2020年项目补充协议； 

（2）与资助伙伴确定项目书和资助协议； 

2.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参与壹起分伙伴分层管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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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27日上午 9点在朝阳里社区进行社区落叶堆肥行动。社区 13位绿趣园志愿者参与

了活动，主要是修整之前的落叶堆肥箱，进行翻堆，堆出来的肥让绿趣园的植物长得更茂盛。 

 

2.山西天龙救援队 

1月与姚村中学餐厅沟通讲解了厨余堆肥桶的使用，已安排志愿者向学校发放堆肥桶 6只。为了

减少餐厨垃圾处置量，针对餐厅产生的厨余垃圾的进行减量处理，山西天龙救援队于 1月 19日在姚

村中学餐厅举办了餐厨垃圾制作及堆肥桶发放活动。由于疫情影响活动仅限于志愿者、学校老师及餐

厅工作部分人员参与。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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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东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1.昆山鹿城环保志愿者服务中心 

"本月琼花新村垃圾分类入户宣导 25户，志愿者为每一户仔细讲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并提倡要

垃圾减量，本月回收日回收旧衣物 149斤，本月表彰大会优秀志愿者 12名，单位先进 6名，本月垃

圾分类志愿者培训 26人次"，2021年 1月 24日 13:00，玉峰社区琼花新村，垃圾分类入户宣传，2021

年 1月 15日 12:30，玉峰社区景阳新村，回收日活动现场回收旧衣服 149斤，2021年 1月 15日 9:00，

在玉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志愿者表彰大会。 

                      

2.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 

2021年 1月 15日，回收垃圾总共 35千克，有害垃圾 21千克，可回收垃圾 14千克，参与活动

32人次，2021年 1月 30日，在家家景园社区，回收垃圾 26千克，有害垃圾 10千克，可回收垃圾

16千克，受益人次 38人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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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蚌埠市稳恒者公益协会 

由于疫情防控，不方便开展集中的学习讲座，但仍然会组织小范围的学习，讲座，以及巡河净滩

活动。2020年 12月 19日，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喻义巷社区，垃圾分类知识讲座学习参观。2021年

1月 7日，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垃圾中转站和环卫工人一起共同学习，讨论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以

及如何做好垃圾分类。2021年 2月 5日，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金厦小区内，组织青少年儿童以及家

长，宣传垃圾分类知识。用游戏的方式让孩子们加深对垃圾分类的了解。 

     

4.蚌埠市恒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1年 1月，开展活动 3次，分别是在三个地方开展，主要是宣传，捡拾。2021年 1月 12日上

午，我中心工作人员与兄弟团队，在县白莲坡镇联合开展壹起分宣传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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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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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30日，阳光里社区会议室，展开垃圾分类志愿者培训 

           

2.长沙市源方环保公益发展中心 

本月开展开展资源回收日活动 42场，垃圾分类培训 3 场，主题活动 6场。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湘润社区龙塘小学的三至五年级学生度过了意义非凡的一天。为了宣传校

园垃圾分类知识，帮助贫困山区儿童，2021年 1月 8日，湘龙街道联合源方环保，在湘润社区的龙

塘小学开展“废旧织物”垃圾分类专题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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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南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1.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本月完成 3个社区活动的开展，并在活动现场进行垃圾分类宣传。1月，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联合国光社区组织各共建单位党员、干部、志愿者走进鼓楼庭院小区进行清洁行动，也联合树兜社区

结合文明实践站，对树兜社区辖区内的社区及道路进行了清理，号召大家不乱扔垃圾、正确分类、投

放垃圾，认真实践“可持续发展”生活理念，共同营造全民参与综合整治的良好氛围。1 月 23日上

午，由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福州市内河管理处、公益社区居委会共同举办的“家在鼓楼 靓丽过

年——公众参与保护母亲河”清洁月行动在晋安河沿岸举行，来自一线的内河保洁员代表、治污企业

工人代表、志愿者代表、社区巡河员等 20多人参与活动，活动旨在汇聚力量，发挥官方河长、民间

河长、企业河长等社会力量，营造河湖保护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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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沙县青山绿水户外活动俱乐部 

本月活动还是已宣传为主，厨余果皮制作酵素完成 25%，。府前社区 2021.1.30开展垃圾分类进

社区宣传和捡拾。2021.1.22 在凤岗街道开展垃圾分类宣传与义写春联送市民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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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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义仓发展网络以腊八一勺米联合行动，倡导邻里互助共防疫、义仓三年规划等方

面开展工作，同时推进义仓网站、小程序建设、义仓学院课程体系梳理以及义仓互助指数。本月义仓

发展网络落地开展活动情况为：覆盖【17】个社区，志愿者参与人次达【171】人次，直接受益人达

【1241】人次，间接受益人达【2000】余人次。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邻里互助指数构建体系沟通 

2.温江项目开题会，招募温江伙伴 

1月 19日，温江义仓支持性业务项目开题，义仓发展网络轮值主席刘飞、秘书处徐静、尹雨娟、

温江项目负责人刘琴、执行人何艳五人参与，会议根据温江义仓支持项目进项目标分解、细化，以及

如何执行、推进项目。开题会后，温江义仓于 1 月 26 日招募伙伴加入邻里互助行动，将义仓参与式

互助体系品牌落地温江，助推社区邻里关系的重构，共同推动温江区域互助公益慈善文化建设。 

3.义仓小站初步筹款方案制定 

1 月 21 日，义仓发展网络秘书长闵雄与爱有戏中心组副主任骆晓林共同讨论关于义仓小站筹款

方案，并制定初版方案。 

4.山东区域支持中心会 

为推动社区互助的发展和建设，进一步优化本地服务项目，推动山东义仓项目在本土的品牌化发

展。2021年 1月 11日下午，山东义仓发展网络伙伴开展第一次线上交流会。本次线上交流会，各网

络伙伴先互相认识，然后参会的网络伙伴、区域支持中心（历下善治）、义仓发展网络负责人三方各

自澄清了对山东义仓发展网络的期待；制定了参与山东义仓发展网络的规则；历下善治介绍了作为区

域支持中心能够给网络伙伴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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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云南汇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腊八到，粥飘香，福寿安康迎新年。旧时过年，一般从“腊八”就开始了，此后“年味儿”日渐

浓郁，喝上一碗腊八粥，祈福新的一年平安吉祥。为了弘扬传统民俗文化，让社区居民感受来自社区

的温暖关怀，同时为了进一步改善社区邻里关系，2021年 1月 19日星宇社区居委会联合云南汇建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了第二期“一勺米”公益挑战赛。一方面通过筹集大米为煮腊八粥做好准备，另

一方面借助节日的气氛为社区的居民朋友送上节日的问候。经过一小时的募集大米，大家都收获满满

而归，通过自己的努力传递了爱，募集到了“腊八粥”的“大米”，参加本次公益活动的挑战者们都

格外兴奋开心，将募集的大米小心翼翼的倒入米仓当中，生怕漏掉一粒。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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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粥驱寒气，真情暖人心”。随着腊八的到来，美丽的春城也迎接了一场阵雨的洗刷，早上刺

骨的寒风呼呼的吹着，不停的向人们袭来。腊八粥软糯香甜，易消化，星宇社区很多老年人得知今天

发放“八宝粥”，星云园小区门口早早的就排起了长队，社区志愿者及社工将热粥送到居民手中，接

过热腾腾的粥，带着这一份温暖，社区居民开始了新的一天。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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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鹿鸣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0年全球爆发了新冠疫情，2021年抗疫形式依然严峻，为团结社区居民、充分发挥社区居民

无私奉献、守望邻里、友好互助的精神，社工站希冀通过“腊八一勺米，邻里互助共防疫”活动进一

步增强七步场居民众志成城、共同抗疫的决心。本次活动充分发动了社区志愿者参与其中，筹米过开

始时，大家都比较担心能不能募集成果，在志愿者轻轻敲响一户居民的大门，简单给居民讲解了本次

“义仓”活动的内涵和意义后，居民十分热情的参与到一勺米活动中，第一勺米的成功筹集给了志愿

者们极大的鼓励，大家开始深入街道、院落，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敲门声中，“百家米”逐渐增多，

邻里互助一勺米的举动，冲淡了冬日的寒冷。同时每“一勺米”的汇集也代表了社区每一个家庭对于

老人的关爱与热心，也体现了大家共同抗疫的决心。恰逢腊八，“百家米”筹集结束，志愿者们开始

为社区老人煮腊八粥，在送粥过程中，志愿者们积极响应“预防疫情、不聚集”的号召，志愿者们未

采取之前“义仓”统一领粥的方式，而是把粥单独送到每一位老人手里，同时为感谢社区警务值班室

和窗口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志愿者也为他们送上了一碗热腾腾的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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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都兴邻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邻茶生活馆 

腊八节在我国有着很悠久的传统和历史，俗称“腊八”，即农历十二月初八，古人有祭祀祖先和

神灵、祈求丰收吉祥的传统，我国大多数地区都有喝腊八粥的习俗。在这一天喝腊八粥、做腊八粥是

最传统、也是最讲究的习俗。结合当下疫情，为了倡导疫情期间大家邻里互助，共同守望家园，邻茶

生活馆联合在地社会组织——成都市金牛区一创嘉懿社会服务中心、成都市金牛区智汇众合社会服务

中心、成都兴邻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义仓发展网络，开展“腊八一

勺米▪邻里互助共防疫”义仓发展网络联合行动。 

2021年 1月 20日上午，活动在五块石街道赛云台社区，福源社区及邻茶生活馆分点顺利开展，

此次活动共有辖区内 15 组亲子家庭，3 家在地社会组织志愿参与。早上 7 点钟，天刚蒙蒙亮，志愿

者就开始熬粥了。通过前期链接的社区党员和志愿者在社区公共厨房和或自己的家里将熬好的粥带到

施粥场地。大家在各个社区和邻茶生活馆地铁口都设置了一个点位，为过路行人及居民供粥，送上温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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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的节日祝福，同时进行防疫知识宣传手册的发放。家长们将熬好的“百家粥”进行分装打包，小朋

友们几人一组，分成小队，沿路对附近劳作的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和外卖小哥送温情腊八粥。小朋友

们也向过路的叔叔阿姨们宣传勤洗手，多通风，带口罩，时刻保持警惕等防疫小知识，给他们发放防

疫知识手册。 

本次活动并没有大规模的集中在一个地方开展，而是设置分场地进行，有效的增大了受众群体面

积，极大的宣导了防疫知识，降低了感染风险。现场活动氛围融洽，温馨，热闹，体现了邻里之间友

爱、互帮互助的友善情结及邻里互助精神，倡导了社会关爱，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和谐社会

贡献了一份力量。 

 

 

4.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北苑社区 

日月开新年，天地又一春。刚过 2021年的元旦，又迎来传统“腊八节”的来临。2021 年元月 20

日，北苑社区在辖区开展义仓“一勺米”行动：汇聚百家爱心米，浓情腊八暖人心。 

通过搜集邻居的“一勺米”做成腊八粥，送给辖区空巢独居、困难群众，与他们一起分享这一份

美好的祝福。活动虽小，但是意义非凡，既传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又倡导发扬了义仓“一勺

米”的公益服务志愿精神。 

上午 10 点，社区志愿者为老年人准备了腊八宴，同时为老年人普及居家疫情防控的常识，当提

到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时，社区老人毛奶奶说：“我很注重身体健康，特别在这个关键时期。生命在于

运动，我一年四季都要坚持打太极拳”。今年的腊八粥意义非凡，汇聚了“百家米”，温暖了邻里心。

其实，活动不在于吃什么，也不在于乐什么，真正在乎的是居民们能在一起热闹热闹，邻里的情谊得

到升华，归属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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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彭山区友仁公益发展协会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通与人民的“最后一公里”。彭山区友仁公益发展协会“暖冬行、

爱传递”，关爱困难群众一个不能少。1 月 17 日友仁公益发展协会党支部书记兼理事长袁福良、长

者事业发展部部长江淑容、物资管理部部长李红梅、监事长瞿应芳一行四人，携带由爱心商家和爱心

人士捐赠到“义仓”的爱心物资，前往留守儿童帅某某和困难家庭李某某家中进行探望。本次活动为

3个社区 5个困难家庭送去关爱。 

 

 

6.孝昌县志愿者联合会 

“今天出门，您忘戴口罩了吗？您把这个口罩戴上吧！” 1 月 17 日下午， 一群身穿黄马甲的

防疫劝导队孩子们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原来这是在孝昌县文明办、民政局和教育局的指导下，孝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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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联合会组织 19名公益小天使来到花园广场，开展防疫宣传暨文明劝导公益活动。下午一点钟，

孩子们早早的来到活动地点，大家整队站好，一起庄严的宣誓，孩子们虽然戴着口罩，但露出坚定的

眼神，相信今天的活动一定会很成功。志愿者考虑到参加活动的孩子相互都不怎么认识，就带着孩子

们开始了“破冰行动”，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互相认识。即使有一些孩子面对陌生人比较腼腆，但是在

志愿者老师和小朋友鼓励下，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着突破自我，主动跟陌生人打招呼。 

 

7.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 

为了全方位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到义仓服务计划的积极性，共同营造全民公益，奉献爱心的氛围。

2020 年 12 月 12 日下午，“汇聚邻里情，共建和谐社区”——龙洞街第十四届义集活动暨志愿者年

度表彰活动，于龙洞街中社社区文化体育广场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发起，广州市

社会工作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龙洞街社工服务站承办，中社社区居委会、爱心企业等公益单位对本

次义集活动大力支持。 

本次活动分为义演区、表彰区、义卖区三大区域。义演共有 6个节目，由社工服务站社区博雅学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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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学员以及心系慈善的社区培训机构参与演出，精彩绝伦的歌舞表演，点燃了现场 500 来名观众热

情，通过对优秀志愿者的嘉奖、爱心家庭卡和爱心义演卡的颁发，一是感谢他们为社区默默奉献的感

谢，二是激励了居民后续参与服务的信心。现场有 10 个爱心家庭企业进行义卖，各摊位物品琳琅满

目，精致的手工艺品、松软酥甜的蛋黄酥、闲置的玩偶和书籍、各类生活用品，吸引了大量居民围观

购买，热闹非凡。义集活动硕果累累，大部分义卖家庭/企业 100%捐出义卖所得资金，部分爱心家庭

还额外捐赠善款。除了义卖家庭/企业捐赠义卖所得资金，还有爱心居民现场捐赠善款。总计募捐到

2690.9元，义集义卖所得善款将于龙洞街社工服务站的公众号上及公示栏上公示。 

龙洞街社工服务站在此感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发起“防控战疫守护美好家园 脱贫攻坚共建暖心

社区”2020 年文化大篷车社区行暨第九届广东十大文明和谐社区示范活动；感谢广州市社会工作协

会等单位；中社社区居委会及龙洞街文化体育广场对本次义集活动的大力支持；感谢社区爱心义演队

伍；感谢社区爱心义卖家庭/企业；感谢社区每个献爱心居民朋友。有你们的参与，咱们社区才会变

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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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都高新区爱有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1年 1月 27日周三下午 2点，寒冬已至，航利物业中心联合高新区社会关爱援助中心、肖家

河街道社会关爱援助中心在航利园办公大楼前顺利开展“寒冬送温暖，爱心捐赠仪式”。本次微心愿

捐赠活动，以倡导、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公益活动,在园区营造扶危济困的良好氛围为目的。参加此次

活动的有航利物业中心、航利园区企业代表、肖家河街道办事处代表、高新区关爱援助中心、航利中

心党支部、肖家河街道社会关爱援助中心、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以及工作人员、社工、志愿者。 

活动开始前夕，园区制作了宣传栏和宣传单，购置小礼品。并在 2021 年 1 月 4 日起在园区摆

放宣传栏，向园区入驻企业发放了宣传单并派送小礼品。随后航利物业中心客服在园区范围内开展入

驻企业拜访，介绍活动的内容、筹集款项或物资等，截止 1 月 27 日之前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爱心物资

和现金价值共计近 5万元。 

本次扶贫捐赠活动对应了肖家河“一级中心、三级网络”的社会救助体系，明晰体制内外职能，

打通体制内外渠道，整合体制内外资源，充分整合政府现有救助政策，建立起政府救助与社会关爱援

助无缝衔接、困难群众需求得到及时响应的社会关爱援助工作体系，今天的活动将援助肖家河困难群

众的同时，倡导、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公益活动,在园区营造扶危济困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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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恩平市崇德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 

冬至佳节即将到来，为有效发挥党群义工的力量，拉近社区邻里之间的距离，共同营造良好的节

日氛围。12月 18日上午，大槐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携手大槐镇塘冲村委会开展“一勺米·邻里

爱·在冬至”——大槐镇党群志愿服务活动。“你好，邻居！今天在村委会开展‘一勺米·邻里爱·在

冬至’活动，将会制作汤圆，为社区中的困难群众送温暖。您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动吗？您可以赠送一

些面粉或者蔬菜类来为活动添爱心！”塘冲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吴慧媛身穿红色马甲，化身为党员义工

带领着辖区内的党群义工和社工穿梭在各村落募集煲汤圆食材，为活动增添来自社区群众更多的支持

与力量。所到之处的村民都积极回应上门募集的党群义工，十分乐意地拿出自己家里现有的一些适用

食材——白萝卜、葱、糯米粉等，慷慨地递到了义工们的手上。 

大家齐心协力，分工合作，从摘菜、配料、和面、搓汤圆、熬汤调味，到出锅、装盘、打包，每

个工序都有条不紊地进行。不一会儿，一碗碗热腾腾、爱意满满的汤圆就完成了，可以送去给困难群

众啦！党群义工们纷纷将爱心汤圆送至慰问对象家中，对象都十分高兴，其中 80 多岁的唐婆婆和郑

爷爷激动地接过了这意义非凡的汤圆后，连连向义工和赠送食材的邻居们表示感谢，并为本次活动点

赞！唐婆婆还说：“这是我今年的第一碗汤圆，它温暖了我的心啊！” 本次活动，不仅发挥了党员

义工的先锋模范作用，促进社区党群之间、邻里之间的联系与互助，还通过加入“你好，邻居”、“一

勺米·义集”的理念，进一步提升了社区的温度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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