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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灾减灾-儿童平安计划 

201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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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场训练营活动，

活动累计参与人数共【677】人次，共有【9】名志愿者参与其中。 

（一）儿童平安训练营 

1.龙华区儿童平安训练营活动 

    2018 年 8 月 15 日、8 月 19 日、8 月 25 日，和粤公

益在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治公园、民治社区共开展 3场开展

儿童平安训练营活动、安全教育讲座活动。壹基金安全教

育车应邀参加龙华训练营活动，并在现场向市民普及地震

安全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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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 677 名市民参与体验安全教

育车地震模拟活动。 

（二）儿童平安小课堂 

1.儿童平安小课堂各地活动开展 

7-8月正值暑期，各地伙伴将儿童平安小课堂带进社区和儿童服务站，为社区儿童普及安全知识，

开展生动有趣的安全教育。 

江西遂川县带领志愿者团队在左安镇黄金小学开展了关爱留守儿童活动，为孩子开展防溺水的

课程，教会孩子在遇到危机时如何开展自救与呼互救的关键点知识。 

四川达川区在到当地儿童服务站的暑期夏令营中开展看了交通安全系列课程。老师从“行走安

全，乘车安全和骑车安全”三个主要方面详细地讲

解了有关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让小朋友们了解了

一些交通安全小常识。 

甘肃榆中县的伙伴也在当地的儿童服务站中为

留守儿童开展了交通系列课程，教会孩子们认识交

通意外，识别常见的交通标识，引导孩子们掌握安

全过马路和避开交通事故的技巧，也启发大家学会

了自救和互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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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未央环保的伙伴在西安市莲湖区少年宫举办

了校园减灾防灾主题活动夏令营，通过参与式、体验

式的方式，将防溺水、交通安全、紧急包扎和生活用

品制作担架等知识与学生及家长讨论实践，不断提升

学生和家长的安全教育意识及自救互救能力。 

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在流动儿童服务站开展暑

期夏令营，儿童平安小课堂结合儿童暑期安全问题开

展“地震系列课程”及“交通安全系列课程”。地震课

程通过绘本阅读课及地震影视观赏和地震系列课程，认识地震，自救互救。交通安全课程以小课堂内

容为主，增加交通安全生活体验，多方面让孩子认

识交通意外，遇到交通事故如何自救互救。 

重庆江津阳光社工中心组织开展了江津区儿

童平安计划志愿者培训，30 名阳光志愿者通过对

儿童平安项目理念、背景以及主题活动开展实操

演练等进行了学习，让志愿者们能深入的了解儿

童平安计划，为后期参与儿童平安计划奠定了较

好的基础。 

2.2018 儿童平安小课堂项目中期培训会 

2018 年 8 月，项目中期培训会于 27-29日在成都顺利召开。来自救助儿童会、壹基金、雅安益联

和 10 家项目县伙伴的专职共 30 余名参加了本次项目中期培训会。救助儿童会的范晓雯老师带领大家

深度认识全面的校园安全管理框架，讲解参与式学校安全管理的步骤，并带领大家亲自体验。最后项

目组对小课堂项目上半年的总体进展进行总结，并协助各地项目执行伙伴讨论下半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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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灾救灾 

(一)项目整体工作 

1.项目进展 

2018 年 8 月，紧急救灾计划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响应 9 场灾害，其中，汕头潮南、云南普洱、

云南文山州以及安徽宿州和淮北的灾害为国 IV 级别。在能力建设方面，共举办了 9 场能力建设常规

培训、1 次紧急救灾净水车设备使用培训以及 1 次壹基金救援联盟公益救援演练。 

2.议题倡导 

2018 年 8 月 20 日，壹基金“人人来减灾”全国大学生防灾减灾公益论坛在云南昆明正式启动。

该活动自 2018 年 5 月启动以来，共有来自 23 个省的 152 支队伍报名参与活动，700 名志愿者参与，

快手平台发布 359 个视频，活动覆盖 153 万人次，快手平台话题浏览量 478,800 人次，获赞 16,600 次。

论坛主要涵盖了灾害教育概念构建、灾害教育活动设计和灾害教育活动实操等内容。通过此次论坛，

各高校大学生表示会将收获到的知识带进各自的学校和社团，为今后的活动积极做好准备，正如壹基

金的愿景“尽我所能，人人公益”，各高校大学生必将“尽我所能，人人学减灾！” 

左图：活动现场                             右图：会后合影 

 

（二）项目活动进展 

1.温暖包项目 

2018 年 8 月，壹基金在各省救灾行动中共发放 5,054 个温暖包。其中，在山东潍坊市发放温暖包

2,644 个，安徽淮北市、宿州市两地洪灾响应行动发放 231 个，广东信宜县、潮南区两地洪灾响应行

动发放 1,958 个，云南富宁县洪灾、通海县地震响应行动发放 221 个。 

另外，8 月 6 日，2018 年冬季温暖包采购会议在深圳办进行，会议还邀请了专家顾问和壹基金爱

心月捐用户前来与会，通过招投标形式，选取了三家企业作为 2018 年冬季温暖包供应商。 

2.紧急救灾项目 

2018 年 8 月，壹基金在山东、安徽、陕西、广东、云南等多地开展 9次紧急救灾行动。本月灾害

响应总受益人次达 140,670 人次。发放物资包括：壹基金温暖包 5,054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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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米 97,350 公斤、食用油 37,980 升、面粉 68,825 公斤、冰露水 293,808 瓶、12 平米帐篷 4 顶，

物资总金额达 5,690,976.4 元。 

（1）山东灾害响应行动概述 

山东“温比亚”台风救灾行动：8 月 17 日至 20 日，受 18 号台风“温比亚”影响,山东省出

现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造成潍坊、菏泽、济宁等 13 市 81 个县（市、区）的 626 个乡镇（街道）不同

程度受灾。截至 8 月 24 日 8 时，全省 518.46 万人受灾，因灾死亡 24 人、失踪 3 人，因灾伤病人口 6

人，紧急转移安置 18.88 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 5.02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61.63 万公顷，其中成灾面

积 37.8 万公顷，绝收面积 3.79 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215.13 亿元。 

灾情发生后，壹基金随即在各个平台上线筹款。截止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山东洪灾，紧急救

援”筹款项目在腾讯乐捐平台上共筹款 532,623.51 元；“紧急驰援潍坊洪灾”筹款项目在新浪微公益

平台上共筹款 268,265 元；“紧急驰援潍坊洪灾”筹款项目在美团公益平台上共筹款 1,800.41 元；“潍

坊洪灾严重，救在壹线，刻不容缓”筹款项目在轻松公益平台上共筹款 2,355,609 元。 

壹基金企业联合救灾伙伴-可口可乐（中国）也启动了“净水 24 小时”行动。23 日，在寿光市营

里镇二中安置点发放冰露水 24,000 瓶。27 日，在洛城镇洛城街道发放第二批冰露水 24,000 瓶。 

通过深入走访评估灾情和需求调研，辅之以壹基金救援联盟-河南救援队在受灾地区进行了为期

一周的防疫消杀，一线伙伴最终以 48,000 瓶冰露水、2,498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2,644 个壹基金夏

季温暖包、62,450 公斤面粉、12,490 升食用油回应了受灾地区群众累计 35,620 人次的需求，本次行

动总金额为 2,205,630 元，累计受益人次达 36,620 人次。 

左图：灾情现场；右图：孩子们在家里领取到壹基金家庭救灾箱后的喜悦 

 

（2）安徽灾害响应行动概述 

安徽淮北杜集区 818 洪灾救援行动：受第 18 号台风“温比亚”影响，淮北市出现持续性

强降雨，造成三区一县不同程度内涝，造成房屋倒塌、农作物被淹、基础设施损坏。截至 8 月 20 日

21 时，受灾人口 77.3172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47,434 人，因灾受伤 1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152,955.5

公顷，倒塌房屋 18 户 334 间，严重损毁民房 59 户 137 间，一般损毁 6,727 户 23,564 间；直接经济损

失 180,748.5 万元。灾情发生后，一线伙伴迅速展开响应行动。20 日上午，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安徽

伙伴在杜集区矿山镇各个乡镇进行灾情勘查和需求评估。21 日，一线伙伴对受灾群众和儿童回应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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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物资：壹基金夏季温暖包 90 个、冰露水 75,792 瓶、12 平米帐篷 2 顶，累计受益人次为 6,414 人次，

本次行动物资总金额为 112,442 元。 

 

 

 

 

 

 

 

 

 

左图：冰露水装货上车完毕，准备出库         右图：一线伙伴实地了解灾情和需求 

 

安徽宿州埇桥区 818 洪灾救援行动：8 月 18 日，受第 18 号台风“温比亚”对安徽省造成

的强降雨影响，且由于大部分村庄地势低洼，且有多个村庄位于塌陷区，降雨集中，宿州埇桥区也同

样出现严重的洪涝灾情。20 日上午，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安徽伙伴前往桃园镇东坪集村、符离镇黄

桥村、三山子村，汴河街道唐河小区做灾情评估。在通过对灾情和需求的研判后，一线伙伴以物资形

式作为行动回应，救灾物资于 22 日抵达。本次行动物资包括 141 个壹基金夏季温暖包、50,016 瓶冰

露水和 2 顶 12 平米帐篷，累计受益人次为 4,349 人次，物资总金额为 105,281 元。 

（2）广东灾害响应行动概述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 831 洪灾救援行动：8 月 30 日，受连续降雨影响，广东省汕头市潮

南、潮阳区等部分地方出现严重积水。其中，潮南全区受灾人口 50 万，169 个村居全部受灾，转移人

口 4.8 万，倒塌房屋 6 间，集中安置人数 7,947 人，直接经济损失近 9,000 万。灾情发生后，壹基金

立即启动响应，在腾讯乐捐平台上上线筹款。9 月 1 日至 9 月 2 日，“壹家人支援潮南洪灾”筹款项目

为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 831 洪灾救援行动在腾讯乐捐平台上共筹款 501.458.45 元；同时，“广东洪灾，

救在壹线”筹款项目也在水滴公益平台上共筹款 2,008,657 元。在行动方面，壹基金救援联盟-深圳公

益救援队在惠东白花镇的救援搜救工作结束后，立即赶赴潮南区进行救援行动，配合当地政府开展消

杀防疫、灾情调查以及外部联动等工作；壹基金救援联盟-江西救援队也在受灾严重的谷饶镇配合政府

完成人员搜救、物资发放等工作。此外，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广东伙伴立刻赶赴受灾现场。经一线伙

伴对灾情和需求研判后，将受灾最为严重的司马浦镇和陈店镇作为主要物资回应区域，本次行动回应

了 86,000 公斤大米、21,500 升食用油、1,560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72,000 瓶冰露水、1,808 个壹基

金夏季温暖包，本次行动物资总金额为 2,006,520 元，累计受益人次达 77,04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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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救援队正在进行防疫消杀；右图：志愿者在给受灾群众介绍家庭救灾箱 

 

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县 811 洪灾救援行动：8 月 10 日至 12 日，茂名市北部、东部和南部沿

海地区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中信宜 5 个乡镇受灾，倒塌房屋 23 间，受灾人口 4.6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 7,802 人，失踪人员 2 人，思贺、平塘、新宝三镇供水管道摧毁，

饮用水源中断。茂名市江河水位普遍上涨，信宜思贺河、平塘河、白龙河，思贺河思贺站曾出现超警

戒水位的情况，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 2.3 亿元人民币。鉴于防汛形势严峻，茂名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

部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Ⅱ级应急响应，并启动防风Ⅳ级应急响应。灾情发生后，壹基金救

援联盟-深圳公益救援队立即赶赴一线，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新宝镇、平塘镇和思贺镇开展灾情勘查、

救援搜救及医疗转运等工作。另外，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广东伙伴也在 12 日上午抵达受灾现场，通

过实地了解到当地处于停水停电的状态以及无法恢复灾后生产生活的情况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

广东伙伴回应了受灾最为严重的平塘镇、思贺镇和新宝镇的需求，共发放了 24,000 瓶冰露水、大米

4,500 公斤、食用油 1,500 升、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300 个、壹基金夏季温暖包 150 个。物资总金额为

188,250 元，总受益人次为 6,750 人次。 

 

 

 

 

 

 

 

左图：8 月 17 日救援队员正在进行搜救行动；右图：村民正在发放点领取壹基金救灾物资 

 

（3）云南灾害响应行动概述 

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 804 洪灾救援行动：进入 8 月以来。富宁县境内普降中到大雨，局部

大暴雨，特别是 8 月 4 日因受低涡切变及偏南暖湿气流影响，再次遭到大到暴雨，山洪暴发，导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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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13 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部分乡村道路严重塌方无法通行，民房不同程度受损。截止 8 月 6 日，

全县直接受灾人口 17,764 人，紧急转移安置 566 人，因灾受伤 2 人，房屋损坏 415 间，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 25,647.3 万元。8 月 7 日，一线伙伴赶赴受灾最为严重的阿用乡、花甲乡、那能乡和洞坡乡了

解受灾群众需求。8 月 9 日，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云南伙伴对受灾地区作了以下物资回应：269 个壹

基金家庭救灾箱、221 个壹基金夏季温暖包、大米 1,950 公斤、食用油 195 升。本次行动物资总金额

为 193,202 元，累计受益人次为 1,609 人次。 

 

云南省玉溪市 813通海县 5.0地震救援行动：8 月 13 日和 14 日，云南玉溪市通海县(四街

镇)发生两次 5.0 级地震。截至 8 月 16 日，地震造成通海县 6.52 万人受灾，因灾受伤 18 人，紧急转

移安置 39,010 人；房屋倒塌 448 户 2,306 间，严重损坏 2,112 户 8,352 间，一般损坏 5,954 户 8,716

间。8 月 16 日，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云南伙伴抵达受灾现场。经伙伴同当地政府对接灾情和实地调

研受灾地区需求后，随即以 98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4,900 公斤大米和 980 升食用油回应受灾地区需

求。本次行动总金额为 751,464.4 元，累计受益人次达 1,176 人次。 

 

 

 

 

 

 

 

 

左图：村民领取冰露水；右图：村民领取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4）河南、陕西两地灾害响应行动概述 

河南省永城市 813洪灾救援行动：受台风“温比亚”影响，8 月 17 日至 18 日，河南省商丘

市、周口市、驻马店市、信阳市四地区普降大到暴雨，暴雨中心主要在商丘市。强降水造成商丘市、

周口市等地出现严重城市内涝。其中，商丘全市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 8 月 18 日，暴雨

造成永城市薛湖镇 0.45 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 1,500 人；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三级应急响

应。在收到相关天气预报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河南伙伴做好相关备灾工作，密切留意天气动向。

灾情发生后，河南伙伴立即开展响应行动并随即抵达受灾地区。由于积水严重，一线伙伴进行了详尽

的灾情评估、需求调研、险情排查以及人员转移。22 日，救灾物资抵达并随即发放。本次行动以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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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冰露水和 650 床棉被缓解了受灾地区需求，物资总金额为 89,000 元，累计受益人次为 4,600 人次。 

左图：一线伙伴在向受灾群众了解灾情；右图：村民领取棉被救灾物资 

 

陕西绥德县义和镇 807 洪灾救援行动： 8 月 7 日凌晨，绥德县部分乡镇遭受强降水袭击，

其中在义合镇降水量最大，受灾尤为严重，洪水漫过镇区街面，高达 2 米之多，导致街面淤泥堆

积、门市和房屋进水受损、供电中断。据初步统计，洪灾造成全县 25,497 人受灾，7,870 人紧急

转移安置，直接经济损失达 7,351.8 万元，其中义合镇约 6,000 万元。8 月 7 日晚，壹基金联合救

灾项目-陕西伙伴连夜赶赴受灾地区一线。8 月 9 日，一线伙伴前往受灾严重的义和镇，通过走访

评估灾情和需求调研，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陕西伙伴对义和镇回应了面粉 6,375 公斤、食用油

1,315 升，本次行动累计受益人次为 2,104 人次，物资总金额为 39,187 元。 

左图：灾情现场；右图：受灾群众领取壹基金救灾物资 

 

（二）伙伴能力建设项目 

2018 年 8 月期间，壹基金联合救灾伙伴——江西、湖北、安徽和新疆共开展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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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家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参与；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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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伙伴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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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联合救灾联盟成立大会于 8 月 25 日至 8 月 26 日在湖北孝感市举行，共有 38 家湖北公益

机构 60 余人参加了此次大会，会议选出了 3 家监事单位。伙伴们表示，相信在各公益机构的努力下，

公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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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期待在湖北省民间救灾类

组织的发展贡献他们的力量。 

除此之外，7 月 21 日至 8 月 26 日，湖北省 2018 壹基金联合救灾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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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四期下来的交流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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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吸引了尚未加入的机构伙伴申请执行项目。  

左图：湖北联合救灾联盟成立大会现场；右图：会后合影 

 

2.江西伙伴能力建设 

7 月 28 日至 8 月 3 日，由壹基金、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壹基金联合救灾项

目 2018 年能力建设培训”分别在江西九江、上饶和景德镇。培训主要涵盖了壹基金项目及介绍、联

合救灾项目设计与管理、财务管理以及志愿者组织管理等议题。通过这几次会议，伙伴更加充分地认

识到了壹基金的项目，也对项目的运作和管理有了深刻的认识。相信在未来，江西伙伴的公益项目会

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好。 

左图：江西伙伴在会议上交流；右图：讲师正在向伙伴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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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疆伙伴能力建设 

8 月 19 日，2018 年壹基金联合救灾新疆公益伙伴工作会议在壹基金的支持下，在新疆志愿公益

救援联盟的主办下圆满成功。该培训就项目推广、温暖包动员和 99 公益日筹资动员等方面使伙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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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也对今年的 99 公益日筹资充满信心。 

左图：新疆网络协调人和伙伴交流互动；右图：会后合影 

 

4.安徽伙伴能力建设 

2018 年 8 月 17 日，由安徽省民政厅主办、壹基金为资助方安徽省广善公益助困服务中心承办的

安徽省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培训会在安徽合肥举行。会议对于搭建多元参与的统筹协调平

台、培育减防救灾的专业社会组织以及对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开展减防救灾项

目化运营起到了积极作用。 

 

5.紧急救灾净水车设备使用培训 

当灾害发生后，受灾地区的水源往往不能直接饮用，而在安置点的帐篷里面禁止使用电器，有危

房的也需推倒重建，受灾群众在安置点的居住时间也较长。因此，一个能直接饮用的水源对安置点尤

为重要。而放在安置点的移动净水车可为受灾群众提供安全且可直饮的水源。 

结合云南省玉溪市 813 通海县 5.0 地震，在这样的背景下， 8 月 23 日，2018 年度紧急救灾净水

车设备使用培训在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四街镇 813 地震安置点进行。该培训从先通过净水车的基本设

备概述、设备系统特点及性能、净水设备操作、设备维护和常见故障解决方法四个方面为壹基金联合

救灾网络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解，再通过实操培训使培训人员对移动净水车设备的使用有更为深入的了

解。 

 

 

 



 
 

12 
 

 

 

 

 

 

 

 

左图：培训人员正在实操学习净水车安装；               右图：培训后合影 

 

6.壹基金救援联盟公益救援演练 

8 月 25 日，2018“人人减灾，救在身边”壹基金救援联盟公益救援演练（厦门站）在厦门天竺山

森林公园完成。上午，救援联盟队伍一行参观了厦门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了解“净水 24 小

时”灾害应急饮用水救援机制。下午，进行演练。本次演练主要针对通讯快速搭建、指挥调度演练以

及图文数据传送三大内容进行实践操作，此外，无人机、慢扫描电视（SSTV）和无线电通讯设备都运

用到了此次演练中。相信通过这次演练和经验总结，壹基金救援联盟能在灾害救援行动中贡献更大力

量。 

左图：救援联盟队伍一行参访厦门可口可乐公司；右图：演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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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灾后重建 

1、重建学校项目进展  

雅安 8所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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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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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通过，正在地勘和施工图设计；雨城区草坝新区幼儿

园还未通过规委会）。 

             
                  唐家幼儿园                                        碧峰峡幼儿园                                

 

3、安全农家项目 

1)雅安重建 

2018 年 8 月, 安全农家二期项目中，芦山县大川镇、雨城区多营镇等 2 个乡镇的 8 个项目点顺

利召开结项会议，本期安全农家项目进入结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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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中上旬，雅安市全市范围内依然暴雨频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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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棉县安顺乡、迎政乡、雨城区多营镇等项目点的救援队为例，多次在暴雨来临

时冲在一线，组织自救互救。如上图分别是石棉县安顺乡小水村（右）、雨城区多营镇陆王村（左）社

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在微信群里交流参与灾害应急行动的截图。 

同时，安全农家二期项目的评估工作也已经完成。四川农业大学社工系的朱雨欣老师的团队负责

本次评估工作，评估设置了“能力测评”和“成效评估”两种类型，并对指标体系进行了分解和细化。

其中“能力测评”主要涵盖备灾物资测评及应急备灾能力测评两个方面，并分为 10 个二级指标进行

考察，通过对项目参与者及普通村民对应急备灾的“物资”、“意识”、“知识”及“技能”等方面的实

际准备、认识、理解、及实际操作等方面来测评样本群体的学习和掌握程度。其中“成效评估”主要

涵盖“适切性”、“有效性”及“影响”3个评估目标，并分为 7个二级指标进行考察。“能力测评”和

“成效评估”两部分均采用问卷形式进行调查。本次评估对象包括项目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普通村

民和对照村村民，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 300 份，有效问卷 253 份，无效问卷 47 份。如下是评估

总结部分的摘要： 

1.居民应急备灾能力整体显著提升。通过比较居民应急备灾能力量表得分可见，项目实施地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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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志愿队救援队（129.89）与社区居民的应急备灾能力（107.72）得分显著高于项目未实施居民的应

急备灾能力（101.85）。通过实施“安全农家”项目，项目实施地居民和项目实施地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队员的应急备灾能力整体得到了有效提升，项目显著增强了项目实施地社区的应急备灾能力。同时基

于数据分析，项目实施地志愿者救援队队员（14.22）及项目实施地居民（16.23）应急备灾能力得分

的标准差显著低于项目未实施地居民（20.52）。同时项目实施地居民备灾能力得分大体分布于 105-

125分之间，接近平均分 107.72 分，未与平均分偏离，极高分与极低分的情况较为稀少；志愿者救援

队备灾能力得分大体分布于 115-135 分之间，接近平均分 129.89 分，未与平均分偏离，极高分与极

低分的情况也较为稀少。表明项目实施地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及项目实施地居民得分分布较为集中，

分数离散化程度低，其分数内部差距小，表明安全农家项目能够从整体上全面提升项目实施地民众的

应急备灾能力。 

2.志愿者救援队应急备灾能力建设效果显著。志愿者救援队队员综合备灾能力（129.89）远高于

项目实施地居民（107.72）与项目未实施地居民（101.85），且因为受项目实施地活动辐射的影响，项

目实施地普通居民综合备灾能力也高于项目未实施地居民。印证了“安全农家”项目在“建队伍”方

面的成果十分显著。通过“安全农家”项目的实施与开展，增强了灾害地域居民的防灾、减灾、备灾

意识，提高了灾害地域居民的备灾知识与能力水平，构建了国内首个居民自主备灾、互助救援的应急

备灾体系建设，传播了日常备灾人人有责的灾害应对理念。 

3.项目对实施地普通居民辐射度需进一步增强。项目实施地居民的应急备灾能力得分（107.72）

与项目未实施地居民（101.85）的成绩差距不大，表明项目活动的辐射范围仍局限在以志愿者救援队

为主导层面的现状。后期项目持续开展过程中应加大项目自身的宣传力度和政府主导的宣传力度，以

促进项目的宣传辐射度，有效打造“安全农家”的品牌效应。 

总体而言，通过“安全农家”项目的实施，项目实施地居民的应急备灾能力得到了提升，尤其在

项目实施社区建立和培训了具有高水平的应急备灾能力的志愿者救援队队伍，促进项目实施地社区应

急备灾能力的提升。 

另外，安全农家项目在 8月动员了壹基金联合救灾 6 个省份的三十多家社会组织共同发起腾讯 99

公益日筹款，其中伙伴机构单独上线项目 5个，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中。8月，项目组还正式开始安全

农家项目手册 3.0 版升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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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九寨沟重建 

经过了 7 月暴雨山洪泥石流季节，九寨沟县各乡镇大多出现了道路损毁、山体滑坡的灾情。8 月，

九寨沟安全农家项目执行机构便陆续开展了“社区志愿者救援队见面会”、“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成立大

会”、“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物资捐赠仪式”。截止 8 月 25 日，已经入村开展见面会 16 场，确定救援队

成员 16 支，举办了 2 个乡镇 9 支队伍的成立大会合计 120 余人参会，完成 9 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

正式建立，开展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团队建设活动 1场共 4 只队伍参与，发放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公共应

急物资 8 个村，发放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个人救援装备。 

                                                          
    白河乡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成立大会-减灾操现场               白河乡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团队建设培训 

 

3)茂县重建 

茂县安全农家项目与 2018 年 4 月正式启动。8 月，黑虎乡、太平镇 6 个村的 6 支社区志愿者救

援队开展了团队建设、制度定力工作。 

 

 

 

 

 

           

茂县安全农家培训第二期                            茂县黑虎乡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制度建设 

 

http://blog.photo.sina.com.cn/showpic.html#url=http://album.sina.com.cn/pic/002Q7qdJzy7mRYehaiAc0
http://blog.photo.sina.com.cn/showpic.html#url=http://album.sina.com.cn/pic/002Q7qdJzy7mRYehaiA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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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都-壹基金青少年与未来防灾体验馆项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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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续

整改内容进行梳理。 

 

5、雅安市灾后重建幼儿园能力建设项目 

8 月，项目中期资料提交财务审核中；同时，项目伙伴参加儿慈会农村幼儿园老师成长训练营培

训，学习儿童教育理论观摩教学方法。 

 

  



 
 

18 
 

海洋天堂 

1. 海洋天堂家长加油站项目 8 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49场针对家长的讲座培训，共有 2376 名家长

参与并受益；举行了 47场亲子活动，共有 1784名儿童及家长参与。进行了 12场社区及政策倡导 

等活动，参与公众 3436 人次（包含特殊需要人群及其家人）。 

2. 为迎接 9 月即将到来的腾讯 99 公益日活动，海洋天堂联合各伙伴在 8 月正进行最后的冲刺准备

工作。今年海洋天堂计划联合全国 216 家伙伴机构，为近万名特殊需要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支持服

务。 

 

 

 

 

 

 

 

 

 

 

 

 

 

左图：肇庆市自闭症互助会举行家长培训 

右图：安庆沐阳之家脑瘫知识预防宣传活动之宣传小队伍 

下图：安庆沐阳之家脑瘫知识预防宣传活动之向公众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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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水计划 

（一）项目总体情况 

1.项目进展总述：2018 年 8 月，全国 33常规县增加至 35县，云南及陕西各加 1 项目县。目前

已经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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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县、辽宁喀左县、黑龙江嫩江县、四川

盐源县 13 县已经发货并收货。剩余已经提交报告的 7 县，6县报告需要修改或重新检测及更换学校、

1 县报告正在审核中。水杯将会在设备发货同时安排发出。 

剩余其他 15个常规县，云南、陕西新增县正在选点，川北高坪区因为项目学校数量过少，已经联

系省级机构更换执行伙伴。其余项目区县新学期已经开始水检工作。 

2.议题倡导：预计 9 月底在西安召开第一次净水课堂伙伴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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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黑龙江嫩江净水设备陆续到位等待安装。 

 

 

 

 

 

 

 

2）吉林设备抵达当地物流集散地准备送往各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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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吉林水杯发放到、设备已经安装 

 

 

 

 

 

 

 

 

 

4）陕西子洲县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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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款洗手台打样完成，准备进行细节修改之后，将首批产品发往甘

肃学校进行试点使用。 

（二）项目活动进展 

1.新款洗手台工厂打样完成，准备进行细节修改之后，将首批产品发往 3所甘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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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试点使用。 

 

 

 

 

 

 

 

 

 

洗手台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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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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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名教师/志愿者参与，【5795】名儿童受益，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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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陆良县老师参加完培训，总结培训收获 

在结束了全国壹乐园·音乐教师培训培训后，云南陆良参加培训的 9 位老师感慨万分，陆良的

执行伙伴决定以系列总结的形式在她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老师们的培训感悟，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

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同时，老师们还表示到，在后期的教学中，她们将会把学到的知识融入到教

学中，传播给更多的孩子，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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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南陆良优秀教师前往长春夏令营做助教工作，执行伙伴与教育局沟通、商议验收时间 

8 月 17 日至 24 日，施坦威钢琴音乐培训团队在长春举办一个儿童音乐剧夏令营活动，壹乐园有

两名老师的名额去夏令营做助教。通过助教的工作体验，以及长春团队的支持，让两位老师能够学习

和掌握在学校带领儿童做音乐活动的知识和技巧，并分享全部课件。经项目组审核，陆良教育局肖局

长批复，同意派出陆良明德小学常胜东老师参与本次夏令营！九月开学季就要到了，为了保证孩子们

能够在开学的时候可以使用音乐教室，执行伙伴积极和督导机构、教育局进行沟通，确定具体的验收

时间、验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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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贵州省晴隆县音乐教室安装 

2018 年 8 月，贵州省晴隆县音乐教室的 3 所学校已完成安装。各项目学校音乐教室安装期间，

中和执行机构项目负责人到达施工现场查看施工进度，施工方出现疑问解决不了时，执行机构项目

负责人及时与项目组取得联系并解决。音乐教室项目安装期间，执行机构与项目学校沟通了解实施

情况，目前光照小学、大田小学、鸡场小学音乐教室安装已经基本竣工，8月底三所项目学校开学

便可以开始使用音乐教室。 

   

 

（4）安徽繁昌县音乐教室安装验收工作 

2018 年 8 月，安徽繁昌县完成了 8 所项目学校的音乐教室安装工作，并在繁昌教育局统一安排

下，分二批对项目学校的 8 所音乐教室进行了基础安装验收工作。执行机构项目负责人周声伍、何玉

艳与教育局吴明金主任共同参与。通过对 8所学校的实地走访验收，8 所学校整体安装工作按照音乐

教室标准进行标准化作业。全部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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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辽宁喀左音乐教室安装工作 

 2018 年 8 月份，壹基金壹乐园音乐教室硬件物资已经陆续抵达项目县喀左县，并且在教育局体

卫艺股股长赵宗军的带领下各个项目校依次进行音乐教室安装，目前喀左县 8 所项目校已经全部安装

完毕。 

 

（6）湖南怀化市音乐教室施工碰头会 

8月2日湖南怀化市区教育局和执行机构、

项目学校召开了施工碰头会，会议上施工方对

在舞水路学校出现的安装情况及待安装学校

的教室使用情况进行了汇报。区教育局教育局

制定的《音乐教室施工方案》进行了说明并要

求安装队施工过程中注意不要损坏学校的设

施，文明施工， 施工完毕后,要清扫施工现场,

保证现场的整洁，施工时注意用电安全，保证

施工人员和学校师生安全。 

 

（7）湖南怀化市项目学校现场查看，了解安装实施情况 

8 月 9 日至 12 日执行伙伴根据项目组的要求，执行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对未验收的 7 所学校进行

了查看，了解安装实施情况。查看中了解到：1、华都小学教室在四楼属于顶层楼层，该校为确保音乐

教室的正常使用将对音乐教室所属的教学楼顶进行防水处理。2、跃进路小学在老城区，学校建于 70

年代，所有教学楼外部在暑假期间进行整体修复，音乐教室所在的德育楼也在计划中，会先进行外楼

装修再进行音乐教室的安装，会在 9 月份开学完成施工。3、黄金坳小学的新建了一栋大楼，音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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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物料配备齐全实用好看，经教育局同意，建议将教室改放到新教学大楼使用。 

 

（8）湖南怀化市伙伴对未验收学校进行电访 

8 月 21 日，执行机构项目负责人刘莎莎对未验收学校进行电访了解施工进展情况，并告知了机

构验收时间为 8 月 27 日，请学校加快进度确保学生开学能用上新音乐教室，电访中了解到鹤城区 8

所学校中的舞水小学、跃进路小学、贺家田小学、芦坪学校、黄岩学校、正清路小学已完成任务，可

以验收，黄金坳学校还在安装中预计 30 号可以完工、华都小学在安装中发现缺少 1—6 号、37—42 号

的字母地板，经执行伙伴与厂家协调，执行机构在验收时查看多余的白色地板中是否有字母地板，如

没有厂家将马上重新发物料。 

 

（9）新疆阿克陶县音乐培训及音乐教室安装工作 

2018年 8 月，新疆阿克陶县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完成了在伊宁察布查尔县的音乐教师培训课程，

8 所音乐教室的装修工作已步入尾声，其中 3 所有已完工，并且可以投放使用。8月 4日-7日，壹基

金和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联合举办新疆场全国音乐教师基础培训，为期 3 天的培训课程，阿克陶县 8

所项目学校音乐教室负责的 8位音乐老师赴伊宁察布查尔县进行音乐专业培训。目前阿克陶县音乐教

室装修正在持续进行中，8 所音乐教室中其中 3 所已完工，可以投入使用，其他 5 所争取在开学之际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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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疆察布查尔县音乐教室物资到货及安装 

目前新疆察布查尔县音乐教室的物料已全部到货，执行伙伴做到了充分的接收和验收工作，

遇到问题已向项目组反映。现物资全部抵达，执行伙伴同察布查尔县的教育局协商沟通，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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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校依次排队装修，已有几所

学校装修规整完毕。 

 

2.壹乐园·运动汇 

（1）甘肃张家川县项目安装暨启动仪式，多功能运动场安装 

 8 月，甘肃张家川县的执行机构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联合举办的壹乐园·多功能运

动场项目安装暨启动仪式在张家川学区如期举行，启动仪式在硬件分装的过程中开始，在分发的过程

中结束。张家川县壹乐园·多功能运动场硬件安装在县教体局的统一安排下，按照“两线夹一中心”

的方式进行，两线分别是：以闫家学区中心小学、恭门学区灵台小学的东南片区，以大阳学区中心小

学、龙山学区榆树小学、马关学区中心小学、木河学区渠子小学为主的西北片区，分别以学校距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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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距县城的方位进行布局；一种中心为距离县城较近的东街小学展开；按照此布局制定安装计划，即

能有效的指导安装技术人员进行安装，又能更好的服务于教体局、执行机构的监督检查。 

 

（2）自贡运动场硬件全部安装完成，参加体育进阶培训 

 2018 年 7 月 27 日，第二批硬件物资篮球桩运送到达自贡，经过 2 天的时间送达到余下 6 个学

校，7 月 31日安装工人抵达自贡，从三多寨同春小学开始安装 6个学校，于 8 月 2 日全部安装完成。

7 月 25日，执行机构在接到项目组通知在壹基金壹乐园全国体育老师基础培训结束后，四川自贡有 3

名老师有幸进入全国进阶培训，分别是大安和平小学的李永强、三多寨小学的程超、新店中心校的罗

琳老师们。8 月 7日壹乐园运动汇体育老师进阶培训在绵阳正式开始。 

 

 

（3）广东惠州博罗县参加进阶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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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期间，惠州博罗县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8 月 7 日—8 月 9 日，

根据项目组安排，广东省博罗县 3 所项目学校的体育老师及 1 名县教育局同志参加了今年的壹乐园体

育进阶培训。老师们表示这次培训与上次长沙基础培训相比，课程设计更加深入，教学内容更加丰富，

老师参与度更高，收获颇多，受益匪浅。 

 

（3）湖南华容项目学校运动场已进入安装阶段，项目组与厂家安装师傅多次沟通 

8 月，湖南华容运动汇多功能运动场项目进入安装阶段，8月 12日，供货厂商广州市赛琳康体设

备有限公司周师傅一行人来到华容开启了壹乐园.运动汇安装程序。执行伙伴积极组织志愿者参与安

装，截止 8月 19 日，已完成 5 所学校运动场的安装。安装前期华容县执行机构项目组多次与运动

汇设备厂商联系，询问安装师傅的抵达时间，在安装期间，多次与安装师傅沟通安装等事项，计划将

在本月下旬完成 8 个项目学校多功能运动场的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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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辽宁东港市启动仪式 

2018 年 8 月，辽宁东港市开展了一场大型的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游乐设施启动仪式晚会，通过

现场发放传单、电台报道、微信传播的方式，传播“壹基金壹乐园游乐设施”在东港市八所学校已

全部安装完毕，并对这八所学校的体育老师进行全方位培训。启动会剪彩仪式邀请到了政府文明

办、志愿办、教育局、民政局、妇联、文化局、团市委领导，项目学校的校长和体育老师、电台、

电视台、报社记者出席。 

 

（5）云南禄丰组织项目学校教师、学校周边学生参与场地安装 

  云南禄丰项目安装前期项目专职多次和项目组联系，了解项目物资到达近况。在厂家联系执行

伙伴后的第一时间，项目负责人及时告知项目学校近况，并将厂家和执行机构负责人沟通结果及时转

告项目组，确保项目安装期间，学校层面学生和教师志愿者招募人员有效参与。项目安装期间执行机

构的志愿者都对社会志愿者及学校层面教师和学生进行统计，直接参与人数壹乐园安装社会志愿者家

庭、学校教师、学校学生 125人，间接参与 2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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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禄丰县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安装 

执行机构负责人加强和厂家对接说明学校开学时间，协调厂家尽快完成项目安装，争取在新学期

让学生看到漂亮、崭新“壹乐园”球场。禄丰项目学校在禄丰县教育局积极支持、禄丰县团委关心、

社会爱心人士积极参与下，执行机构工作人员和两名机构志愿者、禄丰县在地社工机构 8 月 15日-18

日 4 天时间完成“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安装，项目安装极大调动学校教师参与公益积极性，加强教师

群体对于“壹乐园”认可度。安装期间禄丰县教育局谢副局长、禄丰县团委领导亲自到达项目学校查

看项目安装近况，对项目做出了充分肯定。安装完后，项目专职积极和项目学校对接教师强调新学校

开学壹乐园“运动汇”使用事宜，材料提交等。 

 

 

 

 

 

 

 

（7）广东清远深化调研及收集学校资料&发放体育包&检查场地硬底化情况  

2018 年 8 月期间，广东省清远市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2018 年 8 月 22 日，清

远市执行机构组织了爱心志愿者共同前往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 4 所学校进行走访调研，深化收集学

校资料及儿童信息，发放壹乐园·运动汇体育包并回收了签收表。此外，还检查了当地学校场地硬底

化的情况，其中大麦山镇的九寨小学和白芒小学的场地硬底化接近工程后期完善阶段，寨岗镇金鸡小

学在走访当天施工队伍进驻，计划 5 天内竣工验收.执行机构定期在群里为各所学校教师进行情况说

明及汇报项目工作进度，及时监测各学校的场地硬底化完成情况，以确保项目的顺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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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项目组培训相关工作 

① 体育进阶培训已完成 

8 月 7-9 日在绵阳完成了全国体育教师进阶培训，总共有包括训练师在内的 15 个省市的老师参

加了这次进阶培训。进阶培训邀请的依然是基础培训师团队希望九州体育爱心团队作为培训师。此次

进阶培训，在培训的内容、授课的质量，都与体育基础培训有很大的不同，老师们的参与度、积极性

也特别的高。 

② 新疆音乐基础培训-新疆场 

2018 年 8 月 5 日-7 日壹基金壹乐园音乐教室全国教师基础培训于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顺利开展，共有 3 个项目县的 29 老师和伙伴参加。此次培训邀请的是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作为培训

师，培训内容主要以合唱为主，希望新的培训模式能给老师们带来不一样的收获，同时也我们的老师

回去把培训内容带入教学，融入教学，让更多的儿童受益。 

③ 音乐进阶培训正在商议议程及前期的准备工作 

④ 正在完成项目上 6场体育基础培训和 1 场音乐进阶培训的财务报销工作； 

⑤ 对 9 场基础培训和 1 场体育进阶培训调查问卷进行整理和小结，对接下来项目的培训内容

和后续跟进工作进行了总结和梳理： 

 对所有培训进行了总结，用 SWOT分析法对培训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都进行了分析，并

针对分析出来的问题提出来解决方案。也根据分析出来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梳理了后期培训内容的计

划，我们期望通过此次总结梳理，能给伙伴提供一个更合适的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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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项目组协助伙伴做场地准备工作： 

运动汇项目前期场地硬化，跟伙伴沟通要提前做好中期的发货及安装跟进，尤其是游乐设施项目，

前期预埋件及沙坑等硬化工作，协助伙伴做好硬化工作后，协助厂家进行发货及后续工作； 

（11）项目组协助伙伴做安装工作： 

音乐教室项目：已经全部发货完成，伙伴正在持续中，协助伙伴完成安装后续工作； 

运动汇-游乐设施项目：已发货地区已经安装完成，发货完成地区已经安装完毕； 

运动汇-多功能运动场项目：持续发货和安装中，项目安装顺利； 

（12）项目组协助灾后项目安装工作： 

新疆塔县：所有器材包及硬件设备全部完成发货；3 套运动场已经安装完成，3 套音乐教室正在

持续安装中； 

九寨沟县：所有器材包及硬件设备全部完成发货，项目后期持续安装中； 

平武县：所有器材包及硬件设备全部完成发货，截止目前为止，已经安装完成 4 所学校； 

松潘县：所有硬件设备全部完成发货，目前正在安装中； 

（13）项目组正在进行全国硬件资料回收中： 

目前全国壹乐园项目县所有的器材包签收单的资料已经全部回收完毕，硬件物的资签收单和验收

单随着项目安装工作持续进行中，也在持续收集中。 

（14）、企业匹配及反馈工作，包括可能探访的地方的协助工作等； 

（15）、17年项目结项正在持续进行中，目前已收到 10 个项目县的结项资料； 

（16）项目上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伙伴推文： 

1、关于培训会，老师有话说！https://mp.weixin.qq.com/s/pkzNnBRbwkEMneinX0vtJg； 

2、我 市 又 有 8 所 学 校 有 了 壹 基 金 · 壹 乐 园 音 乐 教 室

http://www.wuhu.gov.cn/content/detail/5b85e7a27f8b9a6147b1e806.html 

3、老师们还有话说！https://mp.weixin.qq.com/s/dUunBksf9IuDWNgDx7xdCA 

4、壹基金又来芜湖了！送给近 5500 名学生的最棒开学礼物

https://jrwh.wuhunews.cn/server/uploads/html/news/133596.html 

5、【壹乐园·音乐教室】送给孩子们的开学礼物 https://mp.weixin.qq.com/s/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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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5mqrAxofX0Q_jSlY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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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壹乐园，8岁的小伟完成了近 8600cm的封边工作！

https://mp.weixin.qq.com/s/y31eHmC7OGoKaLeex7EXpw 

7、宣传一：你好!禄丰县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多功能运动场 2018 年项目安装开始了

https://mp.weixin.qq.com/s/FS8Lu4zs0G6pyAbe7vZiRA 

8、宣传二：禄丰县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安装多功能运动场安装进行中

https://mp.weixin.qq.com/s/tiObwgA5Z4NRf26_33sYlw 

9、宣传三：你好!禄丰县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多功能运动场 2018 年项目安装开始了（来自武定

本地自媒体宣传）https://mp.weixin.qq.com/s/-2hmPrCT-mag3uAl6g29GQ 

10、宣传一、壹乐园，给孩子们最好的开学礼物！ 

https://mp.weixin.qq.com/s/05NCWzAijAC9mp4TTtcE9g 

11、宣传二：【青关注】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落地禄丰 

https://mp.weixin.qq.com/s/bfqlkHznUrPIR1BSSFH17Q 

12、【关注】壹基金多功能运动场项目落户我市农村小学

https://mp.weixin.qq.com/s/9ql3OZYnqgqQyNdX1YfVMQ 

13、送给 2000 名小学生最棒开学礼 我市 4所学校安上壹基金多功能运动操场 

https://mp.weixin.qq.com/s/kVtqEYOHl9uwjHCVxkzlwg（本溪晚报） 

14、“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落户我市四所小学 

http://f.diyimt.com/benxi/55363139.shtml?share=true&from=timeline（第一媒体） 

15、【壹乐园·运动汇】全国教师二次培训，圆满结束！

https://mp.weixin.qq.com/s/T4N_Rbr17j6bQTeM98Wyqg 

16、2018 年壹基金壹乐园体育教师进阶培训圆满结束！ 

https://mp.weixin.qq.com/s/4RHWHv4qDQkYLjysE-LX1Q 

17、快讯！石城志协的游乐设施项目行动！ 

https://mp.weixin.qq.com/s/MYNEIZq6HKOOdx8MJ_6v4g 

18、常老师的心里话 https://mp.weixin.qq.com/s/RQsLyTZgEbIo0FcZ5bgiHg 

19、壹乐园丨合唱艺术上的新疆 https://mp.weixin.qq.com/s/GDDeVo2d1hUO4sanAYr9NA 

20、壹乐园运动汇进阶培训：炎炎夏日，相约绵州 

https://mp.weixin.qq.com/s/y31eHmC7OGoKaLeex7EXpw
https://mp.weixin.qq.com/s/FS8Lu4zs0G6pyAbe7vZiRA
https://mp.weixin.qq.com/s/-2hmPrCT-mag3uAl6g29GQ
https://mp.weixin.qq.com/s/05NCWzAijAC9mp4TTtcE9g
https://mp.weixin.qq.com/s/bfqlkHznUrPIR1BSSFH17Q
https://mp.weixin.qq.com/s/9ql3OZYnqgqQyNdX1YfVMQ
https://mp.weixin.qq.com/s/kVtqEYOHl9uwjHCVxkzlwg
http://f.diyimt.com/benxi/55363139.shtml?share=true&from=timeline
https://mp.weixin.qq.com/s/4RHWHv4qDQkYLjysE-LX1Q
https://mp.weixin.qq.com/s/MYNEIZq6HKOOdx8MJ_6v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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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8CKOpyCI7ocMvqfII2qrmg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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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14】人次儿童受益，约【2435】名志愿者参与其中。项目枢

纽机构与执行机构共发布【429】篇媒体报道及微信公众号推文。 

【灾后儿童服务站】 

1.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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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8 日，为了增强孩子们面临灾难时自救互救的意识，黑河儿童服务站在 8·8九寨沟

地震一周年这天开展了防灾减灾主题活动。本次活动以防灾减灾为主题，为学校 35 名儿童提供了服

务。主要活动内容有教孩子们制作纸碗、毛毯担架、结绳、包扎以及急救包知识，并且教授了地震来

临时躲避的方式等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孩子们自救互救意识。 

2.九寨沟双河儿童服务站——达州众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18 年 8 月 8 日，双河儿童服务站回顾 8·8九寨沟震后一周年，给孩子们开展了防灾减灾活动。

让孩子们学会、懂得在灾难来临时自救互救的方式方法。此次活动中,2018年 8月 8日，双河儿童服

务站回顾 8·8 九寨沟震后一周年，给孩子们开展了防灾减灾活动。让孩子们学会、懂得在灾难来临

时自救互救的方式方法。此次活动中,学生了解了“防灾减灾日”的确立时间、意义、设立目的以及地

震的相关常识,同时学习了在地震来临时,正确避震和进行自救互救的知识等。让学生懂得怎么样进行

避震减灾,努力把伤害降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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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九寨沟县玉瓦小学儿童服务站——达州众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18 年 8 月 8 日，玉瓦儿童服务站为了让孩子们认识自然灾害和掌握灾害来临时的正确逃生方

法，特开展了“儿童平安”，“回顾 8·8主题”活动。本次活动为学校 20 名儿童提供了服务，以回顾

8·8 为主题，教孩子认识自然灾害的种类和特点、洪水和泥石流来临时的逃生方法、地震来临时的正

确应对方法等等小知识。孩子们自救互救意识得到了增强。 

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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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8 日，九寨沟地震一周年，儿童服务站为社区的孩子们开展了关于地震一周年的活

动。8月 22日学校正式开课，又迎来了新的一学期，孩子们认识了新的小朋友，还让新同学到儿童服

务站玩耍。8月 8日这天，站点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回顾了地震时每个人自己所处的情景，并与现在自

己的情景相比有了哪些改变，并且还分享了这一年里自己最值得骄傲或者印象最深刻的事情。8月 27

日为了让新来的同学们更快地适应新学校的生活，我们做了有趣的游戏，利用身体给音乐打节拍。通

过做游戏的形式，增进了同学之间的了解和孩子们的感情。                

5.九寨沟县陵江小学儿童服务站——阿坝州社会工作协会 

8 月临近开学之际，站点老师给陵江乡、郭元乡以及大录乡三个乡镇开展了阳光温暖同行活动。

服务过程中得到老人们的反响和称赞是对我们服务工作的一种肯定。同时站点工作人员通过暑假走访

老人并服务老人，旨在传承敬老美德，在后期将通过照片和故事的形式把这种精神向孩子们传递，让

他们学习敬老爱老精神。 

6.安化镇花池小学站-陇南光明公益联合会 

8 月，站点通过开展作业辅导、游戏王国、读书会、认识民俗风情等活动来丰富学生的暑期生活，

同时陪伴农村留守儿童快乐成长。因为家长忙于农活，离站点较远的小朋友们不能独自来站点参加活

动，所以站点工作人员做了家访，给她们辅导作业、陪他们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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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乐园·社区儿童服务站 】 

一、陕西 

7 月 31日，未央环保西桃园小学儿童服务站通过开展交通安全活动，让儿童来辨别交通标志，加

深孩子们对于交通标志的印象，可以让儿童更好地遵守安全交通规则，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安康义

工联儿童服务站 “2018山里孩子看古都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带领 62名孤儿、事实孤儿、

单亲、特困、留守儿童感受安康、西安的古都魅力，通过参观安康的安康城市规划展览馆、安康博物

馆，以及西安科技馆、钟楼、鼓楼、西安电视台等景点，为他们创造一个拓展视野、释放压力和快乐

嬉戏的成长环境，寓教于乐，让孩子们通过观摩和参观，体验现代化的生活，通过活动树立他们的良

好世界观和人生观。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针对城中村流动儿童特性，特别开展暑期安全夏令营活动，

有针对性开展儿童防溺水游泳技能课、安全绘本阅读课、暑期安全小课堂、儿童体能训练课、儿童行

为银行等课程，精准每个儿童实质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用理论知识加实践技能提升的方式，有效帮助

儿童战胜成长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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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 

泰安市泰山义工联合会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持续展开兴趣课堂，包括书法课堂、花式篮球课堂

等兴趣课堂。其中，“花式篮球”课，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社区儿童学习各式各样的篮球技巧，

增加了孩子们对于篮球的了解，同时也锻炼了社区儿童身体，增强了体质。潍坊市领航社会工作

事务所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在 8月份期间，主要以陪伴社区儿童为主，社区儿童不仅在服务站写作

业、读书、交流，同时为社区儿童开展多样兴趣课堂。其中，壹乐园儿童服务站站点工作人员邀

请潍坊报业集团刘江峰记者为孩子们带来“我是小记者”课程，让孩子们在假期生活中增长了见

识，学到了知识。泗水县微公益协会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正常为社区儿童开展暑期课堂，辅导暑期

社区儿童作业，特色主题课程继续展开。在 8 月份，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开展主题课程“甜蜜的蛋

糕 DIY ”，通过 DIY 课程培养社区儿童动手能力，同时提升社区儿童的创造力。       

 

 

                 

 

 

 

                

三、甘肃、宁夏 

平凉众益农村社区发展协会-“红色筑梦行，重走长征路”。2018 年 8 月 17 日，情暖童心夏令营

主题活动“红色筑梦行，重走长征路”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进行。参加活动的儿童为大寨乡壹乐

园儿童服务站和东郊社区壹乐园儿童服务站的儿童。活动目标：重温革命历史、感知幸福不易、温情

陪伴儿童、勾勒七彩童年。活动主要内容有了解六盘山长征历史、爬六盘山、参观红军长征纪念馆、

两个站点儿童表演节目等，一天的活动安排紧凑，内容丰富，让孩子们开阔了眼界，也为红军精神赞

叹，得知现在生活来之不易。陇南光明公益联合会-八一建军节主题活动。首先站点老师讲述建军节

的由来，紧接着老师带领着儿童一起唱红歌、观看红色电影、组织儿童表演节目。非常有意义的度过

了这一天，不仅让儿童记住了这意义非凡的一天，让他们有自我展示的平台，而且也增加了儿童的自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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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湖南 

长沙市雨花区益家公益文化促进中心-长重社区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曾在国际舞蹈锦标大赛上荣

获多次大奖的专业舞蹈老师李林老师，为站点小朋友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舞蹈课。长沙市雨花区孝为先

社工服务中心—曲塘社区儿童服务站 ：7月 28日，壹基金曲塘社区儿童服务站内举办了一场集健康

倡导和体验为一体的小小牙医活动。小朋友通过此次活动了解到了口腔卫生的重要性，知道了如何保

护牙齿，如何正确刷牙、驻牙如何产生、驻牙产生后如何处理、牙齿健康义诊等有关牙齿保健的相关

知识。 

 

     五、湖北 

 壹乐园（阳新前进小学）儿童服务站：8 月 5日

下午，阳新义工协会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工作人员走

进张家垴社区与社区家长和孩子举行一次有意义的

暑假防溺水安全知识宣教活动。壹乐园（襄阳草草义

工协会）儿童服务站：“向往的生活”爱家乡夏令营。

站点老师和孩子们在南漳东巩麻城河古村落，开启 7

天 6 晚，回归自然，释放孩子天性，寻找孩子潜能，

“爱家乡”农村生活体验夏令营！向往的生活，给孩

子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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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江西 

赣州市石城县第五小学儿童服务站：“彩色的童年”系列活动第七期——纸杯 DIY，参与活动的儿

童共 35 名，年龄在 6—13 岁。老师为孩子们展示了一些 DIY 纸杯成品给孩子们看，孩子们对螃蟹和

企鹅很感兴趣。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发挥自己想象力，DIY 自己动手，创作出属于自己风格的各

式各样的纸杯样式。“彩色的童年”系列活动第八期 ——巧手剪纸，参与活动的儿童共 40 名，年龄

在 6—13 岁。活动开始首先介绍了剪纸的历史，然后由一名剪纸爱好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开始剪纸 

。 

 

 

 

 

      

 

遂川县红军庄儿童服务站：机器人课程是一门循序渐进的课程，也是一门多学科综合性的课程，

它集趣味、科学、机械、设计、编程、数学、逻辑等为一体，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也需要大

脑勾勒，这样才能完成任务，此过程充分调动了孩子的感官系统，让他们觉得既有挑战性又不失趣味

性。机器人教育的最大好处就是寓教于乐，让孩子从枯燥的学习中解放出来，在“玩”的过程中学以

致用，达到乐中学，学中乐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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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疆 

壹乐园·石河子 27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儿童常规服务（做作业、游戏自娱活动）9 次，开展红色

军垦文化主题活动（诗朗诵 3次、合唱团 3次、舞蹈 2 次、英语解说词 1次、小品 2次，主持 1 次，

“唱红歌，赞兵团”兵团人唱响军垦情 1次）13次，开展特色主题学习活动（毛笔字书法 7 次、彩泥

制作 1次）8次。 

八、黑龙江省 

8 月期间，基于壹乐园活动的前提下，各站点有条不紊地推进中，【5】个站点开展了爱国主义、

手工折纸、国学课堂、暑期作业看护、特长培养、儿童安全小课堂等活动，共有【102】名教师/志愿

者参与，【1944】人次儿童受益。 

 

 

 

 

 

 

 

 

 

 

九、贵州省 

8 月份，贵州省【8】个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都已正常运转，利用每周一到周五时间开站为孩子做作

业辅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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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儿童服务站累计 8月份服务儿童【424】人【6078】人次；参与志愿者【83】人。 

 

十、辽宁省 

本月正逢小学放暑假，辽宁省内壹乐园服务站正常开展课程。沈阳市内 10 所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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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6月末已经到了结项阶段，其中太平社区儿童服务站停站调整，剩下 9所儿童服务站尽管处于没

有资金支持的阶段也都在正常开站；市外 9所服务站正常开站。假期很多站点开站时间调整为一周至

少开站 5 个全天，并且调整课程方案，增添了儿童课外时间的夏令营等实践活动。本月沈阳市内儿童

服务站平均开站 21 天，直接服务儿童 277人，3178 人次，参与志愿者 128人，专职 15 人。市外 9所

儿童服务站平均开站 23.5天，直接服务儿童 513人，5321 人次，参与志愿者 443人，专职 24人。辽

宁省内【19】所服务站本月共计服务儿童【790】人，【8499】人次。 

 

 

 

 

 

 

 

 

 

 

 

十一、四川省川南地区 

8 月份，川南四个站点中，生辉家园站点和攀枝花温泉乡站点利用假期时间，将服务站的功能运

用的极好，开展了各种活动丰富多彩：有安全教育培训、应急知识培训、劳动体验及画画的艺术培养

等。8 月份，共有【49】名教师/志愿者参与，【819】人次儿童、54 人次家长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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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吉林省 

2018 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吉林省 6 个项目区县 6 家执行机构共有【6】个站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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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琴课、书法课、乐高积木搭建课等活动。共有【124】名教师/志愿者参与，【1771】人次儿

童受益。 

十三、四川省川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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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川

北 10 个执行站点主要开展以手工、绘画、阅读等日常活动；以安全教育、健康卫生教育、防灾减灾

教育等主题活动，以“暑假夏令营”、“儿童小剧场”、“萌芽班”等特色活动；活动精彩纷呈、形

式多样，受益儿童达【6307】次，参与社工、志愿者、教师共计【291】人次。 

 

 

 

 

 

 

十四、广东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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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人数【13877】人次，参与项目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396】人， 项目专职 12人。 

十五、广西壮族自治区 

本月是暑假期间，通过与大学生实习生的联系，组建了志愿者小老师队伍，免费指导孩子暑假作

业、开展亲自游戏活动、开展小小演说家活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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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累计服务儿童 465人 103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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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志愿者 86 人；专职 1 人。本月工作概述如下： 

1. 正常开站，让儿童到站写作业、阅读、玩乐； 

2. 开展主题活动，公益美术课； 

3. 开展暑假辅导作业，为 240多名孩子辅导作业； 

4. 开展小小演说家演讲活动。； 

5. 持续开展看望残疾人活动； 

6. 开展亲子游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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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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 月，壹起分社区计划整体工作进展顺利，项目进展方面不完全统计共有【20】家伙伴机

构，开展了【70】场垃圾分类减量活动，活动累计参与人数共【3008】人次，减量【31945】kg，共有

【411】名志愿者参与其中。 

2.项目活动进展 

(1)联合倡导-818 零废弃日 

零废弃联盟、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并主办了首届零废弃日启动大会

暨“加速减塑 我有行动”主题沙龙。 本次启动会及主题沙龙，邀请政府相关部门、企业、社会组织、

媒体、学术机构、零废弃实践者等不同领域的代表，一同向全社会发布零废弃价值主张，向公众阐释

零废弃理念，分享减塑行动和经验。 启动大会当天现场观众近百人，到场媒体约 20 家。零废弃联盟

官方微博进行了同步文字直播。新浪微博#加速减塑，我有行动#话题阅读量 1399万。 

 

零废弃联盟、壹基金、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 F2N MARKET/GO ZERO WASTE，采取线上零废弃 7 天挑

战的社群营造与线下零废弃的“五宝减塑”主题嘉年华的形式，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向更多公众发出减

塑行动倡议，增强环保意识。共 386 人位减塑达人在线参与，完成 1208 次打卡，制作一条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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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策划 5 场零废弃主题活动：零废弃主题市集、零废弃公益科普展、零废弃 DIY 工作坊、零废弃达人

游戏、零废弃有奖问答；提供 5大类 16 种零废弃生活实践技巧和方法；形成 20 余家领域媒体传播造

势；汇集全北京 80+个潮流品牌商家参与互动；吸纳 15家社会企业、NGO、基金会集体展示；在 6 小

时内达到 2000+观众人流量的关注参访。首届零废弃日嘉年华当天共接待 2000+人，减少约 3000 只一

次性新购物袋使用。 

 

818零废弃日期间零盟伙伴及全国报名的参与伙伴共举办 212 场线下活动，累计线下活动参与人

数约 20563 人，818 主题微信推文累计阅读数量约为 79170 次，近 30 家媒体报道。活动形式丰富多

样：有公益观影、环保沙龙、展览、讲座、净滩捡拾、夏令营等诸多形式。联合动员了各地团委、妇

联、环保局、环卫局、社区居委会、文明办、电视台、民政局、图书馆、银行、商场、医院、基金会、

协会等多方共同开展活动。 

(1)联合行动-壹起分 

华中区域： 

郑州环境维护协会： 8 月份在农场继续进行社区外循环的堆肥工作，已承接了古槐园 80 立方和

生产园区 40 立方有机废弃物的堆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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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长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8月份一共组织了两场壹起分活动。8月 3日，由武汉路社区聘请

中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陆艺鑫老师，为大家带来阳台有机蔬菜种植的新兴课程，居民们学会

了在城市生活中最简单易行的两种堆肥方法：一是制作环保酵素，二是将湿垃圾和土壤结合，装入吸

热的黑色胶袋中，放在太阳底下促其快速发酵。 

 

 

 

 

 

 

山西晋城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暑期的暖风学堂活动，共带动了 64个孩子参与垃圾分类。首先通

过讲解的形式告诉孩子们日常生活垃圾应该怎么分类。整个暑期孩子们都自觉的做到了将生活垃圾进

行分类。其次，教会了孩子们酵素制作，暖风进行的过程中大家也自觉的把厨余攒到桶里两个月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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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做了 2 大桶酵素。  

 

郑州乐丁农场:8 月举办了厨余堆肥种菜的终结评比活动，从当初报名的 10 组家庭中，评出了 6

户优秀家庭，其中有一户家庭是较晚加入的。大家都坚持了厨余堆肥，还利用废旧泡沫箱种植，旧油

壶做酵素，用旧轮胎堆肥等等，环保行动处处可见。 

 

华北、东北区域： 

北京市西城区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8 月常青藤共在 4 个社区举办 14 场活动，其中 1 场社区的游

园（嘉年华）活动，1 场企业家庭日的嘉年华活动，2 场社区花园活动，10 场自然美育废物手工活动。 

环保游戏：所用的玩具是由平常的废旧物品做成的，这种“变废为宝”的再利用，让小朋友懂得珍惜

物品，感受到节约资源的重要性；财商市场：通过二手物品的交换，既锻炼了孩子们的财商，也做到

物尽其用，进一步加强环保意识；垃圾壹起分：首先通过环保知识的问答，让大家了解垃圾分类的概

念，然后大家把现场产生的垃圾按正确分类方法投入相应的垃圾框内，现学先用，学以致用。 

 

沈阳市环保志愿者协会：8 月沈阳市环保志愿者协会共在 6 个社区举办 10 场活动，其中 1 场社区

嘉年华活动，3 场企业家庭宣讲活动，6 场社区兑换活动。 

北京市北斗星为民服务中心：8 月北斗星为民服务中心总计于 10 个社区开展 12 次活动，居民在

家将垃圾分为六大类，带到活动现场兑换积分。积分后期可用于购买生活用品时抵现，居民参与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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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绿邻居社区服务中心：8 月绿邻居社区服务中心总计于 8 个社区开展 10 次活动，包括 2 场

社区兑换，1 场酵素制作，3 场废油制肥皂，4 场变废为宝手工活动。8 月 30 日天津绿邻居于天津和

平区新福方里社区开展垃圾换有机活动并招募参加菜篮子竞赛的居民，8 月 31 日于西青区社会组织

孵化基地，垃圾换有机活动。手工类活动，许多社区里的小朋友参与其中，家长辅助指导，用废弃物

制作做出的成品深受大家喜爱。   

 

清净源环保教育基地：8 月清净源在一个社区开展了 4 次手工制作活动，一百多人参与其中，反

响热烈。大家愿意积极参与减塑，拒绝塑料袋使用，对手工制作食品袋特别感兴趣，希望活动经常开

展。 

 

 

安徽、江西、湖北区域： 

合肥绿迹环保公益咨询中心：8 月，合肥绿迹环保主要是组织了“废弃物与生命-黑/白魔法趣味

课程”， 通过现场活动小游戏《环与链》讲述了生活中废品的处理方法，了解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

费者、分解者以及人类在生态系统中扮演角色和理解垃圾产生的根源，以及垃圾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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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弘德社会服务中心：本次活动组织了社区里二十余位儿童及其家长共同参加，主持人通过

提问的方式与小朋友互动播放视频等多种方式，介绍塑料垃圾危害，小朋友发挥自己的奇思妙想，把

自己内心世界中对美好环境的向往表现在环保袋上。在接下来的七天打卡减塑行动中，大家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践行着零废弃的环保理念。 

 

 

铜陵市彩虹志愿者协会：8 月 26 日傍晚，铜陵彩虹在铜陵悦享荧光夜跑活动中组织了志愿者，

为此次活动提供现场垃圾捡拾分类及倡导的工作。十余人的捡拾小组两三人组成一个小组，各负责广

场的一片区域，并跟随夜跑队伍，捡拾参加人员沿途丢下的矿泉水瓶、废弃发光玩具、零食包装袋等

垃圾。不到一个小时，捡拾小组成员在广场聚合时，共汇集了各类垃圾 20 余袋。为了使垃圾能够得

到二次处理，志愿者们还将所有垃圾翻出，按照塑料包装类、广告纸类、发光玩具类、普通生活垃圾

类，迅速分成四大类，整整齐齐地包扎好，放于垃圾筒旁。其中矿泉水瓶与广告纸垃圾，很快便被拾

荒人员捡走，既有效地清除了现场垃圾，保持了环境卫生，更使可回收垃圾得到了快速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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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区域： 

上海爱芬环保 ：8月 21日上午，壹起分社区“三宝菜篮子减塑挑战”授篮仪式在三宝花苑妇女

之家举行。活动由启动仪式和 30 天挑战及总结会组成。本次挑战以 30天为周期，用一张“30 天挑战

记录卡”和一个菜篮子的故事引领社区环保新风潮。 

 

南京百蝶缘生态发展中心：“爱绿家——壹起分家庭园艺富贵竹编织”活动在明义社区筹备办党

群服务中心 301 顺利开展，此活动由南京市雨花台区百蝶缘生态发展中心承办，参与居民达到 60 余

人，通过家庭绿植养护、富贵竹编织、旧物回收兑换三个环节，引导居民从家庭园艺与旧物回收开始

增强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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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城环保社 8.18，昆山市鹿城环保志愿者服务社志愿者举行“零废弃日大型广场宣传活动环保

嘉年华”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巧手拼图、垃圾巧分类、小小护林员等六款生动活泼的互动游戏，轻松

幽默的环保垃圾分类投射，模拟真实生活、寻找身边环保盲点的“拯救濒危动物”，以及人与自然环

保展、环保拍档、减速加油指压板挑战赛等丰富多彩的参与环节，并设有游戏奖品奖励。 

 

西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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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2018 年 8月 16 日下午，成都根与芽的工作人员来到郫筒街道书

院社区的枫林秀色小区物管办公室，与小区居民、物业管理人员、书院社区张雪书记、社区工作人员

钟老师共同讨论如何在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共建美好宜居小区。 

3.网络化建设 

 成都根与芽：成都根与芽 8月与所协调的 3家机构进行了一对一的跟进沟通及项目活动成果的了

解，尤其是对于他们壹起分项目开展情况的了解。目前 3家机构中有 1家机构自贡妇女技能培训

学校（包括技术支持）因为机构协调及项目负责人的原因，在 2018 上半年还未开展过活动，并

且保证在 9月开展活动，另外 1 家成都爱生活家已完成项目工作，正在准备结项工作。 

 

 上海爱芬环保：了解跟进上海爱易青年公益服务社、自然萌、杭州滴水公益、平湖市美丽家园环

保服务中心，南京雨花百蝶缘生态发展中心、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舟山携手志愿者

协会、鹿城环保社 8 月壹起分情况，其中，部分机构在做调整。同时协助秘书处推广 818 零废弃

日活动。 

 

 宜居广州：珠三角区域 8 月主要活动是 8.18 首届零废弃日零废弃日活动，珠三角区域共有 9 间

机构参与。由报名参加活动、宣传内容转发、筹备活动到 8.18 当天的活动开展，每间机构都能

积极参与。秘书处前期与枢纽中心详细沟通了活动细节，让枢纽中心能与各参与机构及时传达各

项活动信息与所需资料，使大家能 8.18活动能顺利完成。 

 

 芜湖生态中心：芜湖生态中心 8月同所协调的 9 家机构进行了一对一的跟进沟通及项目活动成果

的了解，尤其是对于他们壹起分项目开展情况的了解。目前 9 家机构中还有宜昌新家园、合肥源

泉环教未开展活动。其中合肥源泉环教表示将在后期积极开展，而宜昌新家园目前因团队内部的

原因，无法开展壹起分的活动，将继续保持沟通，如果后期团队内部协调好，有意愿开展壹起分

的工作，将会继续沟通和支持。8月同秘书处的互动主要在于反馈区域伙伴的动态及存在的问题，

同时重点反馈到目前未开展活动的机构相关情况，另外，重点就是协调 818零废弃日线上及线下

活动的开展、财务的报销及后期活动资料的收集反馈等工作。 

 

 郑州环境维护协会:通过微信群与各家伙伴沟通壹起分相关事宜，并答疑解惑。自 7 月起，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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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规律性地进行区域内壹起分伙伴的月度活动收集工作（http://lxi.me/estt-「华中区-壹起分

活动月度收集表」 ）并及时跟进壹起分的相关工作。对于区域内伙伴们的困惑和工作中的困难，

枢纽中心也会通过打电话、私信等及时进行进行沟通和反馈。计划以后会不定期地上门走访并参

与伙伴机构的壹起分项目。 

 

六、公益创新——我能实验室 

（略） 

http://lxi.me/es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