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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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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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场训练营活动，活动累计参与人数共【421】人次，共有【27】名志愿者参与其中。 

2018 年 7 月，儿童平安小课堂整体工作进展顺利，项目共在 44 所学校开展了 546 节安全教育授

课，在 16 所学校举办 16 场安全教育主题活动，本月项目累计参与人数共 21106 人次，其中：儿童

20431 人次，教师 361人次，家长 250 人次，社会志愿者 64人次。 

二、项目活动进展 

1.用行动换回生活 壹基金救在壹线 2017 回顾展开幕 

2018 年 7 月 14 日——7 月 23 日，壹基金与万象天地联合主办的《用行动换回生活：救在壹线

2017 回顾展》在深圳万象天地展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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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名市民参与体验安全教

育车地震模拟活动。 

 

 

2.敬畏自然壹基金安全教育车体验 

7 月 28 日-29 日、8 月 4—5 日，训练营项目组与壹基金月捐活动组应宝安区益田假日天地的邀

请，在宝安区益田假日天地开展 4 天体验式的安全教育活动，截止 7 月 28 日，共 121 人参与项目体

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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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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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课堂项目 

7 月，暑假来临之际，各地伙伴重点为孩子们进行防溺水和交通安全课，保证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的

暑假。本月共有 16 所学校组织开展了校园安全主题互动，活动主题主要包括主题活动嘉年华、安全

逃生演练等。小课堂项目各地专职在各个项目学校进行安全教育课的授课，由于学校 7 月正值暑假，

伙伴们除了在放假前在学校授课之外，将儿童平安小课堂带入到社区里，为社区的孩子们宣传安全教

育知识，开展安全教育课堂。 

（三）减灾示范校园项目 

2018 年 7 月 27-28 日，雅安、九寨沟、茂县减灾示范校园项目安全教育手册升级研讨会召开，

本次手册升级围绕“有效有趣、以灾害为师、提高现实干预性”三个原则展开讨论和展示自己制作的

减灾教育道具。来自成都师范学院、雅安市教科所、救助儿童会、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南充新

影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达州众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都市青少年宫、荥经县五宪乡中心小学、

石棉县希望小学等 24 位专家、伙伴及老师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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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灾救灾 

（一）项目整体工作进展： 

1.项目活动进展：2018 年 7 月，紧急救灾计划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响应 29 场灾害，其中，四

川、甘肃、新疆和内蒙古的灾害为国 IV 级别。此外，举办了 4 场能力建设培训和 1 场公众倡导活动。 

2.议题倡导： 

（1）腾讯公益:截止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救在四川，壹起行动”筹款项目、“壹心相牵，意系

三湘”筹款项目、“救在壹线，心系江西”筹款项目、“陕遇洪灾！壹起支援”筹款项目以及“壹基金

救在壹线”筹款项目在腾讯乐捐平台上共筹款 722,489.5 元。 

（2）蚂蚁金服捐赠平台:截止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壹家人紧急驰援四川”筹款项目和“让爱有

备无患”筹款项目在蚂蚁金服平台上共筹款 336,092.79 元。 

（3）“用行动换回生活”公益展会：7 月 14 日至 22 日，壹基金联合深圳万象天地，举办以“用

行动换回生活”为主题，用 21 个物件传递“救在壹线”公益精神的公益展会。展会分为回顾、摄影、

放映、装置互动、公教六个单元，用一个个从受灾到救灾的触动人心的真实故事，呼吁中小型灾害也

同样需要关爱的公益精神。活动期间，有 20 余家媒体参与传播，超过 45 万元的渠道捐赠，人流量达

到 94,493 人次。 

 

 

 

 

 

 

 

【温暖包项目】 

2018 年 7 月，壹基金在各省救灾行动中共发放 2,942 个温暖包。其中 1,057 个在四川，200个在

新疆发放，80 个在湖北发放，691个陕西发放，914个在重庆发放。 

【紧急救灾项目】 

2018 年 7 月，壹基金在四川、甘肃、黑龙江、陕西、湖北、重庆、贵阳、新疆及内蒙古等多地开

展 29 次紧急救灾行动。本月灾害响应总受益人次达 97,750 人次。发放物资包括：壹基金温暖包 2,942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3,922 个、大米 77,174 公斤、食用油 29,790升、折叠床 843 张、冰露水 22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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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睡袋 2,208个、彩条布 181,400 平米，物资总金额达 15,455,582元。 

企业联合救灾 

截止至 7 月 30 日，可口可乐（中国）为吉林松原、湖南怀化、江西吉安、陕西汉中、四川绵阳、

重庆铜梁、甘肃临夏等地共启动了 8 次“净水 24 小时”。8 次行动中，共发放了 363,612 瓶冰露水，

累计受益人次达 26,381 人次。 

招商物流“灾急送”共启动 17 次，分别在威宁、昆明、西安等仓库出发，将爱心物资运往贵州麻

江、陕西宁强、甘肃兰州、绵阳北川等 17 个省（市）地，单程累计为 7,260 公里。  

新力公益基金会备灾救灾基金支持了北川县陈家坝镇和绵阳市安州区的救灾行动，发放物资包括：

睡袋 421 个、家庭救灾箱 345 个、折叠床 307 张、壹基金温暖包 100 个。受益人次达：2,208 人次。 

宝洁（中国）支持 1500 个宝洁家庭救灾箱驰援四川洪灾。此轮行动共有 1,153 个家庭救灾箱投入

到绵阳市平武县和北川县、德阳市中江县、南充市蓬安县和资阳市雁江区的响应行动中，缓解了 4,612

人的生活需求。余下的 347 个家庭救灾箱作为备灾物资，以备对下次灾害的突发需求。 

1. 四川灾害响应行动概述 

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区 628洪灾救援行动：6 月 29 日凌晨，乐山市五通桥区遭遇三十年不遇

的大暴雨，造成 12 个乡镇 154 个村 7,275 人受灾，紧急转移分散安置 1,051 人，农户房屋倒塌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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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求，

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川北伙伴对受灾严重的 9 个村和 1 个社区进行回应，发放了：壹基金温夏季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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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48 个、睡袋 10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24 个、大米 6,075 公斤、食用油 1,215 升。本次行动回应物

资总金额为 77,345 元，累计受益人数达 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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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受灾居民家中；右图：受灾群众在领到受灾物资时的喜悦 

 

四川绵阳北川安州区 711 洪灾救援行动：7 月 10 日 20 时，受强降雨影响，绵阳市安州区

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全区 143,300 人受灾，经济损失超过 860 万元，转移人口 12,619 人。房屋倒塌 3

户 9 间，一般受损 1,230 户 3,200 间。根据灾情评估和需求调研，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川北伙伴回应

了睡袋 880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810 个、折叠床 583 张、宝洁家庭救灾箱 881 个、冰露水 25,000

瓶、壹基金夏季温暖包 311 个、大米 2,300 公斤、食用油 1,150 升。本次行动回应物资总金额为 565,513

元，累计受益人数达 12,461 人次。 

 

 

 

 

 

 

 

 

 

 

左图：受灾居民房屋倒塌；右图：群众领取家庭救灾箱和睡袋 

 

四川南充市蓬安县 712 洪灾救援行动：受嘉陵江上游泄洪及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7 月 12

日，南充市蓬安县被洪水侵袭。13 日，经过一线伙伴的调研和评估，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川北伙伴

回应物资需求，这批物资包括睡袋 60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110 个、折叠床 60 张、宝洁家庭救灾箱

110 个、壹基金夏季温暖包 56 个。本次行动回应物资的总金额为 120,550 元，累计受益人次为 1,05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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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响应伙伴机构：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蓬安县志愿者协会。 

左图：志愿者连夜卸货；右图：村民领取到壹基金家庭救灾箱和宝洁家庭救灾箱 

 

四川自贡市富顺县 713 洪灾救援行动：因四川省内连日暴雨，自贡市沱江富顺段受上游影

响导致水位暴涨，7 月 13 日，洪峰过境，权限紧急转移安置 802 户 2,565 人。这是富顺县 37 年来最

大的洪灾。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川北伙伴立即对灾情和需求进行评估，并制定回应方案，决定对自贡

市富顺县、大安区、沿滩区的 8 个乡镇、30 个村的 550 名受灾儿童进行物资回应，本次行动共发放了

壹基金夏季温暖包 550 个，物资总价值为 200,750 元。 

四川遂宁市射洪县 711 洪灾救援行动：7 月 11 日，受涪江上游区域性暴雨天气的影响，涪

江射洪段洪水水位持续攀升，洪峰最高流量达到了 21,400m³/s。沿江两岸突发群众受困、农田淹没、

农房倒塌、路基塌陷、公共设施冲毁等灾情、险情，经济损失巨大。在对灾情进行评估及调研后，壹

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川北伙伴对受灾的 82 名儿童进行壹基金夏季温暖包的回应，本次行动物资总价值

为 29,930 元。 

四川资阳市雁江区 713 洪灾救援行动：7 月 13 日，受四川省内连日暴雨影响，资阳市雁江

区也受到了洪灾影响。据一线伙伴统计了解，共有 1,510 户群众被淹，紧急转移安置 876 户 1,870 人。

在这样的灾情下，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川北伙伴对受灾群众回应物资，这批物资包括：壹基金家庭救

灾箱 74 个、宝洁家庭救灾箱 74 个、壹基金夏季温暖包 38 个，本次行动累计受益人次为 63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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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总金额为 70,924 元。 

左图：志愿者搬运家庭救灾箱；右图：受灾村民领取到家庭救灾箱表现出了喜悦 

四川德阳市中江县 711 洪灾救援行动：7 月 7 日至 11 日，德阳普降大暴雨，部分地区降特

大暴雨，境内凯江、青白江流量达到极值，凯江中江城区段流量 3,490³/s，为百年不遇。据一线伙伴

了解，东湖乡寿丰居委会、新华村、新沟村、马鞍村、拱桥村等地出现房屋被淹和部分人员被困。壹

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川北伙伴对德阳市旌阳区等地进行物资响应，包括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92 个及宝洁

家庭救灾箱 92 个。本次行动总收益人次为 736 人次，物资总金额为 70,932 元。 

 

 

 

 

 

 

 

 

 

          

村民领取家庭救灾箱 

四川绵阳平武县 711 洪灾救援行动：7 月 9 日以来，平武县普降大到暴雨，山洪爆发、泥

石流肆虐。受 6.26 特大暴雨洪灾叠加影响，本次暴雨造成 25 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交通道路、网络

通讯全部中断，部分群众房屋损毁和受损，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此轮降雨共造成全镇近 2,000 户房屋

受损，其中 3 户房屋被泥石流全部掩埋，共计 100 余户需要重建。在了解完受灾严重的乡镇灾情后，

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川北伙伴回应物资，包括冰露水 1,000 瓶、睡袋 306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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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宝洁家庭救灾箱 106 个、壹基金夏季温暖包 20 个、大米 10,560 公斤、食用油 5,280 升、彩条布

116,000 平米、帐篷 4 顶。本次行动物资总价值为 508,512 元，总受益人次为 12,441 人次。 

 

左图：伙伴实地勘查灾情；右图：平武县南坝镇发放点 

四川江油市 714洪灾救援行动：受连日大雨影响，江油市也发生洪灾。全市 40 个乡镇均遭

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受灾人口为 9.4 万人，总经济损失达 26,869 万元。7 月 20 日，在对灾情信息进

行评估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川北伙伴对江油市的八一乡、九岭镇、永胜镇、大康镇和战旗镇进行

物资回应。这批物资包括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181 个、大米 1,500 公斤、食用油 750 升、彩条布 4,000

平米，帐篷 20 顶。本次行动的总受人次为 2,644 人次，物资总价值为 111,565 元。 

 

左图：志愿者从车上卸货；右图：村民从志愿者手中领取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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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甘肃灾害响应行动概述 

甘肃陇南 710 洪涝灾害救援行动：受 7 月以来暴雨洪涝灾害影响，甘肃省白银、天水、张

掖等 10 市（自治州）44 个县（市、区）108.2 万人受灾，12 人死亡，4 人失踪，2.7 万人紧急转移安

置；1,200 余间房屋倒塌，7,700 余间不同程度损坏。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减灾委于 11 日启动省级Ⅳ

级救灾应急响应，并于 12 日 10 时 30 分提升至Ⅲ级。另据统计，此次洪涝灾害造成陇南市 9 县区 145

个乡镇 1,553 个村 115,537 户 466,126 人受灾，因灾死亡 5 人，失踪 3 人，紧急转移安置 4,787 户 17,941

人。11 日，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甘肃伙伴积极响应，通过走访一系列受灾乡镇，并进行需求调研。

在制定计划后，伙伴对灾区群众回应了壹基金救灾帐篷 58 顶、睡袋 752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524

个、彩条布 307 件、大米 15,309 公斤、面粉 17,010 公斤，本次行动总金额为 605,766 元，累计受益

人次达 17,916 人次。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陇南光明公益联合会、陇南聚力公益协

会、陇南心连心志愿者协会、成县公益慈善事业协会、文县爱心公益促进会、康县义工联合会。 

左图：文县受灾现场；右图：村民领取大米和面粉 

甘肃临夏州东乡县 719 洪灾：7 月 18 日 21 时，东乡县全县突发多年未遇强降水天气，导致

该区域河流下游乡镇暴发山洪，造成群众房屋受损、道路损毁、人员伤亡重大灾害。据统计，已确认

13 人死亡，3 人失踪，39 人受伤住院。灾情发生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甘肃伙伴赶赴陇南，了解

最新灾情进展情况和受灾群众需求，随后制定回应计划。在这次响应行动中，伙伴为灾区发放了壹基

金家庭救灾箱 492 个、冰露水 36,000 瓶，累计受益人次为 4,368 人次，物资总金额为 215,580 元。 



 
 

11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临夏州青年公益联合会、临夏州义仓慈

善公益服务中心、东乡撒尔塔青年志愿者协会、东乡县亲情树爱心公益服务中心、东乡县禁毒志愿者

协会、临夏市八方公益爱心慈善中心、临夏州临聚力爱心公益慈善中心。 

左图：临夏受灾倒塌房屋严重；右图：村民领取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3.内蒙古灾害响应行动概述 

内蒙古巴盟乌拉特前旗 726洪灾：自 7 月 19 日以来，巴彦淖尔市出现大范围降水天气，部

分地区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导致全市多处农田被毁、房屋损毁、道路塌方，已造成经济损失 345,009.98

万元。据统计，巴彦淖尔市受灾人口 335,951 人，紧急转移安置 26,091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196,276.87

公顷，平均每亩损失 781.64 元，绝收面积 47,010.55 公顷，经济损失 230,129.31 万元。灾情发生后，

救援联盟内蒙古-呼和浩特随手公益对受灾比较严重的薛二壕村等 8 个村庄进行了灾情评估。8 月 2

日，内蒙古-呼和浩特随手公益为小佘太镇发放了大米 4,500 公斤、食用油 2,250 升、冰露水 72,000 瓶，

本次行动物资总金额为 132,750 元，累计受益人次为 5,700 人次。 

 

4.新疆灾害响应行动概述 

新疆托里县 702洪灾救援行动：7 月 2 日 19 时，塔城地区托里县山区突降暴雨，引发山洪。

此次洪灾造成托里县托里镇 357 户 800 人不同程度受灾，倒塌房屋 23 户 62 间，一般损坏房屋 50 户

120 间，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97 户 318 人。灾害造成 3 人死亡，2 人受伤。根据当地需求，壹基金联合

救灾项目-新疆伙伴回应以下物资：壹基金夏季温暖包 50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50 个、睡袋 50 个、

折叠床 50 张，物资总价值为 49,250 元，累计受益人次为 35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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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托里县受灾倒塌房屋严重；右图：志愿者给受灾儿童讲解壹基金温暖包物品 

新疆哈密市依州区沁城 731洪灾救援行动：7 月 31 日 6 时至 9 时 30 分，哈密市伊州区沁

城乡某区域短时间内集中突降特大暴雨。本次洪灾造成基础设施及居民房屋损毁严重。根据灾情，壹

基金联合救灾项目-新疆伙伴决定回应以下物资：壹基金夏季温暖包 150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150

个、睡袋 150 个、折叠床 150 张、冰露水 36,000 瓶。物资总价值 183,750 元，累计受益人次 3,900 人

次。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新疆山友救援队、哈密阳光公益、哈密山友救援队、哈密小草公益、闪闪雪

狐户外爱心团队、哈密博爱公益。 

左图：哈密受灾倒塌房屋严重;右图：志愿者们从车上卸货 

 

5.陕西灾害响应行动概述 

陕西略阳县白雀寺镇 702洪灾救援行动： 7 月 1 日凌晨至 7 月 4 日略阳县普降大暴雨，造

成白雀寺镇较严重的洪涝灾害。本次强降雨导致全县农房严重受损 10 户 29 间，一般受损 151 户 405

间，影响群众达 602 人。农作物受灾 222 公顷。全县直接经济损失达 665 万元。经过当地伙伴机构对

灾情的了解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陕西伙伴以大米 1,820 公斤、食用油 910 升、壹基金夏季温暖包

198 个、冰露水 9,600 瓶作为需求回应。本次行动回应物资共 102,254 元，受益人次达 2,13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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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响应伙伴机构：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汉中市蒲公英公益志愿者协会、略阳县青年志愿者

协会。 

左图：居民房屋受损；右图：村民领取壹基金粮油 

陕西宝鸡市凤县 704 洪灾救援行动：6 月 29 日凌晨至 7 月 3 日宝鸡市凤县普降大暴雨，造

成河口镇较严重的洪涝灾害。7 月 2 日，河口镇岩湾片区 4 个村普遍遭受暴雨灾害，全镇 4 个村 1,120

户家庭受灾。经与河口镇镇政府领导对接沟通，其中石鸭子村 74 户，沙坝村 351 户 1,290 人，合计

425 户受灾最重。根据当地受灾群众的需求，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陕西伙伴回应以下物资：面粉 4,250

公斤、食用油 2,125 升、壹基金夏季温暖包 139 个。本次行动物资总价值 89,835 元，累计受益人次

3,539 人。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金台区社区志愿者联合会、兴平志愿者城市应急救

援队、宝鸡慧芳公益发展中心。 

左图：受灾现场；右图：志愿者在给孩子们介绍温暖包内含物品 

陕西宁强县广坪镇 711 洪灾救援行动：7 月 1 日凌晨至 7 月 4 日宁强县普降大暴雨。截止

至 7 月 8 日，据宁强县广坪镇政府统计，全镇 7 个行政村，1 个社区，322 户村民，1,020 人受灾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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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陕西伙伴紧急启动救灾机制，有序开展救灾工作。11 日，为广坪镇受灾群

众发放了大米 3,220 公斤、食用油 1,610 升、壹基金夏季温暖包 152 个，回应了 2,728 人次的灾后需

求，本次行动的物资总金额为 91,544 元。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汉中市蒲公英公益志愿者协会、略阳县青年志愿者

协会。 

左图：受灾房屋被泥石流掩埋；右图：受灾群众领取壹基金粮油 

陕西陈仓区坪头镇 711 洪灾救援行动：7 月 10 日晚 10 时始，陈仓区坪头镇出现强降雨过

程，降雨持续 11 个多小时，导致境内 16 条河流河水暴涨，多处山体滑坡，多个路段被迫中断，部分

农田冲毁，农作物受损严重。更为严重的是坪头镇林光村颜家河街道 76 户 420 人 380 间房屋被洪水

淹没，遭受巨大损失。据统计，该镇 2640 人受灾，720 人被迫转移，生产生活面临巨大困难。11 日，

接到灾情初步信息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陕西伙伴立即组织一线伙伴连夜前往灾区了解安置区和

镇政府的相关情况并评估当地灾情。12 日，伙伴决定对灾区回应大米 3,770 公斤、食用油 1,885 升、

壹基金夏季温暖包 113 个以及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81 个。 

左图：坪头镇雨后航拍图；右图：受灾儿童领取壹基金温暖包 

陕西略阳县城关镇 711 洪灾救援行动：7 月 10 日下午至 11 日 11 时略阳境内普降暴雨，引

发山洪、滑坡、泥石流。据一线伙伴了解，此次灾害造成 17 个镇不同程度受灾，受灾总人口 4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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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紧急转移安置 5,019 户 16,870 人，农房严重受损 178 户 409 人 486 间，造成城乡直接经济损

失 4,915 万元。经过走访和评估，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陕西伙伴对受灾严重的 461 户农户进行需求回

应，为受灾群众发放了大米 4,610 公斤、食用油 2,305 升以及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178 个。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汉中市蒲公英公益志愿者协会、略阳县义工联合会、

兴平市城市应急救援队。 

左图：志愿者们查勘灾情；右图：村民领取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陕西宁强县青木川镇 711 洪灾救援行动：7 月 11 日凌晨至 7 月 12 日宁强县普降大暴雨，

造成青木川镇较严重的洪涝灾害，6 个镇 17 个村 311 户 576 人不同程度受灾，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105

人。全镇重灾户 313 户 1,164 人，其中房屋垮塌 14 户 40 人已转移,房屋严重受损 299 户 500 余间，受

灾儿童 89 名。经过走访和核实，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陕西伙伴对灾区进行物资回应，本次行动共回

应了大米 3,130 公斤、食用油 1,565 升、壹基金夏季温暖包 89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14 个，累计 2,649

人次受益，物资总金额为 72,025 元。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汉中市蒲公英公益志愿者协会、宁强县妇女儿童发

展中心。 

志愿者正在给孩子们介绍壹基金温暖包 

陕西米脂县印斗镇 719 洪灾救援行动：7 月 19 日下午，榆林市米脂县遭受暴雨，冰雹袭击，

造成全县通村公路受损严重，部分乡镇居民房屋造成不同程度进水。其中，印斗镇最为严重。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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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强降雨导致全县 10,597 人受灾，农作物受灾 2,115.8 公顷。全县经济损失达 6,528.45万元。在

经过与当地政府沟通并了解灾情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陕西伙伴为受灾严重的印斗镇制定了回应

计划。本次行动以 2,305 公斤面粉和 2,305 升食用油回应了灾区累计 3,688 人次的需求，物资总金额

为 68,689 元。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延安爱心公益协会、西安市未央区环保志愿者协会。 

左图：村民房屋受损；右图：村民领取救灾物资 

 

6.重庆灾害响应行动概述 

重庆秀山 707洪涝灾害救援行动：重庆秀山 707 洪涝灾害救援行动：7 月 6 日，重庆梅江

秀山（二）站出现最高水位 341.66 米，超警戒水位（341.47 米）0.19 米，涨幅 4.62 米。乌江以及秀

山、彭水等区县中小河流受强降雨影响，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截止至 7 月 8 日统计，秀

山县中平乡受灾人口 9,021 人，失踪 3 人，紧

急转移安置 513 人，倒塌房屋 40 户 47 间，严

重损坏房屋 145 户 162 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约 1,350 万元。9 日，在通过壹基金联合救灾

项目-重庆伙伴对灾情和需求进行研判后，对受

灾最为严重的中平乡中平村三回应了壹基金夏

季温暖包 145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375 个，

本次行动物资总金额为 98,550 元，累计受益人

次为 1,645 人次。                             老奶奶领取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重庆潼南 712洪灾救援行动： 7 月 12 日，重庆遭受连日强降雨袭击。铜梁、潼南和合川等

6 个区 1.1 万人受灾，2,900 余人紧急转移安置，800 余间房屋不同程度损坏，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余



 
 

17 
 

万元。13 日，经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重庆联合救灾网络的一线伙伴实地入户走访、确定受灾情况、

统计需求数据后，以 317 个壹基金夏季温暖包和 161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回应需求，本次行动累计受

益人次为 1,015 人次，物资总金额为 174,470 元。参与响应伙伴机构：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树青年社

工发展协会、共青团重庆市潼南区委、潼南区民政局、重庆市潼南区八方义工志愿协会。 

左图：志愿者们实地勘查灾情；右图：孩子们领取壹基金温暖包 

重庆合川 712 洪灾救援行动：7 月 12 日，受连日以来暴雨影响，重庆合川区太和镇水位超

警戒水位 7.23 米，超保证水位 4.23 米，淹没房屋 750 余间。有 2.5 万人受灾，总共组织转移安置 900

余户 6,500 余人，1,600 余户。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7,000 万元。13 日，通过一线伙伴实地入户走访、确

定受灾情况、统计需求数据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重庆伙伴对受灾儿童的需求进行回应，共发放了

452 个壹基金夏季温暖包，物资总价值为 164,980 元。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树青年社工发展协会、重庆市合川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左图：志愿者帮助村民搬出家电；右图：孩子领取壹基金温暖包 

重庆铜梁 711洪灾救援行动：受四川地区大范围的降雨影响，“长江 2018 年第 1 号洪水”暂

退后，长江上游干流和部分支流发生超警洪水。当日，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重庆伙伴立即启动灾害响

应机制，一线伙伴前往铜梁勘察灾情。伙伴计划对受灾群众进行冰露水物资回应。13 日，48,000 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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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水和 5 顶壹基金救灾帐篷抵达铜梁区安居地镇，并随即进行发放。本次行动总受益人次为 4,020 人

次，物资总金额为 57,500 元。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树青年社工发展协会、重庆市铜梁区新芽义工组织联合

会。 

志愿者们将冰露水从车上卸下 

重庆奉节 801 洪灾救援行动：7 月 31 日，奉节县遭遇特大暴风雨袭击，导致奉节县多个地

方发生山体滑坡、房屋坍塌受损、公路塌方、农作物受损等情况，受灾最为严重的是奉节县吐祥镇樱

桃村，房屋受损 34 间、垮塌 7 间，给居民们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经济损失约 81 万元。8 月 1 日，

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重庆伙伴前往吐祥镇樱桃村进行实地勘灾。通过实地走访和需求评估，最后为当

地群众发放了 214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本次行动总受益人次为 856 人次，物资总金额为 78,110 元。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树青年社工发展协会、奉节县大爱夔州志愿者协会。 

左图：志愿者进入受灾村民家中了解灾情；右图：老奶奶领取家庭救灾箱后的喜悦 

 

7.黔、鄂、黑三地的灾害响应行动概述 

贵阳绥阳 702洪灾救援行动：7 月 2 日晚，绥阳县部分乡镇遭遇暴雨袭击，导致部分乡镇不

同程度遭遇洪涝灾害。经统计，受灾人口 4,986 人，紧急转移安置 600 人，紧急生活救助 2,400 人，

因灾严重受伤 1 人，因灾倒房 3 户 9 间，严重房屋受损 85 户 192 间，直接经济损失 443.82 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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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业直接经济损失 338.82 万元，家庭财产损失 105 万元。灾情发生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贵州

伙伴第一时间与绥阳县民政局对接了解详细灾情。5 日，在实地走访评估后制定了灾情回应计划，为

受灾群众发放了大米 12,500 公斤和食用油 2,500 升，本次行动物资总金额为 95,000 元，累计受益人

次为 4,000 人次。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贵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贵阳市众益志愿者发展服务中心。 

左图：一线伙伴在村民家中了解需求和灾情；右图：物资发放现场 

湖北恩施来凤县 704 洪灾救援行动：7 月 3 日 20 时至 4 日早上 8 时，来凤县北部遭受强降

雨袭击。全县紧急转移安置 1,020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3,025 公顷，因灾农房严重受损 4 户 8 间、一

般受损 130 户 143 间，全县直接经济损失 8,360 万元。5 日，经一线伙伴走访了解，决定对受灾最为

严重的百福司镇新材沟村、合光村、虎头落村及石樑子村进行响应。本次行动共发放物资有：大米 3,000

公斤、食用油 1,500 升、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76 个、壹基金夏季温暖包 80 个，物资总金额为 86,940 元，

累计受益人次 2,180 人次。 

 

左图：志愿者们正在卸货；右图：孩子们领取壹基金温暖包 

黑龙江铁力 720 洪灾救援行动：7 月 13 至 20 日，黑龙江省铁力林业局施业区普降中到大

雨 ，

局 地

暴

雨 ，

降 雨

高 值

区 主

要分布在九连林场、泥河营林所等部分地区，导致林业局主要河流水位暴涨，局部地区发生灾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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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黑龙江伙伴大庆市爱心传递志愿者协会第一时间联合当地铁力林业局

团委、青年志愿者协会，对灾区进行灾情评估。据统计，铁力林业局共有 21 个林场所（农场）受灾，

受灾人口 2,196 人，转移安置人口 155 户、343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7,713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9,083

万元。在制定回应计划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黑龙江伙伴共发放了 110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大米

4,880 公斤、食用油 2,440 升，本次行动累计受益人次 4,832 人次，物资总金额为 98,710 元。 

参与响应伙伴机构：哈尔滨市松北区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铁力林业局青年志愿者、黑龙江省

青联委员会。 

左图：农作物严重受损；右图：村民领取救灾物资 

 

【伙伴能力建设项目】 

2018 年 7 月期间，壹基金联合救灾伙伴——川南、新疆和湖北共开展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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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家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参与；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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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伙伴能力建设 

7 月 2 日至 3 日，由壹基金、成都新秋减防灾公益服务中心、攀枝花市花城义工协会联合主办的

“壹基金联合救灾川南项目攀枝花区域 2018 年能力建设培训”在攀枝花学院顺利举行。会议主要涵

盖了壹基金项目及介绍、联合救灾系统介绍及灾害管理基础、公益传播与筹资、应急救援以及壹基金

温暖包-川南五年及攀枝花区域网络救灾机制讨论等议题。通过这次会议，伙伴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了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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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项目，能够快速地解决当地灾害以及应对措施，提高自身的灾害管理意识、能力以及传播筹资

能力。 

左图：壹基金项目官员介绍壹基金项目；右图：会后合影 

 

2.新疆伙伴能力建设 

7 月 14 日，2018 年壹基金联合救灾新疆网络能力建设筹资与传播能力建设工作坊在壹基金的支

持下，在新疆志愿公益救援联盟的主办下圆满成功。该工作坊就筹资与传播能力培训使伙伴展开深度

讨论。会议过后，伙伴们表示收获满满，自身对筹资和传播的认识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 

左图：工作坊培训；右图：会后合影 

 

3.湖北省伙伴能力建设 

7 月 21 日至 22 日，湖北省 2018 壹基金联合救灾第二期能力建设沙龙在咸宁市卫生局卫生宾馆

举行，参与此次会议的有来自咸宁、黄石、鄂州、黄冈和武汉地区的公益组织负责人及项目专员 30 余

人。湖北孝感义工联周会长介绍了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的工作内容，具体就项目执行中灾情反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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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收集、物资采购发放和结项做了详细讲解。 

28 至 29 日，在湖北省 2018 壹基金联合救灾第三期能力建设沙龙会议上，伙伴们就联合救灾、

儿童服务站、平安小课堂、儿童温暖包及安全农家项目进行了深度交流。通过两期的交流学习，已加

入项目的机构伙伴更清晰的了解到目前网络内的项目细节，也吸引了还没有加入的机构伙伴申请执行

项目。伙伴们表示，相信在各公益机构的的努力下，壹基金项目在湖北会发展得更好，湖北的公益生

态也将继续向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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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灾后重建 

1. 雅安 8 所小学重建学校项目进展  

目前，抗震减灾示范学校都已建成，正常使用。 

 

2.16 所乡村幼儿园项目进展(新增两所幼儿园重建草)  

7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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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结项工作, 尾款支付；2 所幼儿园（永和乡中心幼儿园 一层主体钢筋施工完

成，待验收通过后进入一层主体混泥土浇筑阶段；乌斯河中心幼儿园项目 主体施工完成，进入门窗

安装及外墙装修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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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新增幼儿园（石棉县安顺乡中心幼儿园、雨城区草坝新区幼儿园规划设计阶段）。 

草坝幼儿园规划图                                邬斯河基建 

 

3.安全农家项目 

1)雅安 

2018 年 7 月, 安全农家二期项目中，芦山县双石镇、石棉县安顺乡和迎政乡等 3 个乡镇的 12

个项目点顺利召开结项会议，雨城区多营镇、芦山县大川镇的 8个项目点的项目工作也已经基本结

束，本期安全农家项目进入结项状态。其中多营镇、大川镇、迎政乡等 3个乡镇的 5 个项目点在 7

月开展应急演练、减灾宣传等活动 6 次，参与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 74 人次，直接参加活动的居民

60人次，大学生志愿者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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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图）分别是雨城区南二路社区协助社区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的疏散路线图； 

芦山县大川镇快乐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协助农户开展家庭风险排查（下左图）； 

石棉县迎政乡新民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组长应急演练（下右图）； 

 

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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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隐患点巡逻工作持续不断，累计参与上千人次；在发生险情的社区，救援队积极组织

群众疏散并开展搜救、警戒、监测等工作，累计疏散隐患点群众 269人，成功搜救被困人员 1名，

组织社区居民应对灾害上千人次，在灾情应对中充分发挥了主体作用。 

 

7 月 10日夜间，芦山县大川镇遭遇暴雨，山洪冲塌三处河堤，冲毁部分庄稼，部分路段发生

泥石流和落石造成交通中断，4个项目点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协助转移隐患点居民 20人，并积极组

织群众参与抗洪抢险、疏通道路、加强监测险情，累计 110名队员投入，连续奋战十多天，组织投

工投劳 1000多个，日夜不停的对冲塌河堤进行了装填修复，对洪水漫出区域进行拦截防涝。 

 

7 月 19日，雨城区多营镇遭遇暴雨，陆王村 20 多亩庄稼被冲毁，部分房屋有不同程度受损，

淤泥阻断交通，多个农户家中进水。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长李春强和陆荣学带领队员协助群众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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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撤离，陆荣学说：“在撤离的时候，河沟的水已经漫上路面，非常危险，道路也被山上冲下来的泥

浆和石头阻断了，消防队接到求助电话后赶到陆王村，但道路已无法通行，他们只有步行进村。救

援队和村民在这个阶段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开展自救互救，在消防队来之前，成功疏散了 41 名村

民，其中 10名被困人员是被队员搜索到并成功协助转移的，同时协助 10余名村民安置在社区中

心。” 这支由社区文艺队改编而成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从晚上 8点，一直冒大雨协助群众撤离直到

凌晨 2点多，非常了不起。次日，队员又在协助镇政府工作人员巡护时发现一处天然气管道破裂，

当即疏散周边人员，联系天然气公司进行维修。队员们还上山检查供水水管、维修管道。同一天，

多营镇大深溪村的救援队也从地质灾害隐患点转移安置群众 34 人。 

 

7 月 27日凌晨五点，石棉县安顺乡小水村翻身沟突发山洪泥石流灾害，冲毁堤坝 2000多米，

多处农房受损，有些舍内淤泥堆积超过 80公分，翻身沟桥机受损，河床高出路面 1 米形成“路上

河”。幸运的是，该村救援队员（地质监测员）李光才和儿子（救援队队长）李建平在 7 月 26日接

到预警信息后就做好监测准备，并坚持冒雨巡查，在发现险情的第一时间迅速报告乡政府，同时分

头敲门入户，通知群众撤离，共转移群众 160 多人，组织救援队排查农户，成功搜救出 1 名被困老

人。天明后，又配合乡政府和交警部门设卡劝返过往车辆，保障车辆行人安全；配合电力部门断

电，监测险情、疏通公路、统计灾情，充分发挥救灾主体作用。石棉县社会工作者协会得知消息

后，为受灾群众送餐做饭，协助救援队安抚群众，开展自救互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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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 7 月 28 日，石棉县迎政乡新民村、三合村等社区队员在村道塌方后及时组织疏通公路、

在危险路段警戒巡护，三合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还协助疏散了隐患点的 15 户 48名居民，同样充

分发挥了救灾主体作用。 

 

除此，雨城区上里镇六家村、箭杆林村、合江镇徐坪村，芦山县太平镇大河村、天全县盐店村

等多个一期项目点也在 7月的暴雨天气中不同程度受灾，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总是在第一时间冲锋在

前，疏通公路、监测险情、组织救援，安全农家雅安项目社区的救援队在今年的灾情中经受住了考

验。另外，安全农家项目在 7月完成了慈善中国的备案，并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线筹款，项目组也通

过壹基金联合救灾网络招募全国范围内的合作伙伴，希望将该项目通过 99公益日众筹的方式推广出

去，目前正在紧张准备中。 

 

2)鲁甸 

7 月份鲁甸安全农家项目完成。 

 

3)九寨沟 

7 月，安全农家项目执行机构主要工作是针对 16 个村（社区）继续完成基线调研。并重新修订

了《安全农家项目建议书》，针对调研情况，优化方案和预算。继“8·8”九寨沟 7.0级地震后，今

年汛期，九寨沟县境内又出现持续强降雨，7 月 11日县内所有河道水量均达历史最高峰值，造成

“6·25”洪涝灾害和建国以来最大的“7·10”特大洪涝灾害。安全农家所在的 4个乡镇的 16个村

（社区）都遇到了较大的洪涝灾害，滑坡、泥石流、山洪等导致部分房屋损毁，基础设施收到破

坏。由于安全农家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尚未建立，安全农家项目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了解灾情，陪同村

里连夜监测，并提为部分村发放了发电机、对讲机、雨鞋雨衣、手电筒、探照灯等社区志愿者救援

队救灾物资。虽然降雨打乱了预期的项目工作，但是在灾害中来锻练执行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同时

也充分的说明实施安全农家的必要性和建立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重要作用。 

 

4)茂县 

7 月，太平镇安全农家项目执行机构成都益众公益，参与美锦公益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成立大

会与团建活动；参与太平镇灾情评估；收集三村在 7.10灾害中的受灾受损情况； 7.10工作人员与

杨柳村，应急救援队共同抵御洪水的冲击；与村支两委，救援队再次核对成员的档案信息，以备后

期的胸章制定与购买保险；团队在成都办公室讨论有关第一期培训的方案与后期的进程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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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县社区志愿者救援成立大会                          茂县社区志愿者救援成立大会 

 

4、雅安本土社会组织能力提升项目 

7 月，该项目进入结项状态。 

 

5、鲁甸塑胶跑道项目 

7 月鲁甸鸭子塘小学塑胶跑道项目全部完工，结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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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31日，项目组组织监理、项目管理、业主方和施工方对项目装修工程进行初步验收，考虑

到项目实施难度大，和施工方沟通对工作量验收设置了初步验收标准。验收结论“不合格”。和施工

方进行严肃讨论和发工程联系单问责。根据实际情况和施工方梳理整改清单，拟定后期计划。土建

整改收尾和工作仍在继续。 

展示工程初验                                       屋面防水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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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雅安市灾后重建幼儿园能力建设项目 

7 月 1）经和合作方沟通沟通机制和项目进度后，对方补齐了前面的项目活动资料； 合作方沟通

后续工作重点和难点；协助合作方对项目阶段性付款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提交流程的梳理；农村幼

儿园项目颗粒化和筹资产品设计框架，项目组进行了讨论 。 

 

四、儿童关怀与发展 

海洋天堂 

一、项目活动进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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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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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1.项目进展总述：2018 年 7 月，全国 33常规县目前已经有 19县提交水检报告，其中甘肃通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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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关县、

贵州六盘水 9 县已经发货并有部分地区已经收货。剩余已经提交报告的 10 县，目前可以安排发货的

有 4 县，6 县报告需要修改或重新检测及更换学校。水杯将会在设备发货同时安排发出。 

剩余其他 14个常规县，部分已经提交电子版水检报告，并已经做出审核反馈，目前未收到纸质版

报告。部分县时值学校放假正在进行水质检测活动或水源问题开学后才进行检测。 

7 月内，新疆扶贫与净水计划示范项目点的净水设备已发往新疆。 

2.议题倡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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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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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徽当涂县开始水样采集工作。 

目前选点工作已经完成，7 月 12 日开始，对选点校水样进行现场采集。 

安徽当涂县伙伴推送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hTo6g7_QBOGNBclN9HyRQ  

2）黑龙江嫩江伙伴美篇推送净水相关知识。 

7 月 17日上午，黑龙江伙伴以净水计划为背景，介绍水资源问题。 

黑龙江嫩江伙伴推送文章： 

https://www.meipian.cn/1gnkgcbj?share_depth=1&user_id=0&share_user_mpuuid=null&from

=groupmessage 

 

洗手计划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1. 项目进展总述：  

1，甘肃、贵州、陕西、云南、安徽、江西、辽宁、吉林、新疆、四川、重庆 11 地的硬件已全部

收货。因为学校放假只有部分地区完成安装，剩余将在开学前完成安装工作。 

2，收集 18年设备修改适用意见，集中在开学后统一提交。 

3，YANG DESIGN设计师团队已确定设计稿，进入样品生产阶段。 

https://www.meipian.cn/1gnkgcbj?share_depth=1&user_id=0&share_user_mpuuid=null&from=groupmessage
https://www.meipian.cn/1gnkgcbj?share_depth=1&user_id=0&share_user_mpuuid=null&from=group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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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题倡导：无  

（1） 项目活动进展 

1. 11个项目县全部已收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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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南充、重庆九龙坡已经收货。 

2. 收集学校使用反馈信息及物流运输途中所遇到问题。 

3. 安排伙伴新学期开学后开展软件课堂工作。 

4. YANG DESIGN设计师团队已确定设计稿，进入样品生产阶段。 

5. 伙伴微信推送 

1）新疆伙伴 7月 16日“手”护健康，让爱心传递新疆新生活 

推送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YMJsmXTirxFb5rbwDd9YAA 

 

6. 安排伙伴新学期开学后开展软件课堂工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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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YMJsmXTirxFb5rbwDd9Y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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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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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名教师/志愿者参与，【8373】名儿童受益，共【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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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陆良县的八所壹乐园·音乐教室安装完毕 

2018 年 7 月，云南省的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进展顺利。在 6 月 21 日-7 月 9 号，施工队对云南

省陆良县的八所壹乐园·音乐教室进行安装。在这儿 19 天里，施工队对音乐教室进行安装，丝毫不

敢懈怠。目前，音乐教室安装完毕。 

 

（2）云南陆良音乐教师前往昆明参加壹乐园·音乐教室培训会 

在 7 月 9 号到 11 号的三天的时间里，陆良县的音乐教师前往昆明参加壹乐园·音乐教室培训会。

在培训期间，老师们从陌生变得熟悉，从一个个小团体到一个团结的大家庭，从知之甚少到收获满满。

音乐也是一种传递，传递幸福，传递笑容。培训师们把这份快乐传递给了老师，老师将把这份美好传



 
 

32 
 

递给更多的孩子！ 

 

（3）贵州省晴隆县音乐教室安装 

2018 年 7 月，贵州省晴隆县音乐教室的物资已经全部分配到各项目学校，期间执行伙伴为学

校联系了音乐教室施工安装团队。其中项目学校中的光照小学音乐教室在安装期间，伙伴项目负责

人到达施工现场查看施工进度，施工过程中发现项目学校的木地板数量不够情况，及时与项目组联

系进行补货，物资到达第一时间组织相关人员为学校送去物资进行安装。目前光照小学音乐教室安

装已接近尾声，预计 7 月底施工完成。 

 

（4）安徽繁昌县音乐教室安装 

2018 年 7 月 5 日，在繁昌教育局统一安排下，8所音乐教室同步开始进行装修工作。执行伙伴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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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负责人周声伍老师带领志愿者分别于 7 月 5 日、8日、13 日和 19 日进行了四次音乐教室安装跟进

监测和探访。 

 

 

 

 

 

 

 

 

 

（5)安徽繁昌县围绕音乐教室平台开展支教服务 

7 月中旬，芜湖爱邻社工中心根据音乐教室的特点，以音乐教室为平台为中心，结合音乐教室的

特色，将在音乐教室后续教学开展的过程中，引入中心自创的“艺术空间”儿童艺术教育项项目，发

展联合芜湖唐婧舞蹈艺术学校和芜湖天歌琴行做为“艺术空间”舞蹈和乐器合作的公益伙伴，将围绕

音乐教室平台开展支教服务。 

 

（6）陕西扶风县项目学校装修施工完成情况 

2018 年 7 月 4 日在扶风县第二小学举办了壹基金音乐教室项目物资发放活动，扶风县教育局副

局长、教育局教育股长及 8 所项目学校的校长亲自参与。活动结束后 8 所学校启动项目施工。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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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伙伴跟进配合项目学校进行施工，7 月 21 号第一所项目学校新店小学装修施工完成；7 月 23 日

扶风二小、三小开始装修施工。 

 

（7）辽宁喀左音乐教室分装及安装 

2018 年 7 月 9 日，壹基金壹乐园音乐教室硬件物资抵达项目县辽宁喀左县，硬件物资当天在教

育局体卫艺股股长赵宗军指挥下进行分装转运至各个项目校。暑假伊始，各个项目校投入紧张的装修

工作中，目前坤都营子乡中心小学、老爷庙镇杨树下小学、十二德堡乡中心小学三所项目校已经安装

完成，大营子乡大梁下小学正在安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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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湖南怀化市参加音乐培训 

执行机构收到项目组的《关于 2018 年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音乐教师基础培训第四场培训相关事

宜的通知》，马上向鹤城区教育局分管教学的丁中立副局长汇报培训时间、地点、对象及费用安排等

事项。7月 5日区教育局组织参训老师开会，区教育局丁局长在会上作出重要指示：一是壹乐园音乐

教室项目以儿童发展为核心，通过音乐教师专业技能培训、音乐课程开发以及音乐主题活动推广，提

高我区乡村学校的音乐教育质量，帮助乡村儿童在快乐中发展潜能，参加培训音乐老师们是代表我们

鹤城教育界的形象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要严格遵守壹基金各项培训纪律，严格遵守作息时

间。二是上课期间要认真听老师讲课，积极做好笔记；要认真听从组织人员和教员的安排，完成三天

的学习任务。7 月 17—19 日，鹤城区 8所项目学校的音乐老师赴安徽芜湖市参加 2018年壹基金壹乐

园音乐教室第四场基础培训，为期三天的培训让老师们收获满满。 

 

（9）湖南怀化市项目学校安装 

项目学校经前期积极筹备，紧张施工，现湖南怀化市所有项目教室都在确保墙面、地面平整，通

电的前提下进行援建设备安装。7 月 24 日，鹤城区教育局与执行伙伴共同对项目学校之一的舞水小

学的音乐教室设备安装进行验收，该学校的音乐教室符合壹基金规定标准，教室设备健全，布局设计

新颖，环境优雅，至此，鹤城拉开了专业音乐教室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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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壹乐园·运动汇 

（1）攀枝花 8 所项目学校地面硬化工程都已完成，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拓展活动 

2018 年 7 月期间，攀枝花项目学校按项目要求，均已完成了渔门，福田，务本三所学校的铲除

塑料与场地硬化工程，待厂家硬件设施和安装工人到，即可立刻安装。在暑假期间，执行伙伴将仁和

区项目学校的部分有时间的孩子组织集中起来，开展一个夏令营活动。通过夏令营，丰富孩子的暑期

生活，并将项目培训中学到的游戏在实践中教给孩子，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会相互交流，学会独立成长，

学会沟通合作，并给孩子们播放爱国电影，开展分享会，让孩子们寓教于乐。 

 

（2）甘肃张家川县项目学校走访，参加体育培训 

7 月 11日至 14 日，执行伙伴机构项目负责人联合张川县教育体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项

目学校多功能运动场地硬化情况，及对项目配置体育包进行检查签收，并收取体育包签收表。2018年

7 月 20 日，在张家川回族县自治县教育体育局的协调下，执行伙伴带领八所项目学校体育教师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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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018 年 7 月 21 至 23 日在陕西西安举行的 2018 年壹乐园•运动汇项目体育教师培训。通过本次培

训，老师们感叹到，不管他们是教语文的老师还是教数学的老师，将来一定会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体育

教师。 

 

（3）自贡四方协同转运物资，8 所项目学校完成场地安装 

7 月，运动汇物资通过三辆货车到达自贡大安区，前期自贡项目组成员与厂家沟通后得知物资转

运和下货的困难，项目组马上与教育局和各学校联系沟通，教育局立马聘请了 4 名工人随车下货，并

安排各校至少 3名工作人员帮忙卸货。火辣辣的太阳，火辣辣的热情，在大家共同努力下，8 个学校

物资花了半天时间全部送到到位。7 月 12 日，自贡已开启高温模式，安装师傅顶着烈日开始进行安

装，每到一所学校，学校的校长亲自陪同安装，教育局再三叮嘱各校为安装师傅们准备凉水和防暑药，

用 4 天的时间安装完 8 所学校。目前，和平小学和大山铺小学已完全完工。其他 6 所学校，篮球桩等

其他物资暂未到达，因此只安装了地面，待其他物资到达后，厂家将立即组织工人安装。 

 

（4）广东惠州博罗县开展日常教学活动，体育包签收单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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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期间，惠州博罗县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7月初，4所新历公益定

点捐赠项目学校已全部完成多功能运动场安装，并开展日常教学活动。老师们将壹乐园培训中学到的

知识带入课堂，让孩子们在课堂中感受到体育的快乐。7月 10 日，根据项目组要求，执行伙伴已将 12

所项目学校的体育包签收单全部寄往项目组。 

 

（5）湖南华容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学校运动场地已完成了重建与改造，设备到货准备 

在华容县教育体育局的大力支持下，执行伙伴已完成了项目学校运动场维修与重建。据悉，自 6

月中旬以来，华容教育体育局已投入 10 多万元，启动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学校运动场地重建与改造

项目建设。6 月 21日已高标准完成终南中心小学运动场地重建及 6 所项目学校运动场地改造。7 月 3

日操军镇中心小学运动场地重建也全面完工。运动汇设备厂商多次与华容项目组联系，沟通货物的配

送时间，装车的安排及安装等事项。预计 8月下旬完成 8 个项目学校多功能运动场的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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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甘肃榆中县开展了游乐设施设备安装前期的准备工作 

2018 年 7 月期间，榆中县壹乐园游乐设施项目整体工作进展较为顺利，共有 8 所学校开展了进

场准备工作，甘肃鸿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收集到 8 所项目项目的进场准备工作照片，截止 7 月 24

日，8 所学校基本完成进场准备工作，但其中有 3所学校在场地准备上与建设图纸不相符，已在积极

协调中。 

（7）辽宁东港市参加体育培训，场地安装完成 

2018 年 7 月 14 日-17 日，辽宁东港执行伙伴机构项目负责人带领八所项目学校的体育老师和一

名教育局体育教研员到沈阳工业大学参加全国体育老师培训，短短的 3天时间，8位老师学到了“青

少年心理发展特点及在体育中的运用”、“体育教师基本技能储备”、“体育教学活动设计思维和要点”

等理论知识，培训老师带领的实际操作更让老师们领会了教学方法。同时 7 月 13 日东港八所项目学

校的硬件设施已全部到位，执行机构项目负责人亲自到现场指挥跟进安装，已于 7 月 19 日东港 8 所

项目学校全部安装完毕。 

 

 

（8）黑龙江漠河参加教师培训和儿童授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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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15 日到 18 日，中国最北的漠河市的 8名体育教师，参加了壹基金“壹乐园●运动

汇”全国教师培训会。漠河市教育局局长冯广庆高度重视本次培训，在听取了领队单玺龙关于第一

天的培训内容汇报后，说“我看培训的内容不错，大家要把老师教的先进理念和理论，以及好的活

动和游戏方案学好记牢，回来在全市进行一下普及，你们几个商量一下，搞一次二次培训，分分

工，都讲讲。”在３天６次室内外学习中，8 位老师无一人次请假或迟到。室内，他们认真听讲并

做了详细的笔记；室外，他们挥汗如雨，年过半百的石玉山、脚骨裂的李涛参加了所有实践环节，

令人感动。 

 

 

 

 

 

（9）安徽宿州游乐设施安装完成 

2018 年 7 月期间，安徽宿州壹乐园游乐设施设备的发放及安装工作按计划如火如荼开展，于 7月

中旬八所项目学校厂家都已安装完毕，并和执行机构项目执行人及各校领导进行了初步验收工作。游

乐设施所有设备于 6 月 29 号上午到达宿州，执行机构定于当天在其中一所项目校（马场小学）进行

物资发放仪式。项目执行机构所有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八所学校负责人全部参与此活动，并得到当地

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随后一周的时间，项目机构执行人随着厂家安装师傅奔波在每一所学校的安装，

于 7 月中上旬结束八所学校安装及初步验收工作。紧接着 7 月 20 号执行机构执行人、教体局领导和

各项目校老师，即将前往西安进行为期三天的壹乐园.游乐设施全国体育教师培训活动，整体工作进

展相对顺利。 

（10）云南禄丰组织项目学校骨干教师、学校周边学生参与场地安装 

      执行机构项目专职熊正刚和禄丰县教育局、项目学校对接要求项目学校在项目安装期间 4-5名

骨干教师全程配合项目安装；希望项目学校配合组织学校附近周边 9-12 名学生在项目学校安装期间

配合安装；4所项目学校已经完成项目学校周边 9-12 名学生名单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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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项目组协调厂家和伙伴，完成壹乐园音乐教室&运动汇项目的发货工作 

音乐教室项目：截止目前，2018 年音乐教室项目的所有项目县已经完成发货，进入安装的阶段。 

运动汇-游乐设施项目：游乐设施已经发货为安徽宿州市、山西曲沃县，预备发货宁夏利通区的

设备，项目在伙伴准备好场地的硬化和预埋件等工作后，项目组收集到图片之后，协调厂家给伙伴所

在项目县发货，并且有执行伙伴协助工人完成安装工作。 

运动汇-多功能运动场项目：运动场项目目前发货川北自贡市，正在安装中，因为运动场项目有

多家供货商，所以发货的流程和时间较晚，8 月会陆续安排发货。 

（12）项目组完成全国项目签收单等收集工作 

 全国项目的器材包已经全部发货并且到货，项目组收集所有项目县的器材包签收单，包括音乐

包和体育包，所有伙伴已经全部提交器材包的纸质版或电子版资料。 

（13）壹乐园项目与松禾基金会合作新疆专场培训 

  壹乐园项目与松禾基金会在新疆针对少数民族合唱团等主题上面有合作意向，并且在前期的准

备和讨论中，最终确定了在 8月 5-7 号在新疆察布查尔县的新疆专场进行培训，邀请了松禾基金会的

一级专家前往新疆针对合唱主题进行了培训。 

（14）项目其他事务性工作 

伙伴推文： 

1、嗯，这是我想要的音乐教室！https://mp.weixin.qq.com/s/H1csE8MolbY9MgROXjBpwQ 

2、虫虫公益壹乐园音乐教室：爱让我们听见音乐花开的声音…

https://mp.weixin.qq.com/s/bvSb_q8LPYutSIWo348z9Q； 

3、你好啊，这里是快乐的培训会！https://mp.weixin.qq.com/s/mDh3ziNmsltGoamWwjyChA； 

4 、 听 见 音 乐 花 开 的 声 音 | 壹 乐 园 音 乐 教 室 云 南 省 陆 良 项 目 圆 满 竣 工

https://337.ccwb.cn/wxpage/main/detail.html?share_id=201807110748060J2WMJ&cw_id=2018071

0222741OJZJ78&from=timeline 

5、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培训 | 感受音乐的魅力 https://mp.weixin.qq.com/s/iwDq-

BtbE_LTqeFHLkCyFw 

6 、 这 是 一 场 专 业 、 颜 值 、 与 乐 趣 “ 三 高 ” 的 音 乐 趴

https://mp.weixin.qq.com/s/syltT5krkmYnXRUmXoKDYQ 

7、围观/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壹乐园•多功能运动场项目获支持学校名单公布

https://mp.weixin.qq.com/s/umSfoLhKapC8RpE02V2piA 

https://mp.weixin.qq.com/s/H1csE8MolbY9MgROXjBpwQ；
https://mp.weixin.qq.com/s/bvSb_q8LPYutSIWo348z9Q
https://mp.weixin.qq.com/s/mDh3ziNmsltGoamWwjyChA；
https://337.ccwb.cn/wxpage/main/detail.html?share_id=201807110748060J2WMJ&cw_id=20180710222741OJZJ78&from=timeline
https://337.ccwb.cn/wxpage/main/detail.html?share_id=201807110748060J2WMJ&cw_id=20180710222741OJZJ78&from=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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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初心从这里壹起出发 https://mp.weixin.qq.com/s/DkVTtUWlG5Asx0jjKHK8Gg 

9、这个培训有点嗨 https://mp.weixin.qq.com/s/8jgxIEqV-FKU9fPWv62tMw 

10、自贡老师赴昆明壹乐园·运动汇全国教师培训圆满结束

https://mp.weixin.qq.com/s/pzqTnYHr1LRglZ6LWtlhiw 

11、壹起去看操场“新衣”https://mp.weixin.qq.com/s/MaO7UKTUYS4-g6e7I6_AfA 

12、黑龙江漠河市８名体育老师参加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全国教师培训

https://mp.weixin.qq.com/s/Wz3Em8FMPhGn1UYjclGjcA 

13、这个夏天，流下汗水的他（她）们，也留下了关爱！

https://mp.weixin.qq.com/s/dTVZPv2zKNGZR-LtKtAMpA 

14、武定正心禄丰县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 2018 年项目开始招募公益体验志愿者了！

https://mp.weixin.qq.com/s/Mobs7wisS3MFkvEve6TxGA 

15、动起来，更精彩 ——2018 年壹乐园全国体育教师培训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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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大安区“壹基金.壹乐园”运动场启动建设 

自贡市人民政府网：http://www.zg.gov.cn/_m_/-/articles/v/8985805.shtml 

自贡市教育和体育局：http://fsxzf.gov.cn/web/sjyj/dep_qxxx/-/articles/8828354.shtml 

17、自贡 10名老师赴昆明参加“壹乐园.运动汇”全国体育教师培训 

亚传网：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180711/3627.html 

今日头条：https://www.toutiao.com/i6576783666209358340/ 

京广网：http://www.bjradio.org.cn/xinwen/difang/2018/0711/10809.html 

腾讯新闻：http://new.qq.com/omn/20180711A0ICM200 

凤凰新闻客户端：

http://m.ifeng.com/vampire/G7nKOGQI/shareNews?&fromType=vampire&aid=68677727 

腾讯快报：http://kb.qq.com/article.htm?id=20180711A0ICM200&commentid=1 

新浪：

http://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99dz.html?from=edu&subch=nauto 

触电新闻：https://www.itouchtv.cn/article/aa1fbb61a8044bc9f3df6544cdaf45d9 

四川发布新闻客户端：http://www.scpublic.cn/news/getdetail/id?id=107961 

18、那几天我在参加 2018 年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全国体育教师培训 

https://mp.weixin.qq.com/s/rILhs59NXq8Oghh-QqF4tg 

19、高温下的修行/记 2018 年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全国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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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MaO7UKTUYS4-g6e7I6_AfA
https://mp.weixin.qq.com/s/Mobs7wisS3MFkvEve6TxGA
https://mp.weixin.qq.com/s/OEsGJKHtOlKCJPbopgueQQ
http://www.zg.gov.cn/_m_/-/articles/v/8985805.shtml
http://fsxzf.gov.cn/web/sjyj/dep_qxxx/-/articles/8828354.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rILhs59NXq8Oghh-QqF4tg
https://mp.weixin.qq.com/s/eiYRIQSnAypnxOBapVyJ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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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虽然是最后一场，但并不是结束，反而是开始

https://mp.weixin.qq.com/s/bHqJswSqVYXgt36-G-9vow 

21、音乐老师的专属菜谱，能提高唱功哦！

https://mp.weixin.qq.com/s/rZeE8LD01X3s79LVkh1dIw 

22、壹乐园丨不一样的音乐老师交流会 https://mp.weixin.qq.com/s/fDbJLLfOL-

DAnMLpiTq3mg 

23、壹乐园丨体育教师开课啦！https://mp.weixin.qq.com/s/AZ6zaKtA7sqeYDv6CZ7ixw 

24、我们的音乐世界四季如春 https://mp.weixin.qq.com/s/VmW9QpZUzZa_inaAWj1vUA 

25、对不起，我们瞒着你偷偷补了课 https://mp.weixin.qq.com/s/mcubGHNBtHiGYsF8mTcl2w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 

一、项目总体情况 

2018 年 7 月期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213】家伙伴机构，在【217】

所学校和社区开展了活动， 累计约【79690】人次儿童受益，约【2094 】名志愿者参与其中。项目枢

纽机构与执行机构共发布【550】篇媒体报道及微信公众号推文。 

【灾后儿童服务站 】 

1.四川省九寨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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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 月期间，在开展壹乐园活动的

基础上， 组织了活动“一生的朋友”、 “努力吧！你的未来不是梦”活动，为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哥哥

姐姐们送祝福并组织了毕业告别晚会。双河儿童服务站站点工作人员为了了解孩子们的基本情况，增

进与孩子们的感情，特别组织了家庭走访活动，了解孩子真实的生活状况，同时增进孩子与站点工作

人员间的感情，为下学期儿童服务站开站奠定良好基础。九寨沟县黑河小学儿童服务站特别组织了感

恩贺卡制作和毕业感恩老师的活动，引导孩子们常怀感恩的心。九寨沟县陵江小学儿童服务站（阿坝

州社会工作协会）受到近期九寨沟洪涝灾害影响，减少了开站时间，站点及机构工作人员组织志愿者

分别对永丰乡、勿角乡、白河乡三个乡镇进行了灾后送温暖活动。九寨沟县 8090 社区志愿者服务协

会（九寨沟县第三小学儿童服务站执行团队）的社区志愿者带领第三小学儿童服务站的两名工作人员

在县域内发生强洪涝灾害后，进入第一前线，在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下进行了抢险救灾以及搬运物资的

工作，并在灾后前往了村寨发放宣传手册，进行防洪，防灾，灾后疾病防控知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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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镇花池小学站（陇南光明公益联合会）在暑期家长忙于农活之际，组织了孩子们到站点共同

学习和娱乐，站点工作人员除了辅导孩子们做暑假作业外，开展了安全教育、国学经典教育等活动，

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梨坪镇玉坪小学站（陇南聚力公益协会）主要开展了讲卫生、保健康教育、

儿童手指画、学习折叠纸扇等活动。 文县洋汤寨服务站（文县爱心公益促进会） 在农忙期组织孩子

们开展了石头绘画、防汛小能手等活动，同时为孩子们辅导作为，帮助忙于农活的家长们分担了看护

陪伴的职能。 

 

 

【社区儿童服务站 】 

    1.陕西省 

陕西红凤儿童服务站邀请本地茶艺师，为站点孩子们讲授了茶文化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同时组

织了孩子们品茶鉴茶，了解不同种类的茶叶品种，通过茶文化及其他相关历史文化知识，让站点儿童

了解到了丰富的中国传统人文地理知识。商洛巾帼小丹鹤儿童服务站开展了丹鹤展翅夏令营系列活动

二——科技微课堂及航模观展活动，让孩子在参与、体验式活动中了解了现代科技的发展及科学实验

结果带给生活的改变，培养孩子们对于科技的兴趣，让孩子在快乐中、享受中学习到知识并渡过愉快

的假期。未央环保星火路小学儿童服务站与西安市绿世界环境宣传教育发展中心和西安市未央区环保

志愿者协会，举行校园安全教育嘉年华主题活动，和困境儿童一起探索交流暑期有可能遇到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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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与式、体验式的游戏活动方式，使学生在一次次参与中，掌握地震、溺水、火灾、交通安全、食

物中毒和洪灾等灾害应对方法，以更加深度的参与，提升自身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让儿童能渡过一

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2.山东省 

烟台市福山区福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空间阅读活动，引导青少年在完成课业后，挑选喜欢的

书籍阅读充实课余生活，同时开展“诵读美文，做博学少年”读书主题活动，带领儿童挖掘文章深层

次的含义，学习文字之美。滨州市众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除开展社区辅导活动外，举行了“书海拾贝”

主题阅读活动，让社区孩子体验文字之美，享受阅读之乐。同时开展了为期六天的国学夏令营，领略

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学习传统国学，通过书法、背诵《弟子规》等形式，让社区孩子对于国学有了

更多的认识，学习了更多的知识。泗水县微公益协会开展四点半课堂，同时站点工作人员为社区孩子

开展口才教育课程，通过讲故事、口部操、声音模仿等活动，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帮助儿童提高自信心。 

 

 

 

 

 

 

 

3.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甘肃沁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康乐站点开展“暑期安全常识”主题活动，围绕儿童暑假安全，活

动通过引导孩子们主动发现暑假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激发孩子们的主动性增强安全意识，同

时强化了儿童有关应对安全隐患举措的记忆。靖远春风雨露环境与社会发张中心为了迎接建党 97 岁

生日，服务站的老师和志愿者给站内儿童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期到现在的发展历程，也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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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眼中了解的党。 

4.湖南省 

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街道社会组织指导服务中心带领站点孩子们开展了自理能力大比拼活动，

培养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立品质；同时也引导孩子们通过书信的形式，增加与家长的交流，

沟通情感增进理解。长沙市雨花区同升街道雨滴儿成长乐园中心组织了 “遇见未来的你”趣味

课堂，来自理工大设艺学院的大学生

志愿者们和孩子们一起游戏，通过手

工剪纸和写信对话未来的自己，让孩

子们充分憧憬未来，树立抱负和目

标，锻炼手工能力和思维创造能力的

同时也引导孩子思考未来，种下希望

的种子。为提高服务站儿童消防安全

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长沙市雨花区德

馨读书吧—德馨读书吧儿童服务站邀请

到消防科技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的教

员来给小朋友们进行了一场生动的安

全防火知识培训，以提高服务站孩子们

的消防安全观念，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学会使用身边的安全工具，学会避免和应对重大安全事

故。 

5.湖北省 

阳新兴国镇前进小学服务站在 7 月建党节以及 8 月建军节之际，开展了爱国教育主题活动，邀请

了本地的老兵志愿者享军旅生活，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激发

了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孝感朋兴乡挂口社区服务站为了防范儿童夏季溺水事件的发生，让儿

童掌握相关的防溺水知识基本自救常识，站点老师邀请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医生志愿

者，开展了一场防溺水安全知识讲座；同时站点工作人员受邀分别本地多个乡镇开展了 23 场暑

期儿童安全讲座之女童保护讲座，共计约 1350 名儿童参加。 

6. 江西省 

抚州南城县建昌镇交通路社区开展了以暑期安全为主题的安全教育讲座活动。活动主要包

含：家庭防火、防溺水、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四个部分，以提升留守儿童的暑期自我保护意识，

通过认知安全隐患与基本自救知识，防范危险的发生以及提升应对能力。上饶市广丰区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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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带领孩子参观学习了毛泽东敬仰堂、生态园、植物园、艺术馆等，开展了多姿多彩的夏列

营活动。同时站点工作人员本月分别到本地村镇开展了五防安全讲座、电影播放、微心愿采集

等活动。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石河子 27 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了课业辅导、安全小课堂等常规活动；同时开展了红色军垦文

化主题活动，包括：诗朗诵、合唱团、小小讲解员等；站点工作人员还带领孩子们参观了石河子大学

博物馆。金龙镇儿童服务站开展了绘画、手工创想活动、拼音教学、安全教育、绘本故事阅读等活

动。 

 

8.贵州省 

贵州省 8 个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正常运转，每周一到周五在课后时间开站为孩子做课业辅导与陪

伴；周末开展美术绘画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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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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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除常规活动的开展外，还组织了以“端午节、父亲节”为主题的

活动让孩子们了解节日的来历及风俗习惯，同时组织孩子们对父亲表达祝福，亲手做手工小礼物表示

感恩。同时站点还开展了 “卫生健康-良好的饮食习惯培养”的特色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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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到来自美国伍德沃德学院的两名留美高中生和来自上海领科

教育的两名国际高中生作为志愿者来到服务站，开展了五天的英体育、手工教学等志愿辅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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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站点孩子们为福利院，异地移民搬迁点

送去乐端午节的节日问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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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节日文化为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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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儿童

感受不同活动、不同主题、不同节日带给我们的不同影响。正安县移民小区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正安

县春雨义工协会）组织了孩子们到服务站旁的有机蔬菜种植基地了解农场种植，并亲自采摘，把种植

户免费捐赠给孩子们的新鲜蔬菜带回家，充分感受到农民的种植蔬菜的不容易。 

 

9.重庆 

重庆市 46 个儿童服务站开展了四点半课堂、儿童兴趣课堂、亲子运动会、安全教育小课堂等常

规及主题活动。同时在儿童节、端午节、父亲节、环境日之际，各个站点结合地区特色资源，开展了

丰富的节日主题活动。同时，蔡家坡社区儿童服务站在环保日组织了废物利用手工活动；玉柱社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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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服务站开展了社区交流活动与其他社区儿童共同开展了羽毛球交流赛；上升社区儿童服务站、人民

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了禁毒知识教育主题活动；任家六三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了“我爱我家，社区青

少年环卫行动”，让孩子们参与到社区家园的治理与建设中去；学善社区壹乐园儿童服务站社工及志

愿者们免费为老人进行爱心理发、义诊,组织小朋友们开展彩绘陶瓷，沙画等活动。 

 

10.辽宁 

  6 月份，辽宁省 19 所壹乐园儿童服务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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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东洲区万新街道东山社区儿童服务站组织孩子

们参观科技馆喀左县老爷庙儿童服务站开展了以“浓情端午送温暖暨乡村”联谊动活动，站点儿童和

志愿者在服务站共同度过端午节，并将煮好的粽子等由探访员送到村子里的孤寡老人家里，为老人送

上最浓情的端午节日问候。桓仁县朝阳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了红楼课堂，小牙医体检、六一儿童节文

艺汇演、军训营地、快乐端午等活动。 

 

 

  

 

 

 

 

 

 

 

11.四川 

 四川省生辉家园站点和四川省宁南葫芦口站点在六一期间为孩子们举办了大型的庆祝活动，其

中生辉家园站点邀请到西昌电视台对此次活动进行了公众传播。攀枝花温泉乡站点和会东两个站点继

续开展常规活动，陪伴儿童成长。本月四川省川南地区的第二期能力建设培训如期开展，为川南地区

的伙伴机构提供了学习成长机会，旨在培养出一批专业的儿童社会工作专职人员。四川省川北地区的

10个执行站点主要开展以课业辅导、手工、绘画、阅读等常规活动，辅以安全教育、健康卫生教育、

减防灾教育等主题活动，同时本月以“欢乐六一”“共度端午”为主题，开展了精彩纷呈、形式多样的

特色活动。新川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了欢度六一“音乐游园会”； 《智慧父母课堂》也再次开课，以

“请把你对孩子的欣赏说出来”为主题，引导父母通过沟通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心。壹乐园茶坊社区儿

童服务站携手小树苗幼儿园,来到位于柏杨中路的乐山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和在这里进行康复理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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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一起共同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壹乐园龙泓路社区儿童服务站站点儿童合唱团受邀参加由乐

山市某艺术培训机构主办的“花开新时代” 主题音乐会活动。玉成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了儿童时装

秀，六一儿童游园会，六月生日会，小小柜员，我家的大山，端午节陪爷爷奶奶过节等活动。凉水井

社区儿童服务站组织策划了以“陪伴儿童平安成长·促进儿童均衡发展”为主题的户外活动。 

 

 

    12.广东 

6 月份，广东省 6所壹乐园儿童服务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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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儿童需求，陪伴儿童度过困难时期。为了更好服务儿童、

维护儿童权利，提升社会组织服务儿童的能力，提高社会公众对儿童工作的认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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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的

项目培训基础之上，面向优秀项目工作人

员增设了进阶培训，旨在通过培养工作人

员的积极性、每月提交教案质量及站点活

动活跃程度，锻炼出一批更具公益心、教

育心和事业心的骨干儿童服务站工作人员。  

 

13.广西壮族自治区 

本月通过与大学生社团的联系，初步建立了相对固定的志愿者队伍，使得服务站全面开展各类特

色活动，获得当地政府等相关领导部门、社区、受益儿童及家长的大力支持和认可。由扶绥县妇联、

扶绥县笔架山爱心协会主办，县关工委指导，红蚂蚁文化传媒和壹基金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扶绥新宁秀

峰站协办的“扶绥县庆祝 2018 年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暨帮扶特困生活动“在县剧场举行。同时站点

还开展了端午主题活动，安全教育常规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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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与公益支持 

联合公益 

【零废弃联盟】 

1.项目进展总述：7 月，秘书处进行了中期总结，重点探讨了议题推动策略，如何更好发挥枢

纽机构协调作用，梳理了下半年重点工作。壹起分联合行动工作进展顺利，共有【28】家伙伴机构，

开展了【51】场垃圾分类减量活动，活动累计参与人数共【2581】人次，减量【1501.6】kg，共有【230】

名志愿者参与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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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目活动进展 

（1）网络建设 

    7 月 10 日-11 日，零盟秘书处工作人员召开中期总结，梳理了秘书处阶段性工作进展，探讨议题

推动及策略调整，如何加强秘书处的跨项目沟通与合作，并对下半年的重点工作进行了确认。 

1.7 月 19 日，成都根与芽组织进行了西南地区枢纽中心线下见面会议，爱生活家、逗梦空间、自

贡荣县妇女技能培训学校参加了会议，西南片区成员相互交流了近期项目开展情况，遇到的困难及下

一步的计划，并达成每季度一次线下会面和轮流互访，相互学习，交流经验。 

2.7 月 28 日-8 月 1 日，协助秘书处进行了 2018 年社区垃圾分类技能培训及成都零废弃参访交流。 

2.联合行动 

（1）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7 月 27 日，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把 20 个堆肥桶统一置放在了社工中心阳台菜园一

角进行集中堆肥，完成一个把厨余垃圾变废为宝的自然循环，共造一个零废弃环保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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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本次的“壹起分”亮点活动为厨余垃圾的蚯蚓堆肥课程。课程参与者包括家长与孩子，本次课程

为孩子提供了一次系统了解蚯蚓的机会，实践环节也激发了他们对蚯蚓的兴趣；对家长而言，本次

课程使他们了解到利用蚯蚓处理厨余的可能性以及操作方法，并可为孩子饲养蚯蚓提供引导。 

 

（3）深圳市绿典环保促进中心 

深圳市罗湖区的明骏豪庭、桐景花园、碧岭华庭、百仕达三期是绿典的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平均

每天平均有 40-50 人参与垃圾分类投放，平均每天小区可以回收金属 20-30 公斤，塑料 15 公斤，玻璃

30 公斤，纸张 60 公斤。 

（4）洛阳市长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7 月 31 日，邀请专业的环保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环保手工课堂，通过倡导使用手帕、亲

手教授制作手帕的方法，让孩子们更深刻的理解为什么不用塑料袋，塑料袋给我们健康和生活带来的

危害，使用手帕的便利和好处。 

（5）郑州环境维护协会（绿中原） 

绿中原目前开展的社区壹起分，重点是“垃圾干湿分，厨余零废弃”。7 月份接收了约 10 立方的废

弃菌菇包进行堆肥试验，下一步将把社区里的厨余垃圾规律性地外运出社区，在社区外围的较大场域

进行后端的堆肥处理。 

3.联合倡导-8.18 零废弃倡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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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废弃倡导日确定由零废弃联盟、壹基金、万科基金会联合发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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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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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仓发展网络】 

一、项目进展总述： 

7 月，网络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包括网络伙伴能力建设及工作交流会；99 项目筹款成员参与沟通

和统计 99 项目文案的修改、上线；一勺米工具包升级；义仓月项目方案设计； 

二、要活动进展 

（一）网络建议 

秘书处协助新增 4 家区域支持中心制定区域内网络年度宣传及成员招募工作计划、搭建区域内成

员单位的申请渠道。既有 6 家区域支持中心在区域内开展常规的成员单位督导工作。 

（二）产品升级 

（1）推动一个观众的剧场在各地的尝试落地 

一个观众的剧场项目在 7 月初的成员交流会后，获得成员单位的极大兴趣。部分成员伙伴在各自

所在社区尝试开展“一个观众的剧场”。一方面提前了解一个观众剧场项目的开展方式，另一方面也是

了解服务对象对项目的反馈。同时也希望收集到更多的素材，为接下来的升级做准备。 

（三）联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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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陕西新民路社区开展义集活动 

7 月 29 日上午，由新民路社区及陕西普辉联合主办的新民路社区第二十期义集如期举行，活动

现场设立了义捐义卖，医疗服务等多个爱心区域，并现场为辖区困难群众及弱势群体发放了爱心物品。 

 

（2）江门恒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一个观众的剧场活动的开展。   

 

 

 

 

 

 

 

（3）株洲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7 月 12 上午，大同社工携社区邻里帮成员在电业局小区开展了“一勺米计划”行动，社工积极向

居民们宣传义仓，同时通过邻里帮成员的感染，好多人询问加入义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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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合倡导  

（1）义仓月活动准备 

网络办公室与壹基金和百度基金会进行了多轮讨论细化了义仓月活动方案。目前，已同时开始洽

谈引入各方资源。 

（2）义仓文化倡导 

7 月份，陕西区域支持中心开通了义仓文化研究今日头条号，并通过悟空问答宣传义仓理念及讲

述历史故事，大部分阅读量过千。 

5. 联合筹款 

（1）2018 年 99 项目筹款相关工作 

2018 年义仓发展网络参与 99 筹款的策略为由网络办公室统一上线一个综合性议题项目，内容包

括“义仓、义集、一个观众的剧场、2019 年义仓日宣传倡导活动、一勺米倡导互动”几个部分。本月一

方面协助参加 2017 年 99 筹款的伙伴完成“腾讯乐捐平台”上的 2017 年度机构财务报告和工作报告的

上传工作。一方面收集网络成员单位的需求，确定筹款预算。全体参与了壹基金 99 线上培训。 

 

【河流垃圾议题网络】 

一、项目进展总述 

2018 年 7 月，河流垃圾议题网络整体工作进展顺利，主要工作内容有“抢滩大作战”产品研发、议

题网络建设以及大型活动筹备。 

二、项目活动进展 

1. 网络建设 

7 月 19 日，河流垃圾议题网络执委会在长沙召开。来自发起方的四家机构代表及壹基金代表出

席了会议。会上执委们对议题网路治理结构、915 河流净滩日活动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决策制定。会上

选出了议题网络轮值主席机构绿色潇湘。 

2. 产品设计 

“抢滩大作战”工具包进入最后的冲刺研发阶段，配套小程序也已经进入制作环节。预计于 8 月底

完成正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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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合倡导 

9·15 定位河流净滩日活动。7 月 27 日，河流垃圾议题网络发布了 2018 年 915 河流净滩日招募文

案。截止至 8 月 5 日，全国已经有 75 个团队和组织报名参与河流净滩日活动。 

相关活动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SGTy3dl-FA5hqlzmadGw 

 

【一 JIAN 公益联盟】 

一、项目总体情况 

联盟 2018 年 7 月共收到公众捐赠的 10356 件衣物。截至 6 月 30 日共处理 19275 件衣物，其

中 5367 件用于捐赠、1067 件用于义卖、 7127 件用于回收再生， 5714 件待处理。 

二、项目活动进展 

1. 网络建设 

（1.1）协助成员机构完成 99 项目报告，确定 99 尾款申请流程。 

（1.2）与各区域枢纽机构讨论下一期成员机构招募准入标准。 

（1.3）协调枢纽机构整合区域成员机构，对与联盟相关业务进行清点。 

2. 品牌传播 

（2.1）微信公众号用户为 798 人，比 2018 年 6 月份上涨 11 人。 

（2.2）成员机构传播文稿征集，共收到 3 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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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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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TSGTy3dl-FA5hqlzmad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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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活动进展 

1.产品设计——公众环保产品“方圆一公里” 

（1.1）“方圆一公里”核心内容——环保第一课的进展 

7 月 1 日 – 7 月 31 日，荔枝微课专栏 —— 环保第一课，目前专栏订阅人数 2267 人，本月共进

行了 2 次关于环保初级行动经验和指南的主题分享。 

7 月荔枝微课链接： 

荔枝微课|渤海之滨的候鸟之殇 

荔枝微课|如何摸进自然观察的门 

（1.2）“环保初训营”微信社群互动 

7 月 1 日 -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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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蛙头蛇尾 | 鳄龟，巴西龟，你还傻傻分不清楚吗？ 

蛙头蛇尾丨蛇中勇士王锦蛇 

蛙头蛇尾丨田间土皮子——蝮蛇 

2. 网络建设 

（2.1）绿种共创会召开 

7 月 21 日、22 日，召开绿种共创会，秘书处、各枢纽机构绿种项目负责人及部分绿种就绿种的

发展，大家对绿种的困惑及 99 的筹款进行共创讨论，同时也进一步确定了绿种未来的目标人群，活

动内容，发展方向，财务标准及联合筹款方式等。 

（2.2）枢纽执行机构的确认 

确认华中、西南、西北、华南、东北五大地理分区的绿种执行枢纽机构。 

3. 绿种联合行动 

（3.1）西南地区 

7 月份，绿种行动计划西南中心各个行动小组积极开展各项环境保护相关活动 7 次，活动累计参

与人数共 182 人次，间接影响约 400 人。获得新闻媒体报道（重庆日报）1 次，微信公众号推文 6 篇，

微博播报 3 次。 

在西南行动中心的统筹下，7 月期间，西南区域共有【110】名种子开展方圆一公里巡护活动，呈

现周报【321】份。 

开展的绿种进阶行动有： 

https://m.weike.fm/lecture/7885074?st=sharelink&inviter_id=41593418
https://m.weike.fm/lecture/7726094?st=sharelink&inviter_id=41593418
https://mp.weixin.qq.com/s/BazRMwJvLJHHiHyo9kmS_g
https://mp.weixin.qq.com/s/Novx-6SHwGJvf7Uw4wY37Q
https://mp.weixin.qq.com/s/EbAVOtwEwG3jeN9JB9o8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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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月 15 日，4 名绿种在长江重庆段开展了河流（清水溪、山王溪、马河溪、肖家河、高石水库）

巡护工作。受长江上游干支流持续降雨影响，重庆迎来今年入汛后长江上游最大洪峰过境。洪水之后，

4 名绿种冒着户外 40 多度的高温开展河流巡护活动。 

 

 

 

 

 

 

 

 

b.7 月 20 日，23 名志愿者参加 mini 植物营-我家门外的自然课（歌乐山站）。 

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俄罗斯、重庆、广西、福建的 23 名志愿者徒步翻越了歌乐山森林公园，

来了一场植物认知大赛，搜寻了大自然神秘的“宝藏”。   

c.7 月 26 日，石桥铺小组 55 人前往戴花村，与戴花村小组共同开展自然观察和河流巡护活动。 

活动内容包含：戴花村百亩荷花田自然观察“认识荷花、莲蓬”、三庙河巡护等。本次活动参与人

数共 55 人。 

 

 

 

 

 

 

d.7 月 27 日，武隆犀牛寨小组的绿种们在犀牛古寨、天生小镇等地开展【奉献爱心•保护环境】

的捡垃圾的环保保护活动。一共 35 人参与本次环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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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云南地区 

炎热的七月，云南绿种推动工作持续开展中，新发展绿种 3 名，截止目前报名登记进群的云南绿

种共计 26 名，本月共计 19 人参与环境认知工作。绿种共计开展 96 次生态认知、环境巡护、垃圾分

类推动工作，并通过微博、微信朋友圈、公众号等方式进行宣传推广。 

(3.3)华中地区 

7 月，华中地区共有 8 家伙伴机构，开展了 5 场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活动，1 场环境保护宣传讲座，

大于 82 次自然环境观察记录，活动累计参与人数共 280 人次，共有 150 名志愿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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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华中地区共有 8 家伙伴机构，开展了 5 场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活动，1 场环境保护宣

传讲座，大于 82 次自然环境观察记录，活动累计参与人数共 280 人次，共有 150 名志愿者参与。 

a.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   

“鸟网”拆除行动（“鸟网”拆除行动） 

7 月 5 日几名志愿者在新开筻口镇之间发现 3 处“鸟网”，将情况如实反馈给岳阳县林业局，县林

业 

局下达指示至镇，由新开镇林业野保工作站来现场进行处理。 

    

 

   

 

 

 

 

 

江豚保护行动 

7 月 2 日下午，19 名志愿者抵达大塘村，通过走访渔民，以及在墙上绘制江豚等这样的活动，让小

朋友们对江豚有更多的认知和热爱，从而更知道保护江豚的生态意义。 

https://mp.weixin.qq.com/s/8Mxr35M9_eP2fl0Ca7ApHA
https://mp.weixin.qq.com/s/0-EmjCzE2Xdy3WYvHKKMt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NDAzODc0MA==&mid=2651232285&idx=1&sn=960a7e7c44f5a8d59bbae9aa2908d7af&chksm=f1408826c63701303e7c13b70b05cf799ad0cdf10ee34370c5b2a66954bc8240971e6495b072&mpshare=1&scene=1&srcid=0705QiSII3q5NVPVIxUf1eZ7#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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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湘潭市绿叶环保志愿者协会（参与人数 50 人） 

2018 年 7 月 18 日湘潭环保志愿者带领大学生小学生还有志愿者代表参观河东污水处理厂，深入

了解污水处理全过程，培养学生们保护水源节约用水的意识。 

    c.株洲清蓝环保志愿者协会 

    7 月 29 日，为普及饮用水源保护区相关知识，提升节约用水意识，共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株洲市先锋小学四年二班蒲公英假日小队组织了暑假水源地保护社会实践活动。   

活动详情：共建两型社会，先锋小学专场，暑假亲子活动第四期 

（3.5）东北地区 

巡护覆盖了辽宁 14 个县、市、区（其中包括吉林省通化市），参与志愿者人数共 70 多人，教育

非法捕猎人数 6 人，处理电鱼人数 8 人，拆除捕鸟网 5 张,清理河道捕鱼地笼一百多个（俗称绝户网），

放飞活鸟一百多只（打击鸟市场放飞的）举报环保局河道垃圾二十多次. 

 

六、公益创新——我能实验室 

（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MDM5ODg5Mw==&mid=2247486762&idx=1&sn=1d07c5463cbd422dc7c72d8a69f14256&chksm=fe3f99e8c94810fee7902c5f36c3719177069ef3611f145a24bda7fae0cdbf1253dd5a7e87a7&mpshare=1&scene=1&srcid=0729id5XTuMfkx5OxEnbu32S#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