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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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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在寒假春节期间，大部分站点积极响应

民政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寒假春节期间父母就地过年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通知》，联合

开展“有爱就是年”春节主题活动，让站点儿童过上了一个有趣、有爱、有陪伴的春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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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作、书法课、绘画课】

等常规活动，同时在特殊节点开展了【有爱就是年、喜迎新春、欢庆元宵】等主题性活动。本月

站点工作共计【261839】人次儿童受益，志愿者参与【13567】人次。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及

其他途径传播报道【1566】篇。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各省项目活动进展 

1、广东 

202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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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个站点，在【8】县共【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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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8】人次儿童受益，【43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85】篇媒体报道，其中含【38】

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589】人次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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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优质活动/图片】清远市东城社区儿童服务站-有爱就是年主题活动 

清远市东城社区儿童服务站-有爱就是年主题活动儿童展示成品 

 

2、宁夏 

2021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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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业活动、有爱就是年、欢庆元宵】等活动，

共各站累计提供【1060.5】时活动，【6184】人次儿童受益，【20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1】

篇媒体报道，其中含【7】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900】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宁夏善信社工儿童服务站-“迎新春 写对联”活动  

宁夏善信社工儿童服务站-“迎新春 写对联”活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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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辽宁 

2021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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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鉴赏、绘画、手工、读一本好书、爸爸妈妈

我想对你说、喜迎春节、记英语单词打卡、假期体育锻炼、我是小小设计师、趣味动物课、爱就

有年、牛年快乐、户外拓展、迎春写福字、欢乐生日会、中国硬笔书法课程】等活动，服务总时

长【1527.5】时；站点【6719】人次儿童受益，【314】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58】篇媒体报

道，其中含【16】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35039】人次阅读量。站点开展特色活动【83】次、

主题活动【80】 次、常规活动【237】次 

【优质活动/图片】东港新兴社区儿童服务站烘培课  

东港新兴社区儿童服务站—烘培课合影 

 

4.甘肃 

2021 年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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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故事分享、绘画、手工制作、书法

打卡、表演 、四点半课堂、周末影院、有爱就有年活动、迎新春联谊会】等活动，各站点共提供

【3041.21】时服务时长，【11051】人次儿童受益，【208】人次志愿者参与，发布【95】篇媒体

报道，其中含【82】篇微信推文，共有【6734】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民主社区儿童服务站-DIY手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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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区儿童服务站-DIY 手工活动现场 

5.黑龙江 

2021年 2月期间，【黑龙江】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正常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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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陪伴兴趣班、趣味英语、创意美工、

高效率学习训练、网上剪纸、“趣味音乐”、“小年送祝福”、爸爸妈妈我想对“您”说、奇思

妙想,我来画、线上家庭教育、线上小手工、线上生活实践、课后看护写作业、珠心算、写字课、

日常辅导、手工剪纸、益智数学、生活常识】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400】小时线上课程服务，

【3153】人次儿童受益，【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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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仁爱儿童服务站-欢欢喜喜迎新年活动 

孩子们开心的展示着自己家的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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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陕西 

202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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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业辅导、线上国学诵读、社会实践、

少儿英语、绘画、益智游戏、绘本故事、迎春节、闹元宵、 “强身健体，舞动青春”、保护环境、

安全教育】等活动，各站共累计提供【10892】时线上课程服务，【24727】人次儿童受益，【406】

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50】篇媒体报道，其中含【45】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9783】人

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新城区西三路壹心儿童服务站座谈会 

儿童服务站座谈会现场 

 

7.江西 

2021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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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就有年、火锅新年派对、剪纸、新年

习俗、闹元宵、下棋、跳绳、四点半课堂辅导作业、看书、画画】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5500】

时线上课程服务，【4221】人次儿童受益，【103】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43】篇媒体报道，

其中含【33】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4201】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德安县朝阳村儿童服务站音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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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给孩子们上“音阶课” 

 

8.吉林 

2021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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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共【6】个社区开展了【最美声音送给最美志愿者、在假期中锻炼成长、防疫小

知识】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667】时线上课程服务，【2744】人次儿童受益，【54】人次志

愿者参与。共发布【8】篇媒体报道，其中含【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912】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磐石市儿童服务站- 线上课堂“练字周”每天练字一小时 

孩子们正在练字中 

 

9.新疆 

2021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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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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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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时线下课程

服务，【4800】人次儿童受益，【126】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8】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4】

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250】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福星社区儿童服务站“小红军挎包”国学教育活动 

孩子们开心的展示拿到的“小红军挎包” 

 

10.河北 

2021 年 2 月期间，河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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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县共【9】个社区开展了【 趣学英语冬令营、绕口令大赛、有爱就

是年、线上共学】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633】时线上课程服务，【2212】人次儿童受益，【17】

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0】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5】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3504】人

次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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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活动/图片】张岗儿童服务站绕口令比赛 

孩子们在绕口令比赛上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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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川北+广西 45家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一起开展了【语文课、数学课、绘画课、音乐课、

英语课】等常规线上课业辅导活动；【趣味游戏、体育活动，“鼠你不易，牛转乾坤”新年游园

会、“周末影院”、故事汇】等主题活动；【绸带百合花、红烛梅花树】等特色活动。受益儿童

【27193】人次，志愿者【1420】人次，微信推文【123】篇，其他媒体传播【4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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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活动/图片】擂鼓儿童服务站“有爱就是年”活动/新川站点“鼠你不易、牛转乾坤”活动 

擂鼓儿童服务站孩子们大合照                    新川站点孩子在参与游园会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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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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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阅读、体育等常规活动；社区防疫知识科普、社区送福迎新年、社区用新春等特

色活动，有爱就是年、国学诵读、防疫知识科普等主题活动等；受益儿童【16338】人次，志愿者

【1564】人次，微信推文【76】篇；媒体报道【43】余次。 

【优质活动/图片】芬芳儿童服务站线上阅读打卡活动/长沟镇儿童服务站 “喜迎春节”活动 

芬芳儿童服务站孩子正在进行线上阅读打卡       长沟镇儿童服务站孩子们参与活动后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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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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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湖北 39 个执行站点开展了【312】次常规活动、【62】次主题活动和【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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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欢喜喜过

大年”等特色活动，“有爱就是年”“消防安全、人人有责”】等主题活动；受益儿童【13561】

人次，志愿者【944】人次，微信推文【70】篇；新闻媒体+政府报道【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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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澴西学校儿童服务站“画挂历”主题活动/ 新锣社区儿童服务站“消防安全、

人人有责”主题活动  

澴西学校儿童服务站孩子们展示挂历作品       新锣社区儿童服务站孩子正在学习如何使用灭火器 

 

14.湖南 

2021年 2月期间，共有【28】家社会组织运营 【28】个站点，开展了“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

进万家——猜灯谜到图书馆”、辞旧迎新把尘扫、心灵手巧迎福到、聪明伶俐猜灯谜、团团圆圆·粘

粘甜甜、中国传统节日---写春联送福字活动、“纸从哪里来”、“环保花灯庆元宵”等主题活动，

国际跳棋体验活动、有爱就是年、我是社区环卫小义工---环境保护志愿活动、“垃圾分类知识小

课堂”、爱护环境，守护母亲河——长江金沙滩垃圾清理】等特色活动，共计【514】场日常活动、

【84】主题活动、【45】特色活动，共提供【2986】小时服务时长，【13011】人次儿童受益，【269】

人次志愿者参与，【2618】人次间接受益。发布【49】篇微信推文，共有【2038】人次阅读量，

【15】篇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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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活动/图片】桔园社区儿童服务站指尖画沙活动/窑塘社区儿童服务站“心灵手巧迎福到”

活动 

桔园社区儿童服务站孩子们展示沙画作品              窑塘社区儿童服务站孩子们展示剪纸作品 

15.安徽 

2021年 2月期间，安徽省广善公益服务中心壹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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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半课堂、有爱就是年、垃圾分

类、元宵节活动、新冠游园会、家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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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阅读、观影等活动，共计 101场日常活动、42主题活动、35 特色活动，

共提供 1241小时服务时长，【5416】人次儿童受益，【521】人次志愿者参与，间接受益人次【6000】

人次。发布【67】篇微信推文，共有 4367人次阅读量，及【12】篇媒体报道。 

【优质活动/图片】柿园行政村儿童服务站“巧手做灯笼·欢乐闹元宵”活动/东桥社区儿童服务

站写福字活动  

柿园行政村儿童服务站孩子们展示制作完成的灯笼     东桥社区儿童服务站孩子们展示亲手写的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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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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河南省 13 个执行站点开展了【286】次常规活动、【22】次主题活动和【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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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7】人

次，志愿者【932】人次，微信推文【11】篇，自媒体报道【12】余次（中国人民日报——人民号、

今日头条、搜狐等）。 

【优质活动/图片】德馨苑社区儿童服务站“剪窗花讲故事”的迎新年主题活动/水岸印象社区儿

童服务站“轻松学英语”英语教学活动 

德馨苑社区儿童服务站孩子们展示自己剪的窗花      水岸印象社区儿童服务站老师正在鼓励孩子 

 

17.川南 

2021 年 2 月期间，壹基金儿童服务站【6】站点开展了【56】次常规活动，【20】次主题活

动，【6】次特色活动。累计受益儿童【2175】人次，志愿者参与【108】人次,微信公众号【11】

篇，自媒体【15】篇（快手、抖音等）。 

【优质活动/图片】民运村站点“欢欢喜喜迎新春，牛气冲天过大年”活动/高龙村站点常规绘画

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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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村站点孩子正在认真绘画中                 高龙村站点志愿者在陪伴一起画画 

 

 

18.云南 

2021年 2月期间，云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8】家社会组织运营【20】

个站点。2021年 2月期间开展了送温暖活动/学会感恩/防拐骗安全教育/作业辅导、音乐、绘画、

阅读/开发大脑勤于动手等活动，共【3845】人次儿童受益，【143】人次志愿者参与，发布【23】

篇微信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 河滨社区儿童服务站吹乒乓球比赛活动/ 清水社区儿童服务站日常辅导 

河滨社区儿童服务站孩子们正在玩吹乒乓球游戏      清水社区儿童服务站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辅导作业 

 

19.山西 

2021年 2月期间，山西 10个执行站点开展了【60】次常规活动、【19】次主题活动和【8】

次特色活动，主要以“阅读”、“手舞”、“衍纸”、“绘画”“棋艺”等常规活动；“快乐实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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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幸福成长”、“生日|陪伴”、“新年|礼物”、“剪纸剪字”、“小小新年新祝福”、“弘

扬京剧国粹，过有爱的中国年”“户外采风”等特色活动，“有爱就是年”、“新年愿望”、“把

爱带回家”、 “无春不人间  有爱就是年” 、“实践活动——新年来临我帮妈妈做家务”等主

题活动；受益儿童【2062】人次，志愿者【145】人次，微信推文【12】篇。 

【优质活动/图片】山西轮滑天龙儿童服务站“送福、送吉祥、送安康”主题活动/山西金三角天

龙儿童服务站“有爱就是年”主题活动 

山西轮滑天龙儿童服务站孩子正在写对联       金三角天龙儿童服务站孩子们展示找到的“宝藏” 

 

20.重庆 

重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05】家社会组织运营【160】个站点。2021

年 2 月期间，开展了【平安小课堂、科学实验室、社会心理支持、手工折纸、美术小课堂、集体

跳绳、周末影院、课业辅导、户外活动、趣味运动会】等活动，【80245】人次儿童受益，【5304】

人次志愿者参与，发布【311】篇传播报道。 

【优质活动/图片】桃花源社区儿童服务站“消防进社区·防患于未燃”冬日防火主题自护活动/

东城社区“迎新春·送温暖”系列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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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在认真地观察水油分离                      孩子们正在认真地制作灯笼中 

 

21、贵州 

2021 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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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场⽇常活动、【59】主题活动、【21】特⾊活动，共

提供 【1705】⼩时服务时⻓，【5670】⼈次⼉童受益，【208】⼈次志愿者参与。【253】⾃媒体

报道 （抖⾳、头条）。 

【优质活动/图片】黄平谷陇站点“中国画寿桃”活动 

          小朋友展示自己画的寿桃                      小朋友正在认真地学习写毛笔字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故事一     

 我叫小桃（化名），今年 10 岁，上小学四年级，我喜欢画画、喜欢做手工、喜欢玩游戏，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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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喜欢到儿童服务站参加各种活动……以前我们这里没有儿童服

务站，放学后及周末我和弟弟除了做作业，就是看手机来打发时

间。 

自从儿童服务站开放后，我和弟弟经常到这里来，这里有很

多小朋友，有很多的玩具，也有很多书可以阅读，这里的阿姨会

经常带着我们一起做手工、玩游戏、教我们下象棋、画画等等，

说起画画，这可是我的特长，儿童服务站的阿姨发现我画画比较

好，就邀请我“充当”小老师，教其他的小朋友，我也乐此不疲。 

以前我在家里做作业老是拖拉，经常被妈妈唠叨，自从有了儿童服务站，为了能多参加活动，

我总是早早的完成作业，现在妈妈都经常夸我勤快。在儿童服务站我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学

习很多新的知识，更开阔了我的视野，也锻炼了我的能力，我感觉我比以前更自信，更开朗了。 

  

故事二 心灵手巧女孩 

                                                     NO.602赤岗岭社区儿童服务站 

文文（化名）是一个 10 岁的女孩，文静又带着几分俏皮，喜欢动手做事，喜欢追着服务站老

师问很多生活上的问题，老师反问她，她总能蹦出神句子，让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她憋着自己不

笑，那样子很可爱。她特别喜欢到服务站来做手工活动，每次来服务站都会检查一下，服务站里

的小东小西是否散线了，玩具是否脏了，等等。然后征求服务站的老师们意见，是否需要整理，

小事情交给文文做，很放心。她现在是我们的核心志愿者。 

还记得她第一次来服务站参加活动，是同学带她来的，一进来，桌子上的手工作品吸引了她，

她问我们服务站的老师，这些手工作品，她也想做，问老师能不能发放些材料给她。当她拿到手

工材料的时候，她很开心，马上坐下来，认真的做起来，一步一步，有板有眼的，看起来小心翼

翼的弄着，动作又是那么的娴熟。后来，因为她临时有事，手工作品还没有做完，就先走了。临

走时，她对服务站的老师说，要帮她留着，改天她会再来做的，并整理好放在柜子里。过了几个

星期，她又来服务站了。她在柜子里找到自己上次没有做完的手工作品，很开心地做起来。慢慢

地，几乎每次有手工活动她都会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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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文文告诉服务站里的老师，她做的手工参加了学校的义卖，她想把义卖手工的钱捐

给我们机构的特困残障儿童。文文的爱心举动让服务站的老师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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