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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灾减灾-儿童平安计划 

一、项目整体工作 

（一）项目进展：2018年 6月，儿童平安训练营整体工作进展顺利，项目进展方面累计开展

【7】场训练营活动，活动累计参与人数共【2221】人次，共有【21】名志愿者参与其中。 

2018 年 6 月，儿童平安小课堂整体工作进展顺利，本月项目学校应急物资配送完毕，共 109个

校园应急箱和相应的应急物品，100套应急标识，1114套安全教育盒子，53967 个儿童应急包，

1463 件 T 恤和 1000 个旗帜，开展了 803节安全教育授课，40 场安全教育主题活动；开展 19 场教师

安全教育培训，开展 17 次儿童校园风险排查活动，累计参与人数儿童 13815人次，教师 956人次，

家长 141 人次，社会志愿者 144 人次。 

2018 年 6 月，儿童平安减灾示范校园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项目截至 6月底，完成校园安全

主题活动 14场；应急演练 14场；儿童风险排查 2场；安全教育课 405 课时；项目学校应急物资配

送完毕，共配送 14 套应急设备、2250 个校园应急包和 2250本减灾教育笔记本。 

（二）议题倡导：2018年 6月，儿童平安训练营项目通过发布微信文章 1篇。儿童平安小课堂

项目共通过伙伴自媒体平台发布微信文章 37 篇，邀请县级及以上主流媒体报道共计 24次。99公益

项目的伙伴共通过各宣传平台进行了 25次宣传。儿童平安减灾示范校园项目共通过发布微信文章 7

篇，伙伴发布微信文章 5篇。 

二、项目活动进展 

（一）儿童平安训练营 

1.雅安市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  

6 月 1 日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安全生产办公室联合主办，雅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雅安市广播电视台和雅化集团具体承办的雅安市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雅安万达广场顺利举行。壹

基金安全教育车应邀参加启动仪式，并在现场向市民普及地震安全知识，累计 91 名市民参与体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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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育车地震模拟活动。 

雅安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邹瑾在雅安市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上体验壹基金安全教育车 

2.儿童平安训练营在雅安 

受雅安市教育局邀请，自 5 月 20 日起儿童平安训练营将在雅安 8 个区县为减灾示范校园项目

学校开展活动，为雅安灾后农村小学带去寓教于乐的防灾减灾体验活动。目前项目累计在雅安范围

内开展项目活动 15 场，累计 4799人参与体验。训练营项目旨在提升儿童、家长和其他公众对儿童

安全教育的意识和能力。基于在城市社区和公共媒体上的倡导和宣传活动，加强针对儿童家长人群

的宣传倡导工作，并推动社会公众参与儿童安全教育。 

芦山县芦阳三小的学生在参加儿童平安训练营体验活动 

 

（二）儿童平安小课堂 

1.安全教育课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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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小课堂项目学校安全教育课授课 697 节课，99公益项目学校开展 136节安全教育课程。

其中遂川本月受到台风影响，饱受暴雨侵袭，提前给受灾区的学校进行《洪水与泥石流》的课程教

学，与灾害赛跑，提高学生的灾害知识和备灾自救的技能。 

图：新疆喀什地区的儿童平安小课堂项目学校在上交通安全和地震安全的课 

2. 减灾主题活动开展 

小课堂项目学校共开展 15次校园安全主题活动和演练，主要是校园安全演练和安全排查等活

动，参与学生共 2587人次。99项目学校开展 25 次安全主题活动，共 2389 人次参加。 

图：项目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粘贴校园安全标示 

3.教师安全教育培训 

小课堂项目学校组织了 13 场项目学校教师培训，共有 13 所学校的 203 名教师参加：99 项目学

校共举行 6 次学校教师培训，共 112 名教师参加。 

4.防灾减灾物资发放 

截止目前，儿童平安小课堂项目配套的物资包括：10 个项目县共 100个校园应急箱和相应的应

急物品，100套应急标识，1000 套安全教育盒子，50000个儿童应急包，1400件 T恤和 1000 个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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帜，99筹款项目根据筹款金额收到了相应的配备物资，共 9个校园应急箱和配套应急物品，114套

安全教育盒子，3967个儿童应急包，63件项目 T恤。  

5、儿童风险排查 

本月，项目学校中 17所学校组织儿童安全小组，带领小组的学生们共同参与到学校中安全建设

中来，以学生的视角进行校园的风险排查，有效的解决校园的安全隐患。 

（三）儿童平安减灾示范校园 

1.雅安减灾示范校园 

 2018 年 6 月 1 日，雅安市芦阳镇第二小学举行了“欢度六一”的庆典活动，为提升校园减灾

文化的氛围，学校将减灾主题活动作为庆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以往减灾主题活动“老师

讲、学生听”的开展形式，此次的活动都是由学生担任志愿讲解员，由他们对全校同学进行活动的

培训。 

2018 年 6 月 6 日，“雅安市减灾示范校园项目校园安全课题”结题会顺利召开，本次会议围绕

安全课题研究过程，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结题后的发展方向展开，来自 5个县区共 15位安全课题老

师参加。 

2．茂县减灾示范校园 

 2018 年 6 月 1 日，茂县沟口乡中心小学的老师们借“六一国际儿童节”给孩子们送去了一份节

日礼物—“安全自救互救技能体验嘉年华”，同时在当天邀请了家长到校共同参与和学习，为学生创

造家校共建的安全教育环境。 

茂县 6 所项目学校共授课 105 节安全教育课程,根据季节情况合理安排了地震/火灾/防溺水/交

通等专题进行授课，项目组在授课期间不定期进入校园根据课程开展，并与授课教师及学校其他老师

一起进行评课议课，促进安全教育课授课质量和效果的提升。项目给学校配备的应急物资共配送 6套

应急设备、751 个校园应急包和 751本减灾教育笔记本整理和分装后物资已于学校放假前前全部配送

到了学校。 

图：学生们通过防灾减灾主题活动学习如何使用千斤顶救人/制作担架运送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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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九寨沟减灾示范校园 

 6 月 5-8 日，黑河小学、第二小学分别以地震和火灾为主题对校园进行了儿童风险排查，绘制

了校园的风险资源图，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灾害意识。 

8 所项目学校开展了减灾主题活动，活动内容有：毛毯担架、千斤顶救援、应急灯制作等，通

过开展生动的主题活动，将灾害应对技巧融入到活动中，让孩子们在欢乐的学习环境理解灾害的基

本特征。 

九寨沟 8 所项目学校共授课 300 节安全教育课程,根据季节情况合理安排了地震/火灾/防溺水/

交通等专题进行授课，项目组在授课期间不定期进入校园根据课程开展，并与授课教师及学校其他老

师一起进行评课议课，促进安全教育课授课质量和效果的提升。 

6 月 6 日，九寨沟减灾示范校园项目的应急物资物资到货，共配送 8 套应急设备、1600 个校园

应急包和 1600 本减灾教育笔记本。 

图：学生们组成儿童安全小组，定期排查校园风险，并记录提交校长后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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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灾救灾 

1.项目进展总述 

2018 年 6 月，紧急救灾计划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响应 7场灾害，举办了 8场能力建设培训，共

有【4】个紧急救灾筹款项目，共筹款【513482.22】元。 

2.项目活动进展 

【紧急救灾项目】 

2018 年 6 月，壹基金在四川、江西、贵州、云南开展 7次紧急救灾行动。本月灾害响应总受益

人次达 20789 人次，儿童人数达 385人。发放物资包括：壹基金温暖包 350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678

个、大米 30504 公斤、食用油 9510升、折叠床 130张、冰露水 62784 瓶、睡袋 363 个、彩条布 37卷，

物资总金额 789224.2元。灾害响应行动概述如下： 

1.四川九寨沟 606 泥石流救援行动：6 月 6 日 22 点，九寨沟县郭元乡沟里村发生泥石流。

九寨沟县郭元乡沟里村全村 1576 人，200户 788人受灾，当地政府将受灾的 788 人分三地过渡安置。

本次行动回应当地需求，发放物资：大米 2000公斤、食用油 1000 升、睡袋 20个、壹基金温暖包 200

个，物资总金额 99200 元，总受益人次 1796 人次。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九寨沟县志愿者协会。 

救灾物资在北川备灾仓库装车完成                     物资在九寨沟郭元乡沟里村签收发放 

 

2、江西吉安 608 洪灾救援行动：受第 4 号台风“艾云尼”外围云系影响，江西省吉安遂川

县、泰和县、万安县、井冈山市等地出现大暴雨，造成部分乡镇交通中断、农田受淹、房屋受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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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遂川、泰和、万安等地灾情较重。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强降水过程导致部分地区受灾，较重的有

遂川县、井冈山市、万安县、泰和县、永新县。吉安市约 2.41 万亩农田受淹，遂川、泰和、井冈山、

万安等地 11.89 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 3.27 亿元。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灾情信息，江西公益联合

救灾网络选择了吉安市遂川县、泰和县和万安县三个县开展工作。本次行动回应当地需求，发放物资：

冰露水 62784 瓶、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171 个，大米 1710 公斤，食用油 855升，物资总金额 145719元，

总受益人次 7283人次。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遂川志愿者协会、遂川县红十字会、万安县

韶口乡守望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中心、泰和爱心协会、万安县志愿者协会。 

灾后高陂镇沔坑村的颓垣败瓦                                整齐装好救灾物资 

 

3.云南景谷 621泥石流救援行动：6 月 20-21 日，凤山镇突降暴雨。凤山镇集镇出现大到暴雨

天气，降水量为 85 毫米。10点 40 左右，凤山镇平寨村那肖田村民小组发生泥石流灾害，共造成该村

民小组 37 户 166人不同程度受灾。紧急转移安置人员 97人，灾害造成经济损失约 893余万元。经过

灾情调研和需求评估，在昆明招商物流仓库紧急启动灾急送，发放物资：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37 个、

壹基金温暖包 85个、睡袋 74 个、彩条布 37卷、大米 1850公斤和食用油 185升，物资总金额 77630.2

元，总受益人次 825人次。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云南众益志愿者服务中心。 



 
 

9 
 

                  灾后一片泥泞                                救灾伙伴给孩子们讲解壹基金温暖包内物品 

 

4、云南宣威杨柳镇 622泥石流救援行动：6 月 22日上午 9时 20分，宣威市杨柳镇杨柳村龙坪

子地质灾害点发生山体滑坡，滑坡量约 150万方，滑坡位移 290 余米，断面 900 余平方米，滑坡造成

1 人死亡，62 户 253人受灾，200余间 9800余平方米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约 2200万元。

第二天持续降雨，经地质和气象专家评估，滑坡体仍在移动，灾害风险依然存在，后又动员 60 余户

200余人暂时转移搬迁至安全地带的安置点。经过灾情和需求评估，在昆明招商物流仓库紧急启动灾

急送，共发放物资：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62个、壹基金温暖包 35 个、折叠床 120 张、睡袋 124个和食

用油 130 升，物资总金额 69945 元，总受益人次 783 人次。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云南众益志愿者服务中心、宣威市益博公益发展中心。 

杨柳村滑坡点                                      招商物流启动“灾急送”，驰援杨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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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贵州黔南州三都县 622 洪灾救援行动：6 月 20 日至 22 日，三都县境内持续降雨，局地遭受

洪涝灾害。6月 22 日 8 时 28 分，三都县普安镇降雨已达到 162毫米以上，达到最大级别降雨。普安

镇交梨社区与大河镇交然村达到暴雨级别，三都县气象台将蓝色预警提升至红色预警，由于持续强降

雨中的特大暴雨站都出现在三都普安镇，22日上午 10 时，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在收到州民政局的灾情信息后，贵州伙伴第一时间向壹基金贵州联合救援网络秘书处汇报，并向

三都县民政局进一步了解灾情。得到具体灾情信息后，再次上报秘书处，经秘书处研判，决定启动救

灾。22 日下午 18时，在州民政局备案后，执行伙伴正式开始对三都县普安镇洪涝灾害救援工作。经

过灾情和需求评估，共发放物资：大米 15450 公斤，食用油 6180升，物资总金额 145230 元，总受益

人次 4944 人次。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六盘水义工联合会、贵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黔南州尚善公益协会。 

洪水过后，一片狼藉                                    伙伴在做发放物资的准备 

5.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 622洪灾救援行动：19 日以来，黔东南州清水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出

现一轮强降雨过程，21日至 22 日降雨强度加大，强降雨导致凯里、天柱、麻江、剑河、三穗、台江、

黎平、锦屏、榕江、雷山、丹寨等 11县市不同程度受灾。根据相关县民政部门统计，截至 6 月 22 日

17时，强降雨造成全州 137499 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 3441 人，需紧急生活救助 153人，需过渡期生

活救助 3140 人，1 人死亡，4 人受伤（死亡受伤均为麻江县贤昌镇人）。灾害发生后，壹基金联合救

灾贵州网络伙伴青鸟助学会立即与贵州联合救援沟通协调，并派出观察员向伟、张贵平前往贤昌镇了

解情况，专岗卢少鹏到贤昌镇 6 个村进行现场评估调研。 

经过灾情和需求评估，共发放物资：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365 个，大米 3650 公斤。总价 15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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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总受益人次 2920人次。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贵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贵阳市众益志愿者服务发展中心、黔东南州

青鸟助学会、黔东南州青鸟助学会麻江分会。 

      房屋受到洪水、山泥夹击                                  发放物资场，村民们有序接收物资       

 

6、四川乐山夹江 626洪灾救援行动：持续降雨造成乐山夹江部分水稻、玉米、蔬菜等作物和林

木吹倒、部份基础受损，部份房屋受损。造成 17 乡镇 118 个村 12240人受灾，需救助 2101人，紧急

转移分散安置 1425 人，农作物受灾 367.96 公顷、受灾成灾 197.27 公顷、绝收 26.33 公顷。农户房

屋倒塌 1 户 2 间、严重损坏 1 户 4 间、一般损坏 102 间 78 户，部分房屋内涝，直接经济损失 955.49

万元（农业损失 362.97万元、基础损失 483万

元、家庭损失 109.52万元）。灾情最严重为麻

柳，歇马，华头，龙沱四个乡镇。 

经过灾情和需求评估，共发放物资：大米

5800 公斤，食用油 1160 升，睡袋 145 个，壹

基金温暖包 65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43 个，

折叠床 10 张。总价 96375元，总受益人次 2238

人次。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四川原点公益慈善

中心、乐山善诚志愿者协会                          路断了，志愿者把物资背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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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伙伴能力建设项目 

2018 年 5 月 15 号，壹基金联合救灾网络发展项目 2018 年交流会在四川雅安举办。来自备灾救

灾部、儿童关怀与发展部项目官员回顾了壹基金 2017 年公益项目成果。来自联合救灾、儿童关怀与

发展、联合公益三大议题领域的 29 个伙伴网络代表针对联合筹款、公益网络发展和公益网络支持等

议题进行讨论，得出更明确的网络发展方向。 

 

 

 

 

 

 

 

 

 

 

2018 年 6 月，壹基金联合救灾伙伴——湖北、吉林、辽宁、陕西、山西和重庆共 6省（市）开

展了 8次能力建设活动，活动类型涉及了灾害管理、项目管理、组织治理、财务管理、传播和网络发

展等多个领域，共有 129 家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参与；435 人次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参与。

部分活动信息如下： 

（1）湖北省伙伴能力建设 

6 月 23日至 24 日，湖北省 2018 年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第一期鄂西地区能力建设沙龙在宜昌宜

都举行，来自宜昌，恩施，神农架，十堰 20 余名伙伴参与。会议的主要涵盖联合救灾项目、壹基金

温暖包项目、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壹基金平安小课堂等项目及腾讯平台 2018 年筹款新规。而且

通过此次会议，新招募伙伴加入到壹基金项目网络中来，让属地伙伴更加快速的解决当地灾害以及应

对措施，提高伙伴的灾害管理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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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吉林省伙伴能力建设 

6 月 11 日至 13 日，由长春市广益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主办的壹基金联合救灾吉林网络能力建设

培训在松原市举行，来自全省 15 家机构、40 名成员参加本次能力建设培训。在为期 3 天的培训中，

吉林网络制定了 2018 年灾害回应机制。另外，壹基金项目介绍、筹款、灾害机制、义仓项目介绍、

网络发展、机构发展、99 公益日计划也是本次活动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三天的培训和讨论，提

升了伙伴的综合能力，伙伴可以清楚制定出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且根据方向的制定来制定相应的

项目。 

 

 

（3）辽宁省伙伴能力建设 

为了提升辽宁联合救灾的灾害应对能力、项目执行能力，以及更好地促进项目伙伴之间的沟通

与交流。6 月 3日至 7 日，辽宁公益联盟参与了以社会力量救灾培训为主题的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培训

暨桌面推演总结；另外，在 6 月 3 日至 26 日期间，辽宁网络协调机构走访了大连、丹东、朝阳等省

内的地州伙伴，与伙伴讨论网络发展、灾害响应等议题。 

 

（4）陕西省伙伴能力建设 

6 月 21 日至 22 日，由汉中市民政局搭建平台，多部门参与，汉中市社会组织能建会议顺利举

办。全市 9 县 2 区民政主管领导带领本区县社会组织共 70 人共同参与推动社会组织治理、财务管理、

网络众筹、防灾减灾等本地公益发展核心议题。会上，陕西民间公益行动联盟内的伙伴就联合救灾陕

西网络机制、壹基金温暖包项目介绍、筹款项目设计与实操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展开深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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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由壹基金联合救灾陕西网络协调，延安爱心协会承办的壹基金联合救灾陕西

网络项目-延安-榆林地区沙龙在延安举行。来自延安地区和榆林地区的 27 家公益组织共 40

余人共同参与讨论、推动延安地区联合救灾网络平台搭建、网络众筹、防灾减灾等本地核心议

题。通过本次能力建设活动，伙伴们表示对筹资、项目管理和防灾减灾方面有很大的收货，未

来会继续努力，共同促进陕西公益事业的发展。 

 

 

（5）山西省伙伴能力建设 

为提高救援队的应急能力，山西天龙救援队于 6 月 23 日至 24 日开展了 2018 年救援队联合训

练考核。来自大同、吕梁、寿阳、太谷、祁县支分队以及总队搜救大队、K9 中队的 30余名队员，参

加了这次以“建筑物坍塌救援技术”和“绳索救援技术”两项科目的联合训练和应急演练。这次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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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了灾害发生时具体的救灾流程，明确了各部门分工，提高了救援队队员们在陌生环境中迅速组合

协作，增强整体的团队凝聚力、执行力和行动能力。 

6 月 30 日，举办了应急演练总结大会。伙伴们通过学习，掌握壹基金中小型灾害救灾流

程以及环球计划的基础知识。并结合经典案例，分小组进行桌面推演，最后完成应急预案。这

次会议总结了应急演练中的经验，规避失误，初步建立起山西网络应急机制。 

 

 

 

 

 

 

 

 

（6）重庆市伙伴能力建设 

2018 年 6 月 23 日-24日，针对前期经过面试选拔出来的减防灾骨干志愿者，在重庆市青年社会

组织孵化基地组织减防灾骨干培训营，为 63 名骨干志愿者开展重庆伙伴 V-100 减防灾骨干志愿者培

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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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灾后重建 

1.重建学校项目进展  

目前，抗震减灾示范学校都已建成，正常使用。 

2.14 所乡村幼儿园项目进展   

    6 月份 10 所幼儿园（河西、唐家、大川、团结、草科、新场、烟竹、民建、石龙、碧峰峡）建设

项目正常使用，审计阶段，工程结项工作, 尾款支付；2所幼儿园（永和乡基础施工完成，基础回填

完成，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乌斯河消防审批完成，施工正常，主体施工完成，下一步场平及装修施工）；

2 所幼儿园（大坪乡审图已完成，清单预算及招标控制价编制完成，准备招标资料；枣林前期开工手

续办理完毕，审图工作完成，清单预算及招标控制价编制完成，准备招标资料）。 

 

   乌斯河主体验收 1                                         乌斯河主体验收 2 

 

3、安全农家项目 

1)雅安 

2018 年 6 月, 安全农家二期项目的 5 家社会组织分别在 5 个乡镇的 20 个项目点开展应急演练、

宣传等主题活动 19 次，包括地质灾害隐患点应急演练 6次，直接受益 8645 人次；完成项目评估问卷

发放回收 320 份，完善并制定家庭-灾害隐患点-社区预案图，并陆续安装和发放到各项目点。 

近期雅安市全市范围内暴雨频发，安全农家一二期项目点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都积极发挥主体作

用，进行了 90 次灾害隐患点巡逻工作，累计 626 人次参与。雨城区多营镇陆王村和大深溪村的社区

志愿者救援队还协助政府分别组织灾害隐患点农户疏散转移，共转移 24 户 106 人，所幸目前 2 处主

要隐患点均未发生险情。石棉县安顺乡麂子坪村在 6 月 28 日遭遇泥石流和塌方，泥石流方量估计达

到 4 万方，冲毁公路 800 米，饮用水管道 950 米，电杆受损 20 根，冲毁土地 5 亩。所幸该村社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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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救援队在 6月 28日接到预警信息的时候就已经及时疏散转移群众 220 人，无人员伤亡。 

 

6 月，芦山县友好家园协助双石镇双河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综合应急演练活动（左图），

至此完成了双石镇 4个项目点所有的减灾主题活动执行；他们还协助各社区完成了应急预案的制作

宣传（右图为家庭应急预案上墙）。近期的暴雨天气中，双石镇 4 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坚持每天安排

队员巡护灾害隐患点，累计巡护 80多次，为社区灾害预防充分发挥了主体作用。 

 

雨城区普乐同行青年公益服务中心协助雨城区南二路社区的志愿者救援队以大院为单位开展应

急演练活动，包括桌面推演、疏散、搜救、院前医疗、消防、演练总结等多环节（如下图）。这次演练

活动是安全农家项目在城市社区开展的一次探索。 

雨城区多营镇大深溪村因 420芦山地震造成较严重的地质灾害隐患，全村多数村民由政府统一协

调，异地安置在多营镇福星苑小区。由于大家都是第一次住进小区高楼，很多人一时难以适应小区生

活，电动车随意拉线充电、车辆随意停放等问题造成小区火灾隐患较为严重。雨城区普乐同行青年公

益服务中心协助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与市消防局联合在小区开展了消防宣传和演练活动（如上图）。 

 

雅安市雅义公益的小伙伴协助芦山县大川镇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大川镇中心校开展了“社区+

学校”联合减灾主题活动，通过参与式体验活动的方式，由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给部分学生开展无

菌手套穿戴、紧急包扎、担架制作、灭火体验、骨折固定等减灾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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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城区青年公益的小伙伴在石棉县迎政乡新民村，邀请石棉县消防局的官兵，为该村社区志愿

者救援队开展消防加强培训，并结合社区微型消防站的物资开展消防演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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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雨城区青年公益的小伙伴还在石棉县迎政乡的其它 3个项目点协助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

展了应急演练等减灾主题活动。 

 

 

6 月 16 日，宝兴县的一名牧民在与芦山县大川镇交界的山上放牧失踪，雨城区大川镇杨开村的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接到消息协助镇派出所民警开展搜救工作，经过 75 公里行程，其中徒步 32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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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援队员的共同努力下，于 2018年 6月 18 日下午 5 点 40分，安全的将遇难者的遗体送回家中。 

 

另外，6月 29日凌晨，安顺乡浦江暴雨，小水河流域雨量达到 70毫米以上，通往麂子坪公路

多处塌方。梅家沟、镇龙电站外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通往麂子坪村公路严重损毁短刀，村民用

电、饮水设施受损。初步统计，泥石流方量估计达到 4 万方，冲毁公路 800 米，饮用水管道 950 米，

电杆受损 20根，冲毁土地 5亩。所幸早在 6月 28 日下午 4 点，安顺乡就接到了石棉县国土资源局和

石棉县气象局联合发布的预警信息。当晚，因麂子坪 1、2、3、4、5 组及小水工业集中区蜀宁硅业公

司区域雨量不断扩大，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麂子坪村社区志愿者已经组织转移麂子坪村群众 208

余人，安全转移蜀宁硅业企业员工 12 人，所以未造成人员伤亡。 

 

2)鲁甸 

6 月九寨沟安全农家项目主要工作是，4 家执行社会组织在九寨沟县 16个社区（村）展开了基线

调研。基线调研内容包含：乡镇政府部门对接，村两委对接，入户走访，访谈调查，灾害隐患点勘察，

灾害历史调查，收集项目执行过程中必要的信息，并充分的了解项目落实村。同时，也积极的对九寨

沟安全农家项目工作站进行筹备。截止 6 月 30日，九寨沟-茂县安全农家项目执行机构 6 家，协调机

构 1 家，项目乡镇 6 个合计 22 个项目村。项目执行人员总数 22 人，参与志愿者人数 22 人，集中培

训次数 2 次培训执行人员 36 人次，主题活动次数 3次（非正式），社区救援队队 6 只，社区救援队队

员人数 93 人，统计灾害隐患点数 105 个，执行人员演练次数 1 次，走访户数 212 户，访谈人数 335

人，拜访村委次数 137 次，在村天数 150 天，拜访镇政府次数 47。 

4.雅安本土社会组织能力提升项目 

6 月，雅安本土社会组织能力提升二期项目完成了本期项目案例集的最终修订，该项目进入结项

状态。 

5.鲁甸塑胶跑道项目 

鲁甸鸭子塘小学塑胶跑道项目全部完工。 

6.成都-壹基金青少年与未来防灾体验馆项目 

项目总体进度: 

1）整改土建竣工验收时发现的问题。并对发现的新问题进行第二轮整改。 装饰装修和软件制作

进入初审和修改阶段。 

2）督促各施工专业整改落实，跟进项目组地震台验收流程及标准制定，展示工程合同进度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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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间倒排，配合施工进度协调，跟进项目组软件验收流程及标准制定，签署保洁补充协议，支付首

款。 

7.雅安市灾后重建幼儿园能力建设项目 

1）北京圃蕾社工项目组和壹基金项目组进行了见面沟通。双方对前期问题进行回顾和梳理，对

后期工作进度和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规划和深度交流。 

2）6 月 9-11 日开始实施了为期 3 天的项目教师和管理者提升培训和入园督导。 完成第二期能

力提升建设培训工作。 

 

8.九寨沟项目进展 

1）九寨沟地震灾区工匠培训项目，项目活动完成，6 月准备结项资料。 

2）九寨沟安全农家项目，  

白河乡工作进展：6月，九寨沟安全农家白河乡项目分别在四个项目村展开工作，并对各村灾害

隐患点进行实地考察，入户问卷调查以及社区动员等；2018 年 6 月 4 日在白河乡王娜副乡长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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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组织各村书记在乡政府进行安全农家项目本乡四个项目村进行整体对接，由安全农家项目工作

人员介绍项目实施内容，并确定逐村走访调研时间以及明确各村对接人。018 年 6 月 6日在太平村民

兵连长的带领下，对该村进行实地走访，了解村分布地理状况，人群分布，以及村概况做了近一步了

解，并实地走访了 3 个灾害隐患点；2018 年 6 月 7 日在芝麻家村书记班友全的带领下了解该村的基

本信息，村地理特征以及对该村两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实际走访；2018年 6月 11 日在村书记，主任

的带领下对该村搬迁地不稳定斜坡做了实地考察，并具体了解村概况；2018 年 6 月 12日在村书记和

妇女主任的带领下，对该村地理环境以及村概况进行了基础了解，并走访该村 2 组三个隐患点。该村

两组相隔甚远；2018 年 6 月 21 下午 2点，与燕子桠村郭主任针对问卷调查的内容以及填写的真实性

做了交谈，并入户走访问卷。 

  

漳扎镇工作进展：九寨沟玛尼石班凤梅及倪凯丰驻扎在九寨沟县城，前期通过漳扎镇书记敖晓勇

的积极对接，下到各个村庄及社区，进行初步走访，大概了解了（牙扎村，牙屯村。甘海子村，隆康

社区）的一些基本信息， 

双河镇工作进展：6月，安全农家九寨沟项目分别在 4个项目社区开展了 1 次前期走访调研活动，

走访调研和问卷调研 80 余户，查看灾害隐患点 10 处。2018 年 6 月下旬，项目工作人员根据 6 月上

旬走访调研的情况，撰写走访记录 5份，走访调研报告 1 份，月中总结 1 份，月度总结和下月工作计

划 1 份，优选故事 2个，项目传播 1 次，项目建议书初稿完成。 

陵江乡工作进展：6月，安全农家凌江乡项目分别在七里村、河口村、羌活乡、大叶子村 4 个项

目村开展了项目前期走访调研、和乡政府召开项目通气会以及问卷调查访谈工作，问卷调查完成两个

村 30 份。 

 

9.茂县泥石流灾后项目 

(1)茂县安全农家项目： 

茂县安全农家项目分别在黑虎乡和太平镇两个乡镇开展，由成都益众、成都美锦两家社会组织执

行。成都益众执行太平镇安全农家项目，成都美锦执行黑虎乡安全农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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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虎乡工作进展：6月，安全农家茂县项目在黑虎乡开展了一次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成立大会，

参与活动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 20 人次以上，受益群众 26 人次（如下图）。 

 

太平镇工作进展：6月，1次各村志愿者救援队队员信息登记；4次下乡与乡镇沟通确定启动大会

的时间；4次村委交流与协商启动大会的时间，以确保各村能准时准量的参与大会；1 次物资的接收、

搬运、分类、装箱和清点；1 次物资运输下乡；1 次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成立大会；1 次物资捐赠仪式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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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儿童关怀与发展 

海洋天堂 

一、项目活动进展 

1. 家长加油站：全国家长组织在 7 月开展了 51 场针对家长的培训，共 2693名家长参与并受益，开

展 68 场亲子活动，2344 名儿童及家长参与。 

此外，6 月 23日-24 日，全国守望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联盟“共商.共建.共享”主题研讨会在兰

州举办。来自全国 33个省、自治区的 94 家家长组织参与研讨会。 

 

 

 

 

 

 

 

                               云南暖心家长互助会活动现场 

 

2. 罕见病网络：罕见病枢纽组织罕见病发展中心联合抖音、今

日头条、CM 公益传播、你并不孤单 FSHD关爱中心，发起“橙

子微笑”挑战，旨在提高公众对面肩肱型肌营养不良症

（FSHD）的认识，呼吁大家关注、支持他们。邓亚萍、关晓

彤等公众人物参与挑战，共有近 4万人参与挑战。 

 

 

净水计划 

（一）项目总体情况 

1.项目进展总述：2018 年 6 月，常规项目县甘肃通渭县、甘肃庄浪县、甘肃华池县、陕西富平

县、陕西子洲县、陕西吴堡县、吉林通榆县、四川盐源县提交水质检测报告，审核无误六家，剩余两

家按照项目要求进行重新检测。月内陕西吴堡设备发货 6 台，其他地区净水设备及水杯无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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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经过往年项目点回访，向往年项目点发货净水设备 11 台。 

其他各项目县时值学校放假正在进行水质检测活动。 

（二）项目活动进展 

1.2018 年项目县伙伴陆续进行项目学校走访、项目县间学习等工作 

1）嫩江县阳光公益志愿者协会开始水检。 

目前选点工作已经完成，6 月 12 日开始，对选点校水质检测现已全面展开。 

黑龙江嫩江伙伴推送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ZZLjF4zOOhbeQrGqFqxZQ 

2）云南昭通市海星行动开展项目培训、调研。 

6 月 14日上午，“2018 年壹基金净水计划昭通市大关县培训会”在大关县翠华镇中心完小五楼会

议室举行，云南昭通市海星行动伙伴对区域内备选项目学校开展了实地走访，调研了学校目前的用水

环境，及净水设备安装条件。 

云南昭通伙伴推送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W15mMQ3jzKti-Ys23zdS5Q 

3）湖北孝昌县志愿者联合会进行水检。 

6 月 19日下午，孝昌县志愿者联合会的志愿者，带着水壶等设备，走进百合小学、澴西学校、陡

山中心小学、刘店小学、全洲小学、关王小学、花园镇二小、花园镇镇中小学部、八一学校、晏河小

学 10 所小学，对这些小学的生活原水进行采集取样，送孝昌县卫计监督疾控检测部门进行权威检测，

此举，标志着壹基金净水计划在孝昌县，己进入具体施实阶段。 

湖北孝昌伙伴推送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EhqqOgecyaZkcjrS0x01IQ 

4)吉林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进行水电安装。 

   2018 年 6 月 30 日，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伙伴进行壹基金净水计划前期工程水电安装。 

吉林通榆伙伴推送文章： 

https://www.meipian.cn/1fg6cbfa?share_depth=4 

2.往年项目点回访工作继续开展。 

6 月，经过往年项目点回访，向往年项目学校发货净水设备 11 台，覆盖 9省 11 所项目学校。 

https://mp.weixin.qq.com/s/-ZZLjF4zOOhbeQrGqFqxZQ
https://mp.weixin.qq.com/s/EhqqOgecyaZkcjrS0x01IQ
https://www.meipian.cn/1fg6cbfa?share_dept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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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疆扶贫与净水计划各方代表对净水设备供应商工厂进行了走访。 

6 月 21日，新疆扶贫与净水计划各方代表对净水设备供应商工厂进行了走访。了解了设备生产

状况，并对如何进一步服务好项目地区开展了座谈。 

工厂走访记录 

 

洗手计划 

1.项目进展总述 

（1）目前除四川南充、重庆九龙坡两区县外，剩余甘肃、贵州、陕西、云南、安徽、江西、辽宁、

吉林、新疆 9 地的硬件已收货。 

（2）YANG DESIGN 设计师团队已开始确定设计稿，准备进入样品制作阶段。 

2.项目活动进展 

（1）九个项目县已收货：江西遂川县、安徽埇桥区已经安装完毕使用一段时间；陕西富平县、甘

肃庄浪县已收到洗手台并安装。新疆疏附县、云南弥渡县、贵州修文县、吉林洮南市、辽宁喀左县已

经收货。 

宿州伙伴推送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AQO5DgnghUcl6YoHe6PRgA 

https://mp.weixin.qq.com/s/tfd7ijrFd-1MR_8GzZ-LFQ 

https://mp.weixin.qq.com/s/AQO5DgnghUcl6YoHe6PRgA
https://mp.weixin.qq.com/s/tfd7ijrFd-1MR_8GzZ-L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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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排伙伴新学期开学后开展软件课堂工作。 

2. YANG DESIGN设计师团队已开始确定设计稿，准备进入样品制作阶段。 

 

壹乐园 

【壹乐园·音乐教室&运动汇】 

（一）项目总体情况 

【壹乐园·音乐教室&运动汇】 

2018 年 6 月期间，壹乐园音乐教室&运动汇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 33 家伙伴机构，共有

【240】名教师/志愿者参与，【26153】名儿童受益，共【14】篇项目组及伙伴机构微信推文。 

（二）项目活动进展 

1.壹乐园·音乐教室 

（1）新疆阿克陶县伙伴举行项目座谈会及音乐培训 

新疆阿克陶县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按计划顺利推进。5 月 29日壹基金省级协调机构新疆志愿公益

救援联盟杨军、专岗李海瑞、殷嘉与阿克陶县教育局叶局长、于主席等四人及项目执行人庞奇共同召

开了项目座谈会，就项目的开展进行了深入到探讨，达成了进一步的共识，取得了提高和扩展延伸。

5月 30-31 日组织阿克陶县四名音乐教师参加在喀什举行的由国际著名指挥家张智真博士主讲的合唱

音乐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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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疆察布查尔县物资到货 

目前新疆察布查尔县音乐教室的物料已经陆续开始到货了，已经确定备好了县内集中收货和转运

的仓库，伙伴也做好了充分的接收和验收工作，待所有物资全部抵达后，将举办 2018 年壹基金壹乐

园·音乐教室新疆察布查尔县项目点物资发放仪式。 

 

 

 

 

 

 

（3）辽宁喀左县举行六一活动 

2018 年 6 月期间，壹乐园音乐教室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喀左县中小学幼儿园校园文化艺术节暨

“炫彩青春 艺韵飞扬”艺术展演隆重开幕，艺术节最后评出优秀节目一等奖及优秀节目组织奖！喀

左县电视台对活动进行了采访与录像，利州扶贫发布微信公众平台对活动进行传播，并邀请喀左日报

记者针对活动进行报道。 

（4）云南陆良县分发音乐教室器材，顺利召开项目推进会 

6 月 19 日，昆明虫虫爱心联盟和陆良县教育局举办了 2018 年壹基金壹乐园·音乐教室云南省陆

良县项目点物资发放仪式。清点了所有物资，然后对陆良的 8 所项目学校逐一分发。分装物资现场井

然有序，老师们热情高涨。6 月 21日，云南省陆良县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推进会顺利召开。教育局

的肖局长首先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表达了对壹基金的感谢之情，接着对后期工作做出了指示：认真落

实音乐教师培训、音乐教室的安装、管理与维护工作，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发挥音乐教室的功能。

然后，昆明虫虫爱心联盟的蔡秋琳详细介绍了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接着，各校点校长、老师对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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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的地方提出问题。最后，由执行机构的赖俞均、蒋岩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回复。 

 

 

 

 

 

 

 

 

 

 

2.壹乐园·运动汇 

（1）广东惠州博罗县签收体育包，开展新力-惠州壹乐园启动仪式 

6 月 4 日，博罗 8 所项目学校的体育包到达博罗县杨侨镇石岗岭小学，各学校收到通知后迅速派

车前往拿取或快递寄送至相关学校。6月 12日，团县委副书记黄惠兰、湖镇镇党委委员黄碧萍、湖镇

镇团委书记胡眉，新力公益基金会项

目代表和志愿者、惠州市志愿者联合

会工作人员、英德市亮石志愿者协会

工作人员、湖镇显岗小学师生代表共

86 人参加仪式。志愿者们在雨中安

装了壹乐园多动脑运动场，显岗小学

的杨老师运用培训学到的壹乐园教

学方法和理念，通过室内小游戏的形

式，寓教于乐，让孩子们、老师们及

志愿者们同游戏、同分享。 

 

（2）江油运动汇体育教师培训，器材包到货 

2018 年 6 月期间，江油是壹乐园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6 月 1 日-3 日，江油市 8 所项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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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 名体育教师和教体局体育教研员参加 2018 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体育教师培训。2018 年 6

月 5 日，第一批体育器材包运输至江油市，执行机构及时将该批物资送至各个项目学校。 

 

 

 

 

 

 

 

 

（3）九寨沟灾后-松潘县参加运动汇体育教师培训 

2018 年 6 月 1 日至 6月 3日，松潘县 11 所学校在绵阳科学城参加了 2018年壹乐园·运动汇全国

教师培训。松潘县 11 所学校的体育老师和县教育局李股长共同参加培训，老师们很容易接受这次培

训内容。因为培训的方式不死板，教学讲解和体育游戏相结合，寓教于乐。体育老师很少参加培训，

老师们期待下次培训。 

 

 

 

 

 

 

 

（4）辽宁本溪开展执行能力网络培训 

2018 年 6 月期间，壹乐园整体工作进展顺利，为了使多功能运动场项目顺利实施，保质保量完成

工作任务，提升本溪地区儿童关怀与发展项目的执行能力，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儿童，本溪弘益社会工

作发展中心对于前期培训的内容进行回顾和答志愿者问。 

（5）云南禄丰县伙伴实地走访及参训安排 

2018 年 6 月 13-15 日武定正心项目专职熊正刚，禄丰县在地协助项目专职马红英一同到禄丰县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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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学校再次开展项目访点，访点期间项目专职将假期项目学校前往昆明参加培训体育教师在禄丰县教

育局协助下完成安排。 

（6）云南宣威县器材包进校园，对接教师培训事宜 

2018 年 6 月，云南省宣威市壹乐园·多功能运动场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本月项目执行机构宣

威市益博公益发展中心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1.接收多功能运动场先期到货的运动器材包，并走访一

部分学校查看场地准备情况，为 2 个学校送去运动器材包。2018年 6月中旬，伙伴组织志愿者一起为

海岱镇鼠场完小和格宜镇启文完小送去多功能运动场运动器材包，并实地查看了多功能运动场实施场

地的修缮情况；2.接到项目组关于教师培训的通知后，伙伴及时与学校进行初步对接，跟学校联系预

告知培训时间、地点等初步安排事宜，与项目学校进行沟通。 

（7）重庆垫江壹乐园运动汇配套体育器材分发 

为了尽快让体育教师们通过进阶培训后积极开展授课活动，重庆项目执行机构研究决定运动汇配

套体育器材到货后在一天之内分发给 8所项目学校，让体育教师们能第一时间把培训学到的东西传递

给小朋友们，让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们早日用上了崭新的体育器材。 

 

 

 

 

（8）甘肃张家川县器材包接收 

6 月 7 日，体育包到达张家川县，体育包是整个项目除了多功能运动场悬浮地垫之外，配套软件能

力提升的关键材料。集中接收，会减轻项目学校的负担，因此伙伴在与教体局沟通时，确定了专门接

收物资的工作人员，使物资及时安全的送到了物资集合点。6 月 11 日，经教体局安排，体育包安全运

输到了各个项目学校。目前张川县的体育教师培训还未进行，项目执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去年项目

体育教师培训的视频，简单的对项目学校体育教学进行了培训，争取让现有物资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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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9）自贡多功能运动场场地硬化问题，器材包接收 

6 月 7 日，自贡市大安区 8 所学校收到壹

基金.运动汇项目发来体育包，每所里体育包里面

包含（跳绳 40 根、乒乓球 1 桶、呼啦圈 40 个、

标志物 40 个、秒表 2 个、足球 10 颗、排球 5 颗、

沙包 10 个），丰富了同学们运动器材缺乏问题。

执行机构工作人员回访了各学校，大安区其他学

校的领导主动联系并希望得到项目支持。 

 

（10）贵州修文县项目实地走访 

6 月 12 日-6 月 13 日，贵州修文县壹乐园项目相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对在修文县选中的八所乡村

学校依次进行游乐设施具体的安装场地是否硬化进行考察和规划，游乐设施的安装对整个学校学生的

受益评估，游乐设施与学生上课的教室有多远，是否可以利用下课 10 分钟去玩等。在此次走访中，

我们相关工作人员与每所学校的负责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看其是否还有哪些地方存在困惑，

或者是困难，双方进行问题提出、沟通、商量、最后解决问题。 

（11）攀枝花项目选址完成，陆续跟进场地硬化进度和硬件设施运输安装 

2018 年 6 月期间，攀枝花市花城义工协会 2名专职人员通过对各个学校操场的现场勘察，和学

校相关负责人的沟通了解，最终选取出 8 所学校。这 8所学校的操场大多都还是水泥地面，其中有两

所学校的操场是塑胶的，但是都已呈现出裂缝和坑洼，所以都需要进行地面硬化工程，通过和学校的

沟通，各个学校的硬化工程都已提上进度。体育包已经送达攀枝花市花城义工协会处，将在下月开始

陆续送往各个学校，硬件设施和安装工人抵达学校后第一时间衔接操场安装。 

（12）辽宁东港器材包接收并使用 

2018 年 6 月 4 日我们项目负责人接到物流公司电话，壹乐园体育器材包到东港了。遂组织八所学

校将器材包用车拉到学校，并打开包验收，师生见到各种各样的器材很是兴奋，学生们欢呼起来，体

育老师纷纷表示，器材太好了，自己学校的器材没法比，为了尽快让学生们感受到体育器材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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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所学校的体育教师建了一个专门讨论的微信群，利用课余时间研究怎样发挥好这些器材的作用，服

务于学生。所以在接到器材后，近两周的时间老师们利用体育课组织开展了多次活动，并组织教师与

学生一起参与。 

 

（13）广东清远各地项目启动&开展教师培训和儿童授课活动 

5 月 25-28 日， 2018年壹乐园·运动汇

全国教师培训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执行机

构组织了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当地教育局

干部以及 8 所项目学校的体育教师前往参

与，接受了系统专业的培训，从各方面有效地

提高教师们的水平能力。 

（14）九寨沟灾后，游乐设施安装已完成 

6 月，九寨沟各个项目学校壹基金壹乐园游乐设施安装已经结束，目前已经安装学校第三小学，

玉瓦小学，大录小学，第二幼儿园，罗依小学，永和小学，保华小学 7 所小学，而双河小学暂时由于

场地问题无法安装。6 月 22 日已完成安装好的小学的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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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壹乐园结项事宜 

2016 年结项和 2017 年的结项工作正在进行，目前完成 2016 年执行伙伴还有 3 家未完成，省级

伙伴已经完成 6个项目县；17年结项通知已发出，4个项目县已提交，审核回复 2 家伙伴。 

伙伴推文： 

1、晴空万里 只为等你——发放物资啦 

https://mp.weixin.qq.com/s/tf7Kit9rfpAVYojJvI5ikQ 

2、聊聊音乐教室的那些事 

https://mp.weixin.qq.com/s/5aRvub4zv3oAN6HHPshYUg 

3、宣汉县 5名老师赴绵阳参加“壹乐园—运动汇”全国体育教师培训收获满满

http://www.dz169.net/2018/0605/98432.s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4、壹乐园运动汇|全国教师培训在绵阳举行 https://mp.weixin.qq.com/s/wTYc2tenU08kjTvQtBsypw 

5、壹乐园·音乐教室物资来了 https://mp.weixin.qq.com/s/UL-nsQXwbWcHDISjSEGWXQ 

6、2018 年喀左县中小学幼儿园校园文化艺术节圆满成功！https://mp.weixin.qq.com/s/64-

https://mp.weixin.qq.com/s/tf7Kit9rfpAVYojJvI5ikQ
https://mp.weixin.qq.com/s/5aRvub4zv3oAN6HHPshYUg
http://www.dz169.net/2018/0605/98432.s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mp.weixin.qq.com/s/wTYc2tenU08kjTvQtBsy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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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ZYBT-WfSpX86JwLtdA 

7、博罗共青团携手热心公益企业、组织，为博罗 4 所小学带来价值 40 万的运动场！

https://mp.weixin.qq.com/s/KupMQ4l6_P70TgoEPKhGkA 

8. 玩“疯”了！他们有话说！https://mp.weixin.qq.com/s/m0p3n9Yfaq6-14--tfENrw 

9. 音乐教室，物资来了 https://mp.weixin.qq.com/s/UL-nsQXwbWcHDISjSEGWXQ 

10. 围观，12 名博罗体育老师齐聚长沙，他们做了啥？

https://mp.weixin.qq.com/s/ddrQQrFeG1kn5RMgHeTBQQ 

11. 你听我继续说，我们的故事 https://mp.weixin.qq.com/s/vkQA_zvDriLB8sO8ptQIaA 

12.2018 年让我们在本溪来一场爱的邂逅—2018 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器材已经到本溪啦！

https://mp.weixin.qq.com/s/Z0z2CwhoLUU4O6-1J1nGsg 

12. 南昌县青少年关爱之家|快乐运动，一同成长 新力-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在南昌启动

https://mp.weixin.qq.com/s/shpiK7QvgSkrdehGXEpl8A 

13. 壹 乐 园 · 运 动 汇 体 育 包 来 了 ， 有 些 啥

https://m.weibo.cn/status/4251121482949025?sourceType=weixin&from=groupmessage&wm=9

847_0002&featurecode=newtitle 

14. 报 告 ！ 我 已 到 达 ！

https://mp.weixin.qq.com/s/eMwgZTYeqLyjlz7b8mPhpA?from=groupmessage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一、项目总体情况 

2018 年 6 月期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86】家伙伴机构，在【202】

所学校和社区开展了活动， 累计约【 76,685】人次儿童受益，约【2136 】名志愿者参与其中。项

目枢纽机构与执行机构共发布【555 】篇媒体报道及微信公众号推文。 

二、项目活动进展  

【壹乐园·社区儿童服务站 】 

    1.陕西省 

陕西仁爱沙浮沱儿童服务站 每周六上午 2 个班 20 名乡村弱势务工流动儿童，情境故事+专业绘

画，并进行画作展演、开展阅读故事汇、社区画展等阅读绘画主题活动，促进儿童身心疗愈、健康发

展与社区融合。陕西红凤儿童服务站开展“ 牢记安全知识，共度快乐六一”活动，邀请到了来自西

北工业大学的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解各种安全知识，其中包括防溺水、防拐骗、预防火灾和地震等多种

知识。除了讲解之外，志愿者们还准备了趣味问答，并给答对的孩子们准备了礼品，孩子们都十分开

心。在学完安全知识之后，站点老师为孩子们准备了白色的横幅，让他们在上面画画，画出他们心目

中美好的景色和美丽的大西安，孩子们都画得十分认真。商洛巾帼小丹鹤儿童服务站 开展庆祝“六

https://mp.weixin.qq.com/s/UL-nsQXwbWcHDISjSEGW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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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及文化体验活动。通过活动让孩子在愉悦轻松的环境里伸展手脚，缓解学习的紧张和疲倦。让孩

子亲近大自然，领略秀美的山水美景；带孩子集体游棣花古镇和贾平凹故居，实地感受中为孩子讲解

商洛的风土人情；未央环保报恩寺街小学儿童服务站在 6.15 日 ，志愿者们和孩子们一起感知端午、

走进端午、品味端午，体会着传统节日的快乐与童趣。孩子们通过学习手工彩绳制作中提前度过了一

个轻松、愉快而又收获颇丰的端午节，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 

 

 

 

 

 

 

 

 

 

 

 

 

 

 

 

 

2.山东省 

滨州市众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四点半课堂持续正常开展活动。同时，开展“美

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帮助垃圾找个家”的环境日主题活动，让社区青少年儿童以及更多的人懂得如

何去处理生活中的垃圾；壹乐园站点工作人员将传统的端午习俗和感恩父爱组合在一起，举行“万水

千山粽是你，感恩父亲艾飘香”青少年端午节和父亲节活动，活动中教授青少年包粽子的技巧，孩子

们带着对父亲的爱包出一个个漂亮的粽子，利用父亲节和端午节来激发青少年感恩父亲的意识。威海

市环翠区助力社区志愿者服务中心：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工作人员结合各大节日，举办主题活动。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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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节期间，以“健康、快乐、和谐”为主题，开展-魔珠共筑未来、爱心寿司、亲子健康操系列活动，

增强了幼儿体质，培养幼儿自信心和创新意识，借以增进流动儿童的社区融合。同时，在世界环境日

即将到来之际，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儿童环保意识，加深孩子们对环保知识的了解，开展了“环保在

我心”的主题活动。站点工作人员为加强流动儿童的健康教育，邀请威海公益讲堂的讲师，给壹乐园

的孩子们及监护人上了一堂“健康观念从娃娃抓起”公益课。枣庄市市中区曙光帮教志愿者协会：壹

乐园儿童服务站四点半课堂持续正常开展活动，对儿童的作业完成情况进行检查，跟踪儿童的学习情

况，对儿童进行作业辅导、攻克学习难点。在儿童节期间开展文艺汇演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一次自

我展示的平台与机会，使学生的特长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发挥。在端午节期间，以故事会的形式，让孩

子们分享自己搜集到的关于端午的来历、习俗小故事，通过本次活动孩子们了解了端午的相关来历，

感受了传统节日中折射的浓郁文化气息，丰富了文化生活，在活动中展现自我，增强了自信心。 

 

 

3.甘肃省 

甘肃酒泉市杨柳志愿者协会开展“父爱如山”亲子活动。在阳光灿烂的六月，在万物的生机勃勃

中，父亲节到来了，在 2018 年 6 月 17 日，东关苑社区“壹乐园“儿童服务站、祁连路社区儿童之家、

酒泉市天诚集团共同举办了以“父爱如山”为主题的亲子联谊活动。站点提前采购了物资，购买了孩

子们送给父亲的礼物马克杯、包装纸、拉花，还有端午节礼物香包。让孩子们亲手给父亲包装父亲节

礼物，让孩子们对自己的父亲表达自己的爱意。兰州市西固区天籁开展“我最重要的朋友”活动。天

籁儿童服务站的志愿老师带着阳光天使班和孩子的家长在西固金城公园一起用画笔，孩子们绘画的主

题是：我最重要的朋友。描画了这个只属于孩子们的天真烂漫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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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湖南省 

荣台社区儿童服务站(津市市民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6 月 17 日，津市市民本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组织志愿者到壹乐园荣台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浓情端午，关爱儿童”主题活动。40余名留守儿童

参加活动，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协同参与此次活动。长重社区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长沙市雨花区益家

公益文化促进中心）： “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长重社区儿童服务站联合树木岭小学少先队大队部

开展了”保卫蓝天，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和谐家园”活动，以此展示树木岭小学少先队员和长重社区

儿童服务站的风采。星港社区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长沙县爱盟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开展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安全教育课程”主题活动。长沙县爱盟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志愿者为大家讲授

了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方面的内容。德馨读书吧儿童服务站（长沙市雨花区德馨读书吧）随着天气

逐渐转热，防溺水安全工作渐渐成为家长们关注的焦点。2018 年 6 月 9 日雅塘村社区书香雅苑壹乐

园儿童服务站主办防溺水家庭教育，本次活动 36 组儿童及家长参加，老师通过让大家观看溺水事故

图片结合案例讲解的方式引入课题，学习溺水安全的基本知识，向大家介绍视频中小朋友的行为所产

生的安全问题，从而导出在游泳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发及救人与自救的方法。 

 

5.湖北省 

壹乐园（孝感挂口）社区儿童服务站：书法家黄爷爷为大家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的书法课。壹乐

园（黄石阳新前进小学）儿童服务站：站点开展了自由搏击课---拳拳爱心化春风，儿童服务站尚

武搏击公益课。搏击馆的梁教练带着满腔热忱和拳拳爱心再次来到前进小学儿童服务站看望这

里的孩子们，并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强健体魄培养礼仪的自由搏击公益课。壹乐园（孝感三利小

学）儿童服务站： 通过集体游戏解手链,教导站点儿童互相配合，相互指挥，共同完成游戏，加

强自己的创造力以外还要认识到在解决团队问题方面都有什么步骤，聆听在沟通中的重要性，

以及团队的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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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爱心园儿童服务站在德汇服装城开展了“庆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在服务站开展

了慰问活动、开展了“民族团结一家亲、你我携手同成长”亲子游活动。壹乐园·石河子 27 社

区儿童服务站开展了儿童常规服务（做作业、游戏自娱活动）、开展主题活动（世界无烟日、国

际儿童节、全国爱眼日、父亲节）、开展特色主题学习活动（儿童合唱团、儿童折纸等）等。 

 

 

 

 

 

 

7.贵州省 

贵州省 8 个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都已正常运转，利用每周一到周五孩子们放学的时间开站为孩子做

作业辅导，周六、周日的时间开展美术绘画培训、舞蹈学习、音乐练习、手工制作、心理团辅、亲子

互动、社区实践等主题活动。盘州市新民镇中心小学儿童服务站（盘州义工联合会）：本月活动以主

题活动“端午节、父亲节”知识教育为核心，为了让孩子们了解端午节的来历，首先先从思想上开始

对孩子们的自身知识储备开始进入活动。其次与常规活动为主，主要内容是阅读、绘画、课业辅导。

特色活动为辅，主要内容是“卫生健康-良好的饮食习惯培养”。本月儿童服务站开展了常规活动 11 节，

时长为 17 个多小时。盘州市民主镇滥滩儿童服务站（贵州省加一志愿服务联合会）：六月，随着父亲

节与端午节脚步的临近，传承我国的传统节日，增进孩子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同时让学生进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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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的传统文化深刻体验传统节日中蕴涵的历史意义。儿童服务站结合实际，将开展父亲节及端午

节主题活动；贵阳市南明区后巢乡壹乐园儿童服务站（贵阳市聚爱助学公益中心：6 月份，我们的计

划是想让服务站的孩子了解关于端午的典故和这月的主题：“我相信，我可以”相信自己可以做力所

能及的事，作业完成后，能辅导作业还没完成的弟弟妹妹们完成作业。后巢乡儿童服务站除了之前的

常规活动（卫生、安全、周末趣味课堂、周二至周五的晚托）之外还有一场端午的活动：全站粽动员。

铜仁市碧江区凉水井社区儿童服务站（铜仁市阳光志愿者协会）：6 月，我协会壹基金·壹乐园铜仁市

儿童服务站的孩子们参加了“千城放粽·全国联动”暨贵州铜仁“万粽一心·情动仁城”大型公益活

动、为福利院，异地移民搬迁点送去节日问候、日常课业辅导等相关活动。盘州市翰林街道鑫佳幼儿

园儿童服务站（盘州市爱往福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六月里，服务站以节日文化为主导，分别开展了

五大类常规活动即阅读、课业辅导、音乐与舞蹈、绘画与手工、礼仪与“欢乐六一儿童节”、“火灾逃

生应急疏散演练”、“走进端午节”、“感恩父亲”等活动；正安县移民小区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正安县

春雨义工协会）：正安县儿童服务站位于正安县安场镇瑞濠居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距离正安县城 5

公里，移民安置小区内现 217 户 1040 余人，其中青少年（12-40 岁）470 余人、中年 285 余人、小学

生（6-11 岁）120 余人。六月的主要活动是：1.周一至周五作业辅导为主；2.庆祝六一文艺演出活动；

3.周末则开展兴趣培养活动；4.为本月生日的孩子集体过生日活动，增进感情交流；5.组织学生观看禁

毒宣传片活动。 

 

 

8.重庆市 

2018 年 6 月份，重庆市 46 个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正常运转，利用每周一到周五孩子们放学的时间

和周末的时间开站四点半课堂、儿童兴趣课堂、亲子运动会、安全教育小课堂等主题活动。六月份有

儿童节、端午节、父亲节、环境日等节日，各个服务站开展了系列主题节日活动，丰富站点内容，吸

引更多的社区儿童参与。6 月份【46】个服务站累计受益儿童【1857】人【9516】人次，平均开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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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参与志愿者【450】人次，专职【75】人，发布微信推文【47】篇、微博【68】篇，重庆日报、搜

狐网、美篇、大风号等平台报道【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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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黑龙江省 4 个项目区县 4 家执行机构共有 4 个站点。 6 月期间，

基于壹乐园活动的前提下，项目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4】个站点开展了六一儿童节活动、端午节活

动、演讲比赛、油陶制作等活动。共有【43】名教师/志愿者参与，【1316】人次儿童受益,微信推文【1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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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吉林省 

6 月期间，基于壹乐园活动的前提下，项目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6】个站点开展了服务站室内

装修、手工折纸、绘画、端午节活动、开展美术课、电子琴课、书法课、乐高积木搭建课等活动。共

有【303】名教师/志愿者参与，【3306】人次儿童受益,微信推文【10】篇。 

 

 

 

 

 

 

11.辽宁省 

6 月份，辽宁省 19 所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正常运转，利用每周一到周五孩子们放学的时间和周末

的时间开站作业辅导、兴趣课堂、快乐周末、社区实践等主题活动。六月份端午节 19 所服务站邀请

站内儿童、家长、社区居民陆续开展站点内部端午节活动。【19】个服务站累计 6 月份服务儿童【742】

人【7815】人次；平均开站 21.4 天。参与志愿者【528】人；专职 47 人；发布平台报道【69】篇。沈

阳市内花 Young 年华·壹乐园社区 Club 10 所儿童服务站本月站累计直接服务儿童 237 人 3526 人次。

参与项目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 236 人， 项目专职 16 人 ，发布项目平台报道共计 44 篇。省内花漾年

华·乡伴童行 9 所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正常运行。9 所服务站累计直接服务儿童 505 人 4289 人次，参

与志愿服务志愿者 292 人，专职社工 31 人，本月平均开站 22.3 天，发布项目媒体报道 2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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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四川省 

6 月份，川南四个站点中，生辉家园站点和宁南葫芦口站点都在六一期间为孩子们举办了大型的

六一活动庆祝孩子们“六一快乐”，其中生辉家园站点还邀请到了西昌电视台记者并将此次活动在媒

体上做了公开传播，攀枝花温泉乡站点和会东两个站点继续将小活动平稳的开展。本月我们也开展了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川南的第二期能力建设培训，这段时间正值提交财务披露的时间，我们川南的伙伴

也在此次培训中学到了很多财务知识，财务披露也顺利提交。本月受益儿童【1529】人次，参与社工、

志愿者、教师共计【110】人次，活动进展推文【2】篇。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川北地区 8 个项目区

县 10 家执行机构共有 10 个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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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川北 10 个执行站点主要开展以课业辅导、手工、绘画、阅读等日常活动；以安全教育、

健康卫生教育、减防灾教育等主题活动，以“欢乐六一”“共度端午”等特色活动；活动精彩纷呈、形

式多样，受益儿童达【3200】人次，参与社工、志愿者、教师共计【272】人次，活动进展推文【37】

篇。 

 

13.广东省 

6 月份，广东省 6 所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正常运转，利用每周一到周日孩子们放学的时间和周末的

时间开站作业辅导和“减灾小课堂”、“健康小卫士”、“社区朋友圈”、“社区亲子园”等系列活动，暖

心咨询室等服务，在社区中关注和陪伴留守儿童，回应困境中的儿童需求，陪伴儿童度过困难时期。 

2018 年 6 月 5 日至 6 日，贵州•广东•广西 3 个省份 40 余位伙伴汇聚美丽的山水之都英德。基于

原有的基础项目培训基础之上，增设了面向优秀项目工作人员的进阶培训，旨在通过培训积极程度、

每月提交教案质量及站点活动活跃程度培训出一批更具公益心、教育心和事业心的骨干儿童服务站工

作人员。本月受益人数【3279】人次，参与项目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120】人，项目专职 12 人，发

布项目平台报道共计【11】篇。 

 

 

 

 

 

 

 

 

 

 

【壹乐园·灾后儿童服务站 】 

1.四川省九寨沟县灾后儿童服务站 

 九寨沟县大录乡儿童服务站（北川羌族自治县社区志愿者服务协会 ）2018 年 5 月 24日至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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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期间壹乐园大录乡中心校儿童服务站项目整体工作顺利。在过去的 29 天，保证平均一周一到三

次活动。活动包括全校小学学生及幼儿园学生 179 名，累计受益儿童数量为 72 人次。在校期间每日

开放儿童服务站仓库，用于本校学生在开展的活动之外的时间便于借体育器材在课间玩乐。七个年级

段（包括幼儿园）共开展 3 次活动。九寨沟县大录乡亚录寨儿童服务站（北川羌族自治县社区志愿者

服务协会 ）2018 年 5 月 24日至 6 月 24 日期间，完成 2 次陪伴活动。活动覆盖全寨小学学生及幼儿

园学生 18 名，（不包括来亚录寨走访的走访的学生）累计受益儿童数量为 36 名。共开展 2 次特色活

动。室内绘画手工类类活动 2次。采用褶皱纸，让孩子们撕碎成小球，自己动手粘贴在简笔画上，使

揉成小球的褶皱纸碎片当成颜料，也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购置木版画活动材料，分发给孩子们，

让孩子们自己选择颜色进行填涂。九寨沟县黑河小学儿童服务站（达州众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2018

年 6 月期间，基于壹乐园活动的前提下，项目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黑河小学儿童服务站开展了看电

影、庆六一、心理游戏、手工等活动。共有【300】人次儿童受益,【10】人次教师/志愿者参与。 九

寨沟县陵江小学儿童服务站（阿坝州社会工作协会）6月，开展有关于欢庆六一的特色活动，纸质手

办、茄子制鞋等手工常规活动，防灾减灾的主题活动。共有【28】名教师及志愿者参与，【335】人次

儿童受益。九寨沟县第三小学儿童服务站（九寨沟县 8090 社区志愿者服务协会）2018年 6 月期间基

于壹乐园活动的前提下，项目在有条不絮

的进行中。九寨沟三小儿童服务站开展了；

六一儿童节，方舟儿童过生日，世界爱眼

日，为高考助力，我想对母校说，谢谢你

支持壹基金来帮助我们 6 次主题活动。共

有【179】人次儿童受益,【12】人次教师

参与。  九寨沟县玉瓦小学儿童服务站

（达州众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6月期间，

基于壹乐园活动的前提下，项目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玉瓦儿童服务站】开展了欢度六一、美丽校

园我是行动者、游戏等活动。共有【391】人次儿童受益,【2】人次教师/志愿者参与。双河儿童服务

站 6 月期间开展了趣味运动会活动。共有【73】人次儿童受益,【6】人次教师/志愿者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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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甘肃省灾后儿童服务站 

2018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25 日期间，壹乐园灾后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甘肃陇南光明

公益联合会、陇南聚力公益协会、文县爱心公益促进会 3 家公益机构在 3所小学进行站点活动，服务

受益达【734】人次。 陇南光明公益联合会、陇南聚力公益协会、文县爱心公益促进会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以儿童需求为导向，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安化镇花池小学站-陇南光明公益联合会本月站点活

动设计主要从音体美均衡发展、心里辅导、鼓励儿童积极参加活动等方面开展活动。农历五月初五是

端午节，为了让你们对这个节日有更深刻的认识，站点开展了相应的活动；体育锻炼对于孩子成长有

很大额益处，所以定期开展体育活动。梨坪镇玉坪小学站-陇南聚力公益协会本月站点主要开展了夏

季减灾活动，并组织孩子们进行五子棋比赛活动；端午与六一开展了活动，孩子们积极的参与其中。

文县洋汤寨站-文县爱心公益促进会本月站点为了庆祝“庆六一”活动，开展了六一汇演活动，站点

孩子们经过半个多月的练习表演的都特别出色；“父亲节”孩子们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父亲深深地

感情。  

 

 

  

  

 

 

  



 
 

47 
 

 

 五、研究与公益支持 

联合公益 

【零废弃联盟】 

1.项目进展总述：2018 年 6 月，壹起分社区计划整体工作进展顺利，项目进展方面共有【11】

家伙伴机构，开展了【13】场垃圾分类减量活动，活动累计参与人数共【900】人次，减量【82】kg，

共有【120】名志愿者参与其中。 

2.项目活动进展 

（1）网络建设 

6 月 14日，线上开展枢纽中心月度会议，会议围绕枢纽中心各机构的工作进展；下半年枢纽中心

就壹起分项目协调、零废弃倡导日等工作协商；2018壹基金零盟发展项目中对枢纽中心的支持协议签

署事宜；零盟&壹基金最新的战略性支持了解等。 

（2）联合行动—壹起分联合行动 

平湖市美丽家园：2018 年 6 月 1 日下午，平湖市美丽家园壹起分主题活动“缤纷的假日”在平

湖市南阳新村开展，活动的志愿者们通过收集口腔护理用品废弃物、垃圾分类知识宣传、酵素制作、

玩具换换换等环节来向参与活动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宣传垃圾分类。 

 

 

 

 

（2.2）深圳绿典 

① 6 月 2 日上午，深圳绿典在深圳市莲花一村进行壹起分社区垃圾分类减量的宣传和活动前的

培训。义工们顶着烈日走过莲花一村的每一个角落，耐心地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减量的知识和活动。

居民们十分积极参与，主动向志愿者询问有关垃圾分类知识，这次活动有 60 多位居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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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6 月 23 日，深圳绿典环保促进中心在深圳市莲花一村开展壹起分垃圾减量环保公益宣传活

动，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垃圾分类游戏让老年朋友们也参与其中，通过现场义工指导，大家对垃圾分类

也有了正确的了解和认识，活动现场吸引了约 50 多位居民的参加。 

 

芜湖生态中心：6 月 3 日，芜湖生态中心在芜湖市淳良里社区和牌楼社区举办了两场壹起分垃

圾减量小课堂的主题活动，工作人员通过让参与的小朋友们共同参与游戏的方式讲解垃圾分类和减

量知识，并让小朋友们自己动手制作环保酵素来向大家讲解厨余垃圾减量的小妙招。通过让小朋友

们了解自己产生的垃圾归往何处，垃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如何将没用的东西变废为宝，来带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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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家长们提高环保意识，共建绿色小区。这次的活动总共有 40 多位社区的小朋友们参与其中，并纷

纷表示回去要从自己做起，进行环保减量。 

 

南京百蝶缘生态发展中心：6 月 2 日，南京百蝶缘生态发展中心在南京花神庙社区服务中心三

楼举办了一场环保蜂蜡保鲜膜 DIY 手工活动，通过现场教参与者手工制作可以抑菌保鲜的蜂蜡布来减

少保鲜袋和保鲜膜的使用，现场吸引了不少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参加。 

 

洛阳市长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6 月 5 日洛阳市长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绿风尚——河小青

在行动”主题环保活动，共有 80 名环保志愿者参与，长乐社工代表首先就垃圾分类和污水治理的意

义为现场志愿者们进行了简单讲解，随后志愿者进行了分组，一组到涧河进行河道清理、垃圾捡拾和

倾倒环保酵素，另一组在辖区四个小区进行垃圾捡拾活动，从捡回来的垃圾来看塑料类的占了 80%，

社工针对塑料的八大危害做了详细的讲解，此次活动净化涧河行动使用环保酵素 25 公斤;捡拾的不可

回收类的直接倒入市政垃圾桶集中处理;可重复使用的饮料瓶 48 个送给环保酵素志愿者;不可重复使

用的干净的塑料瓶和塑料袋及可回收的纸箱 4 个送给了附近的回收站;干净可重复使用的塑料袋和环

保袋 158 个分别送给了社区的水果店和超市。 

 

成都高新区爱生活家社区合作社：6 月 5 号，成都高新区爱生活家社区合作社在芳草街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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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垃圾分类壹起分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大学生志愿者向居民耐心地讲解垃圾分类，活动现场通过

互动游戏等方式向参与者宣传并普及环保小常识。活动现场志愿者还为大家介绍了环保酵素的制作过

程，参与者在老师的引导下共同携手绘著了“最美地球”画作。 

 

长沙市源方环保公益发展中心 

①6 月 14 日，长沙市源方环保公益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砚瓦池社区三楼活动室为砚瓦池的居

民、社区工作人员、清洁工等进行垃圾分类宣讲活动。在进行了垃圾分类宣讲后，长沙市源方环保公

益发展中心也在砚瓦池社区内设点开展了为期一天的垃圾分类宣传和指导工作。 

 

②6 月 15 日，长沙市源方环保公益发展中心在马王堆街道九道湾社区开展了为期一天的垃圾分

类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四分类垃圾桶来给居民讲解垃圾分类是如何进行的，利于小朋友在垃

圾分类问答赛环节中的正确投放。参与本次活动的居民 300 人，回收废旧手机 15 个，回收废旧衣物

50KG,回收废弃电池 12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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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6 月 14 日上午，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天泰社

区的炫绿计划持续开展，本次主题是厨余堆肥家长和孩子把做好的堆肥埋进社区邻居的花园里，改善

自己身边邻居花园的土质问题，通过带领家长和孩子进行厨余堆肥小活动，厨余垃圾也更加有了“用

武之地”。 

 

上海爱芬环保：6 月 21 日，爱芬环保在上海市三宝社区开展了旧布换新颜课堂活动，通过邀请

达人老师讲解教大家将不用的牛仔裤改造成可循环使用的环保袋，已达到废物循环利用的目的，制作

用的牛仔布、衬衫布都是居民们从自己家中的废旧衣物中挑选出来的，活动现场还通过环保知识讲解

的方式向居民传递了环保 3R 原则。 

 

舟山携手志愿者服务中心：2018 年 6 月 24 日，舟山携手志愿者服务中心的 11 名志愿者在舟山

剑桥府邸小区中进行了一场垃圾分类的知识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了垃圾分类环保小课堂，环保酵素和

堆肥桶展示区，通过环保知识的讲解，参观环保展台等方式，让居民们对垃圾分类的分而用之，因地

制宜，自觉自治等原则和垃圾分类的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已为 60 位家庭主妇开展垃圾分类专

业知识课程，一起构建零废弃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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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成都逗梦家庭空间 

6 月 24 日，成都逗梦家庭空间带领 10 组亲子家庭来到中海体育公园草坪上开展了一场壹起分

活动——让捡垃圾变成一种流行。活动开场通过游戏提高孩子的活动积极性，游戏环节结束后先让小

朋友们了解了一下垃圾的分类的小知识。最后统计共捡拾了 6.48kg 各类垃圾。 

 

3.联合倡导-8.18 零废弃倡导日 

零废弃倡导日由零废弃联盟、壹基金、万科基金会联合发起，时间为每年 8月的第三个周六。2018

年为 8月 18日，首届零废弃日，将围绕“塑”主题，发起“加速减塑，我有行动”的主题倡导事件。

以线上线下模式，依托零盟网络，发起联动性行动。 

 

【河流垃圾议题网络】 

一、项目进展总述 

2018 年 6 月，河流垃圾议题网络整体工作进展顺利，主要围绕“抢滩大作战”进行产品升级。 

二、项目活动进展 

1.产品设计—— “抢滩大作战”工具包内部测试 

6 月 21日下午， “抢滩大作战”工具包设计团队以及合作设计咨询机构开物工作室一行 9 人在

广州珠江边，对“抢滩大作战”工具包原型进行了首轮内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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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6KbaGOShmm7CtYrXmZqkw 

2. 联合倡导-世界清洁日 

6 月 28-30 日，世界清洁日中国领袖学院在上海举行，3 名来自爱沙尼亚、瑞典、斯洛文尼亚的

以及 50多名中国各地的清洁领袖共同参与了培训，大家对 2018年世界清洁日在中国的落地和执行进

行了交流和讨论。2018 年世界清洁日由捡拾中国、河流守望者发展中心、绿色原点共同发起，其中河

流垃圾议题网络发起的中国河流净滩日活动也将会在 2018 年 9 月 15日一起举行，作为世界清洁日中

国活动的一部分。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4Xm-7zCypkHPERYRWQuylA 

【义仓发展网络】 

一、项目进展总述 

2018 年 6 月，河流垃圾议题网络整体工作进展顺利，主要工作集中在义仓发展网络第一届理事

会第三次会议的筹备和召开，2018 年义仓发展网络伙伴能力建设及工作交流会的筹备及召开，全国义

仓志愿者准则各地的讨论、新增区域支持中心相关事宜的沟通、99 财务披露工作等。 

二、项目活动进展 

（一）网络建设 

1.义仓发展网络第一届理事会的召开 

6 月 3 日-4日，在上海召开义仓发展网络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内容主要围绕着网络议题的确

定、新增区域支持中心的确定、网络产品的开发、网络战略布局等方面。 

2.四川区域成员伙伴广东游学参访的筹备组织以及开展 

2018 年 6 月 12-15 日网络办公室 2 人与四川区域伙伴 6 人前往广东参访游学，参访的方式主要

包括实地参访交流、沙龙交流、座谈会三种形式，通过义仓发展网络广东区域支持中心的伙伴协助安

排本次参访，从更实际和更实用的角度促进两地的交流和互动，并不是单一的一方面的参访学习，无

论是参访团队的伙伴还是接待的在地伙伴在交流结束后都表示收获匪浅，基本上达到了本项目促进两

地伙伴交流学习的目的。 

3.2018年义仓发展网络伙伴能力建设及工作交流会的筹备及召开 

2018 年 7 月 1 日-2 日，义仓发展网络伙伴能力建设及工作交流会在成都召开。本次会议分别为

义仓发展网络首席爱心合作伙伴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义仓发展网络 2018年新增区域支持中心授牌，

https://mp.weixin.qq.com/s/d6KbaGOShmm7CtYrXmZqkw
https://mp.weixin.qq.com/s/4Xm-7zCypkHPERYRWQuy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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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邀请全国各地义仓区域支持中心、紧密合作的义仓伙伴及志愿者代表以“联合行动，共同发声”

为主题，围绕着“义仓月联合行动”、“全国义仓志愿者准则”“联合筹款”等涉及到的义仓联合行动进

行讨论，并形成初步的行动方案。 

来自全国 21个城市、28 家机构的 60 位义仓伙伴参与了此次会议。 

自媒体：https://mp.weixin.qq.com/s/Ca7ejDMxnpgLKtkjBOsEhQ 

百度公益携手壹基金义仓发展网络 复兴义仓文化构建互助社区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gongyi/2018-07/04/c_129907026.htm 

网易网 http://bj.news.163.com/18/0704/16/DLSRLCVQ043897TC.html 

凤凰网 http://gongyi.ifeng.com/a/20180704/45049097_0.shtml 

国际在线 http://talk.cri.cn/n/20180704/ae816d00-e64e-4583-6ac5-73bb9bc2cc12.html 

中国网 http://media.china.com.cn/zhxw/2018-07-04/1288338.html 

中华网 https://tech.china.com/article/20180704/kejiyuan0531161933.html 

Techweb  http://prnews.techweb.com.cn/qiyenews/archives/83765.html 

科技讯 http://www.kejixun.com/article/180704/434828.shtml 

donews http://www.donews.com/news/detail/4/3010290.html 

CCTV-公益之声 http://www.cctv-gy.cn/show_12_2648_1.html 

4.全国义仓志愿者准则各地的讨论 

6 月份依托于全国 10 个区域支持中心，发动全国各个地区的义仓本次志愿者探讨“义仓全国志

愿者行为准则”，然后能将所讨论的结果统一报送至网络办公室，本次交流会除了网络联合行动的探

讨之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12位义仓志愿者参会，在参会的第二天，12 位志愿者根据收集到的全

国“义仓志愿者准则”的讨论稿进行讨论和梳理，最终形成了初步的 10 条准则。 

5.区域支持中心相关工作 

区域支持中心的相关工作包括新增区域支持中心的沟通和方案确定以及最先建立的 6 家区域支

持中心的 2018 运营费用的拨付，目前已经完成除四川以外的另外 5家区域支持中心的款项拨付。 

2.联合行动 

（1）端午联合行动的协调 

联合网络 44家义仓伙伴携手 600 余名志愿者，带领“一勺米”活动走进全国 10 个省（直辖市）、

17个市（县）、176 个社区，1万多位居民用爱心传递邻里间的关怀，共度浓情佳节。 

https://mp.weixin.qq.com/s/Ca7ejDMxnpgLKtkjBOsEhQ
http://www.xinhuanet.com/gongyi/2018-07/04/c_129907026.htm
http://bj.news.163.com/18/0704/16/DLSRLCVQ043897TC.html
http://gongyi.ifeng.com/a/20180704/45049097_0.shtml
http://talk.cri.cn/n/20180704/ae816d00-e64e-4583-6ac5-73bb9bc2cc12.html
http://media.china.com.cn/zhxw/2018-07-04/1288338.html
https://tech.china.com/article/20180704/kejiyuan0531161933.html
http://prnews.techweb.com.cn/qiyenews/archives/83765.html
http://www.kejixun.com/article/180704/434828.shtml
http://www.donews.com/news/detail/4/3010290.html
http://www.cctv-gy.cn/show_12_2648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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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Q9t3tUfw22Ay9TcU0avjw 

2.义仓月联合倡导行动及其它网络相关合作 

借由 7月初的工作交流会，在会议的前一天义仓发展网络轮值主席、办公室工作人员与壹基金项

目官员、宣传人员、项目人员、企业洽谈负责人以及百度基金会代表就义仓发展网络的发展，2018年

义仓月联合倡导，联合筹款，产品开发，资源引入等层面进行了深度的讨论，与百度基金会基本上达

成相关合作事宜，为接下来与百度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JIAN 公益联盟】 

一、项目总体情况 

2018 年 6 月，共收到公众捐赠的 11478 件衣物。截至 6 月 30日共处理 22465 件衣物，其中 

6367 件用于捐赠、645 件用于义卖、8743 件用于回收再生， 6710 件待处理。 

二、项目活动进展 

1.网络建设 

通过 2017 年 99公益项目财务报告披露问题，建立联盟财务审核程序并制定工具包；成员机构提

议并讨论建立轮值秘书处，强化联盟的统一联合行动；沟通四家预备申请加入联盟的机构，促进联盟

网络的优胜劣汰；协调三家合作相对滞后的成员机构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正。 

2.联合行动 

2018 年 6 月 1 日爱心衣橱六一圆梦活动，为四川仪陇地区的山区小朋友送去六一节的礼物（书

包、文具共 132 件），倡导闲置衣物大用处，再生书包传爱心。本次活动参与人数 57 人，共 30 名志

愿者，受益人数 73 人。 

 

【绿色种子联盟】 

一、项目总体情况 

2018 年 6 月，绿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方圆一公里”产品持续研发升级，绿种网络联合行动稳步

推进。 

二、项目活动进展 

https://mp.weixin.qq.com/s/oQ9t3tUfw22Ay9TcU0av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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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设计——公众环保产品“方圆一公里” 

1.“方圆一公里”核心内容——环保第一课的进展 

6 月 1 日 – 6 月 30日，荔枝微课专栏 —— 环保第一课，目前专栏订阅人数 2146 人，以每周

1 次的频率，本月共进行了 4 次关于环保初级行动经验和指南的主题分享及知识的整理二次传播；6

月 1 日 - 6 月 30 日， “环保初训营”微信社群进行生态知识自主学习和讨论，共有 4个小组，分别

是植物类，昆虫类，两栖类，家禽类，内容主要是多样性生物知识，共同学习环保初级知识。 

6 月荔枝微课链接： 

荔枝微课| 快门魔法定格自然之美 生态摄影共赏风花雪月 

荔枝微课丨西藏的神秘“莲花” 你 pick 了吗？ 

荔枝微课丨你会心一笑，它们痛苦一生，我们真的需要动物表演？ 

荔枝微课丨 水源保卫战 刻不容缓 

荔枝微课丨你的一天 蜉蝣的一生 

2.“方圆一公里”小程序开发进展 

和未爱教育联合成立产品研发团队讨论出了产品内容框架和模块，并形成初步方案；完成了微官

网官方简介内容的设计，同时储备一批绿种的名单。 

（二）网络建设 

确认 8大地理分区的 8 家社会组织成为绿种联合执行机构，新增西南重庆、云南，和华东区域的

合作伙伴；2018 年 6 月，完成绿种行动网络华东区域，西南，云南三家联合执行机构协议签署。目前

各机构确认种子共 170 名。 

（三）绿种联合行动 

3.1西南地区 

6 月份，西南地区通过“捐一条朋友圈守护彩色地球”招募推文、绿山墙 NGO 公众号、日常公益

活动、志愿者群、校园宣讲（重庆理工大学、重庆海联学院、西南大学）等多种形式，在重庆、四川、

贵州、广西等地持续招募 84 名初级种子。共有 10 支绿种行动小组，分别是：成都郫县小组、重庆爱

的味道小组、重庆卡多利亚小组、武隆犀牛寨小组、万州区小组、合川区小组、邮电大学小组、理工

大学小组、西南大学小组等。 

https://mp.weixin.qq.com/s/dRqZujTHWtJ5dNS_NUwCXA
https://mp.weixin.qq.com/s/43J2GPE1bz0nJDR9rMV0Zw
https://mp.weixin.qq.com/s/jDI4IlICIeTKBAm-NrqNMQ
https://mp.weixin.qq.com/s/lQD8gfPHaaBaICKB5vgReA
https://mp.weixin.qq.com/s/OQEZ1VJdipHbFgC-XbWy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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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日下午，绿色行动种子计划成都小组种子在郫县仁和春天傲城开展社区环保嘉年华暨 61儿

童节活动。链接了非洲鼓、少儿艺术机构、仁和春天物业、河流守望者共同开展。超过 100名社区儿

童参与了本次活动，通过环保主题音乐、环保诗歌朗诵、爱水知识分享、爱心义卖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儿童从小关注环保。 

重庆爱的味道小组以环保市集为出发点，持续开展 2 场活动，推动超过 50 组亲子萌宝们将家中

闲置物件搬到现场义卖，一起倡导环保，倡导零废弃，传递爱分享爱，并影响至少 1000人关注环保。 

6 月 24日下午 2点，环保市集第二期在重庆江北区北仓文创园举行。因有中午有暴雨，预先报名

的 30 多组家庭，最后一共到来 16组。加上家长，游客，预计超过 200 多人参与了本次市集。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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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北仓文创园，冒着暴雨之后的烈日，不怕苦不怕累，一起倡导环保。 

3.2云南地区 

云南绿种行动网络从 5 月起开始动员发展，截止六月份，云南发展绿种人数为 23人，其中 18 人

已经初步开展环境认知工作，开始通过微博、公众号、朋友圈等方式进行传播。 

 3.3 山西地区 

山西太原希望社工在本月持续针对自然教育培训的绿种进行考核，目前已经发展了临汾（5 人）、

忻州（5人）、吕梁（5人）、朔州（3人）、晋城小组（3）和太原（4 人）五个自然教育小组，以及 4

个大学生做固定自然观察，合计 26 人。六月份组织了 7 次自然教育活动，带领大家走到大自然中，

增加对自然界中动植物的认知。 

链接：自然教育——绿种山西小组临县紫金山植物认知 

      自然教育 绿色行动种子计划忻州小组牧马河巡护 

3.4华中地区 

https://mp.weixin.qq.com/s/8Mxr35M9_eP2fl0Ca7ApHA
https://mp.weixin.qq.com/s/0-EmjCzE2Xdy3WYvHKKM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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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地区通过对炎陵境内的环境问题进行实地调研走访活动，了解炎陵县环境保护现状，加深与

炎陵志愿者的交流互动，谋求逐步建立一个覆盖株洲 1.1 万平方公里的环保公益志愿者联动网络，对

株洲境内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实施有效监督，防止污染事态恶化。 

6 月 3 日，环保志愿者对凿石港进行水质检测，巡护活动，从而发现河流的污染问题，从而及时

的采取行动，进行保护。 

湘潭绿叶环保小组通过对湘潭湘江段涟水段进行巡护，发现水污染及垃圾问题，并和相关部门进

行反映，守护河流的生态环境。 

3.5其它地区 

除去联合推广伙伴逐步发展的种子，另还有东北区域的本地农民以及成都地区有志于从事自然教

育的大学生种子共计 20 名，定期展开方圆一公里的巡护和认知活动。其中东北地区由辽宁本溪的野

保志愿者团队组织，目前已经发展 14 名固定绿种，定期在当地组织方圆一公里的巡护；成都重拾自

然工作室共发展 3 名绿种，对成都市多个路段进行持续自然观察；遂宁自然教育工作室（筹备中）共

发展 3名绿种，自 6月底在各自目前所在地进行持续的环境活动。 

 

六、公益创新——我能实验室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