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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备灾救灾 

（一）项目总体进展： 

2018 年 10 月，紧急救灾计划整体工作进展顺利，整体工作进入收尾阶段，举办了 4 场能力建设

常规培训。 

（二）议题倡导 

1.让爱凝聚-壹基金 2018壹家人慈善家宴: 2018 年 10 月 22 日晚，“让爱凝聚-壹基金 2018

壹家人慈善家宴”在深圳成功举办。现场 250 位来自商界、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爱心嘉宾共同为困境

儿童及受灾群众筹集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善款。 

在活动现场，通过一件件救灾物资和温暖包内含物品向与会人员的介绍，展示壹基金在救灾工作

领域的专业度，其中包括救灾帐篷、壹基金家庭救灾箱、壹基金温暖包等。另外，“用行动换回生活”

灾区物品展也同样地呈现出灾区的不易，以“失物招领”为主题，用一个个从受灾到救灾的触动人心

的真实故事和灾区现场物件展示，呼吁社会更多关注中小型灾害。 

左图：工作人员介绍壹基金救灾物资；右图：爱心嘉宾参观温暖包展区 

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小祥、深圳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刘润华、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廖远飞、深圳市

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凌冲、壹基金理事长马蔚华、壹基金副理事长马化腾、壹基金理事王石、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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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冯仑、壹基金监事长郑学定等壹基金理事会成员，一起参加了本次慈善家宴。因拍摄电影而无法

亲临现场的壹基金发起人李连杰，也通过视频给当晚所有出席的嘉宾送去了祝福。 

左图：家宴现场；                     右图：壹基金理事长马蔚华致辞 

家宴现场还对与壹基金共同走过八年、十年的优秀公益个人和公益机构进行了表彰，他们是：蒋

怡李、孙忠凯、丁文广、廖艳晖、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深圳市自

闭症研究会、四川青年救援队、武汉长江救援队、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广西绿洲救援

队、海南三亚地震救援队。壹基金成立至今的 11 年，感恩以他们为代表的每一位伙伴和每一家公益

组织，始终与壹基金在公益的第一线并肩奋战。 

图：受表彰伙伴上台领奖并合影留念 

2.广东省社会力量救灾培训：为进一步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放在减灾救灾，2018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0 日，由广东省民政厅委托，广东省社会工作教育与实务协会承办的第二期广东省社会

力量救灾培训在广州南沙举行，壹基金备灾救灾部三名员工参与了此次活动。 

3.救灾蓝帐篷日记招募：2018 年 10 月 24 日，第一期“蓝帐篷日记”在壹基金微信公众号发

布。“蓝帐篷日记”主要征集救灾伙伴的故事，致力于传播救灾人在救灾过程中的点滴，呼吁关注中

小型灾害，关注救灾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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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伙伴能力建设项目 

2018 年 10 月期间，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伙伴—吉林、云南和重庆共开展了 4 次能力建设活动，

活动类型分别为公益沙龙和交流会，涵盖了筹资培训、灾害管理、网络发展等多个领域。共有 70 家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参与；180 人次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参与。活动信息如下： 

（1） 吉林伙伴能力建设 

10 月 23 日，2018 年壹基金能力建设项目—通化地区公益组织沙龙在吉林省通化市举行，活动主

要针对目前通化地区各组织存在的问题开展专题沙龙讨论，包括将志愿者活动转化为项目长期发展和

各公益组织未来发展方向规划等。10 月 27 日，白山地区公益组织沙龙在白山市举行，活动也涵盖了

各社会组织介绍发展工作成果、项目介绍以及项目筹款方式等内容。通过这两次活动，让各公益组织

了解了壹基金的项目，志愿者活动如何与项目结合，也让各公益组织团结起来共同发展。 

左图：通化地区沙龙现场；                     右图：白山地区会后合影 

（2） 云南伙伴能力建设 

10 月 17 日，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云南伙伴走访了省内的社会组织伙伴。针对灾害多发的网络伙

伴，一同总结了之前灾害救援行动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通过针对化的讨论解决方案，确定了伙伴未

来救灾的支持性计划。针对灾害少发、联系较少的网络伙伴，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了解、介绍公益项目，

为未来的合作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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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活动现场；右图：会后合影 

（3）重庆省伙伴能力建设 

10 月 27 日，2018 年壹基金能力建设项目—重庆联合救灾网络项目联合劝募骨干志工交流会在

重庆开展，会议主要涉及了为爱同行项目介绍及 99 公益日项目筹款骨干志愿者交流。通过这次会议，

动员了重庆伙伴参加为爱同行项目，促进重庆网络的筹款方式多样化；同时，骨干志愿者的分享也给

重庆伙伴提供了更多关于在筹款方面的思考方向。 

二、减灾与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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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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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层主体钢筋施工完

成，一层主体混泥土浇筑完成，进入二层砌体施工阶段；乌斯河中心幼儿园项目 主体施工完成，进

入装修施工阶段）；2所幼儿园（大坪乡中心幼儿园招标完成，招标结果公示完成，施工合同监理合同

签订，11月开始施工；枣林幼儿园，主体施工完成，进入下一阶段准备工作-中标结果公示，抽取监

理单位。）2所新增幼儿园（石棉县安顺乡中心幼儿园规划通过，地勘已完成，取得地勘报告，正在施

工图设计；雨城区草坝新区幼儿园通过规委会，正在地勘施工，进入施工图设计阶段）。 

   3.安全农家项目 

1)雅安 

2018年 10月, 安全农家二期项目进入结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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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九寨沟 

    10 月，九寨沟安全农家项目进入到志愿者救援队制度建设、能力建设、团队建设阶段。引导 17

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团队建设，落实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物资存放场地，并为 8个村提供了 2场壹

基金地震体验机会。 

演练分配任务                                       陵江乡救援队合影 

3)茂县 

1）茂县安全农家项目-黑虎乡工作进展: 10月 10号开始，项目人员整理、编制家庭应急预案，完成

了小河坝村与巴地五坡村的家庭应急预案。与三个项目村志愿者救援队沟通讨论，第三期培训搜救救

援培训时间确定在 11 月初，制定了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员们与黑虎小学的学生们一同参加地震体验

车活动的方案。 

2）茂县安全农家项目-太平镇工作进展：10月，项目开展社区走访，开展家庭应急预案制定，完成了

70 份家庭应急预案。与志愿者救援队一起对三个项目村的 8 处隐患点风险排查；完成部分隐患点应

急预案与社区应急预案的梳理；与三村两委与队长做好第三期简单搜救与救援活动的预并做好活动前

的动员工作。 

 

4、420芦山地震灾后重建项目评估 

10月本项目进入结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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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雅安市减灾与可持续发展项目 

10 月份项目组就本项目的立项变更进行多方沟通和内部研讨。 

6、儿童平安计划项目 

(1)项目整体进展 

2018年 10月，儿童平安小课堂整体工作进展顺利，本月项目累计授课共 1196节，其中：教师授

课 1110节，专职授课 69节，课程内容包含地震、溺水、火灾等主题课程，另外还有食品安全等方面

的授课内容。共开展 53次减灾主题活动，共有 16863人次参加到活动中来。 

2018年 10月，九寨沟壹基金减灾示范校园项目进展顺利，10月九寨沟项目学校分别开展入校培

训总计【8】次、参与培训的教师总计【200】余名。安全教育车为九寨沟减灾示范校园项目学校提供

灾害体验、累计服务【5】天，服务学校【8】所，服务学生数量【2000】余人次。新力公益基金会探

访回应，并在玉瓦小学开展主题活动服务人次【50】人次。 

2018年 10月，茂县减灾示范校园项目开展顺利，6 所项目学校完成完善校园主题文化建设方案，

完成原材料采购及初期工程；6 所学校完成校园风险排除预案及风险资源图绘制预算，1 所学校完成

学生参与的校园风险排查，5 所学校完成应急技能入校培训；6 所学校完成上期校园应急包发放情况

跟踪和数据核对。 

2018 年 10 月，雅安减灾示范校园项目开展顺利，带领石棉县 10 位优秀安全教育老师去成都进

行参访学习；为 2所学校 47 位老师进行校园管理的培训；举办 2018年雅安市小学《生命·生态·安

全》优质课展评活动有 17名老师参赛，120名老师观摩活动。 

（2）项目活动进展 

【儿童平安小课堂】 

   10月，小课堂项目共授课 1458节，其中教师授课 1389 节，专职授课 69节。另外 99筹款项目伙

伴共授课 188 节，其中教师授课 178 节，专职授课 10 节。 

（1）专职授课 

本月专职共授课 69 节。分别进行了溺水、火灾、以及地震系列课程的授课，运用实验、视频和

故事等形式，为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课，给老师进行参与式授课方式的介绍，将小课堂上的越来越精彩，

孩子们的防灾减灾知识和能力能够一步步的提高。 



 
 

8 
 

（2）教师授课 

本月 5家项目县的项目学校教师共进行 1389节安全教育课的授课，除了针对地震、火灾、溺水、

交通等方面，老师还自行开发课程，对食品安全等方面也进行了授课，从多方面对儿童进行安全教育。 

（3）听课、评课 

除了授课之外，6家伙伴的项目专职继续对项目学校的教师授课进行听课评课，继续关注教师授

课质量，保证儿童参与，让孩子在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安全知识。99筹款项目伙伴也在各项目学校进行

5次听课评课活动，与老师们交流授课经验，互相学习。 

减灾主题活动 

本月 13日，正值第 29 个国际减灾日，小课堂项目伙伴们积极响应，在国际减灾日前后，策划开

展减防灾相关活动，让学生通过各式各样的减防灾游戏中学习安全知识，学会自救互救，本月共开展

53 场主题活动，累计参与儿童 15727 人次，99 筹款项目伙伴也在项目校开展了 6 次主题活动，活动

主题主要包括，减灾主题游戏，安全手抄报比赛，防灾演练等。本月，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工作也在

火热进行，各学校针对火灾，地震等灾害类型开展了校园应急疏散演练活动，进行校园风险隐患排查，

并举办校园安全手抄报评比等活动，全方位的带领学生参与校园安全文化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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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 

10 月，盐源县伙伴对 3 所项目学校进行了具体的应急疏散演练的培训，针对部分学生逃生避险

不规范，以及如何对学生进行更好的培训进行探讨。塔县专职对一所学校的教师进行安全教育盒子使

用方法进行培训，教师对教育盒物品使用及调动学生参与性方面比较关注，便于老师能够更充分的利

用教具进行授课。宝塔区项目联合学校一起，聘请参与项目培训的两位校园安全教育骨干教师，担任

校园安全教育教研员，积极组织学校教职工进行校园安全教育教学活动创新，以多视角、多元化、多

层次、多维度的创新校园安全教育载体和方式，服务和带动校园内涵发展，共建和谐平安校园。 

 

【减灾示范校园】 

1.九寨沟减灾示范校园项目 

(1）入县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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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 8日-10月 12日，九寨沟壹基金减灾示范校园项目组邀请到彭勃老师，到九寨沟的

8所项目学校，主要培训的内容有【现场医疗急救】【灾害心理】【应急疏散演练】【消防安全】四个板

块。在培训之前，通过学校老师参与问卷调查，甄选出的四个主题板块，彭老师通过现场教学，项目

学校教师兴趣盎然，培训现场老师们都是动手动脑，通过培训提升老师们对校园常见伤害的处理能力

以及校园应急管理能力。 

（2）安全教育车九寨沟之行 

10月 22日-10月 26日，安全教育车跋山涉水来到九寨沟县，为九寨沟减灾示范校园项目项目学

校的师生提供关于地震的逃生避险安全知识，安全教育车以地震体验为核心功能，模拟地震时各个维

度的震动，以带给体验者真实地震时的切身感受。在当地教育局的建议下，九寨沟四小 700余名学生

参与体验。本次安全教育车的到访，让孩子更加清晰的明白了地震的应对技巧。 

（3）新力公益基金会参访及玉瓦主题活动 

10月 26日，新力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等一行 5人，对九寨沟县玉瓦小学进行项目探访。为配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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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探访，玉瓦小学本期主题活动已开展，同时，减灾示范校园项目官员陆金带领参访的一行人参观了

玉瓦小学的安全文化建设、安全设施配备、应急包的讲解。参观完毕后，并带领参访团工作人员体验

主题活动，通过参与式的活动体验，提升灾害应对能力。 

 

2.茂县减灾示范校园项目 

（1）校园文化建设方案制定及实施 

骨干教师培训会后，各项目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各自的校园文化建设方案并提交项目组审核，

9月 27-29日项目组针对学校制定的方案初稿，开展入校指导协助项目学校修改完善方案，经过案例

分享，实际情况分析，为项目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出谋划策最终定稿，在充分尊重学校意愿的前提下

提出校园文化建设板块要具有有准确的安全知识内容传播、符合学生视角、言简意赅及趣味性和学生

的参与性；国庆小长假后，各项目学校按照方案及实施进度，完成原材料采购，以及制做询价和预算

核准。其中黑虎学校完成飞行棋地面绘制和学生描图，其余学校基本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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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教育课跟进 

6所项目学校课程进展顺利，根据秋季季节情况和本月项目活动合理安排了学期内需要进行的授

课，并按照计划执行。项目伙伴在授课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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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东兴学校认识火灾安全课和太平小学烧烫伤

安全教育课。 

（3）减灾示范校园项目学校应急技能入校培训 

10月 15日至 19日， 为提升学校对儿童保护能力，项目组根据开学初期骨干教师培训会上老师

们对安全教育应急技能实际操作的学习需求，联合茂县红十字会、专家顾问彭勃老师，在 5所学校开

展安全教育应急技能入校培训活动，期间就心肺复苏、骨折固定、烧烫伤紧急处理、止血包扎、异物

梗阻等知识，结合项目学校的实际需求，彭老师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为师生们耐心细致的教学解

答；5所学校共近 30为教师、80名同学参与，其中 3所学校校长全程参与并参加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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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雅安减灾示范校园项目 

（1）项目参观学习 

10月 12-14，项目组带领石棉县项目学校优秀老师到成都进行参访，参访地点主要有：成都新津一小，

成都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四川省防震减灾教育馆，成都壹基金青少年与未来防灾体验馆。此行主

要目的是为学校设计安全教育教室取经，老师们防灾减灾教育要从小朋友抓起，集思广益在学校设计

打造一所具有本土化、体验感、参与感强的教室，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学会自我保护。老师

们对生存工坊，应急包扎，结绳，地震灾害，灭火，灾后街区，家庭风险排查经营体验赞不绝口。 

 

（2）入县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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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3日，石棉县希望小学 32位班主任组织一场由胡刚老师带来的“校园应急管理”的工作坊。参

与式的培训手法带领老师们一起完善校级、班级的安全管理制度，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安全校长、

安全主任、班主任、教室、学生）责任明确，相互协作，共建学校的安全管理工作。10月 25日，为

荥经县五宪乡中心小学 15名老师做桌面推演。 

（3）2018年雅安市小学《生命·生态·安全》优质课展评 

10月 30日～31日，2018年雅安市小学《生命·生态·安全》优质课展评活动,在宝兴县实验小学隆

重举行，来自全市 6 县 2 区的 17 位优秀的老师参与安全课赛课，并有全市和来自于九寨沟的 120 位

老师进行观摩。本次赛课低段和高段同时进行，9 名老师荣获一等奖，8 名老师荣获二等奖，连续三

年的安全教育课比赛老师们积累经验相互帮助，授课质量明显优质于往年。此次赛课的顺利举行感谢

雅安市教科所和教育局、宝兴县教育局、宝兴实验小学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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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都-壹基金青少年与未来防灾体验馆项目 

10 月，施工方进度款支付完成。13 日防灾馆启动和减灾能力提升项目总结会。参会各方对防灾馆 

的建设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后期的运营予以了建议，会议期间就和 JICA团队的合作进行了商洽。                  

国际减灾日活动         

                    

三、儿童关怀与发展 

海洋天堂 

（一）项目总体情况 

1. 海洋天堂家长加油站项目：10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48场针对家长的讲座培训，共有 1597名家

长参与并受益；举行了 77场亲子活动，共有 2198名儿童及家长参与。进行了 27 场社区及政策倡

导 等活动，共有 374名志愿者参与，影响公众 2239人次，共有 69篇伙伴机构微信推文，9次微

博推文，13次当地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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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汇爱家长组织 -亲子活动                        崇左市家长组织 -家长讲座 

2. 海洋天堂计划项目评估：2016-2018海洋天堂计划项目评估招标沟通会在 9月 18日举行，会后

经讨论决定选取明德公益研究中心评估单位。 

3. 自闭症词条编写：海洋天堂与百度公益合作的百度百科“自闭症”词条编写稿 10月 23日完成

初稿，下一步将组建审核委员会，在初稿的基础上进行初步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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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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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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县提交水检报告，其中甘肃省通渭县、甘肃省庄浪县、甘肃省华池县、陕西省富平县、

陕西省子洲县、陕西省吴堡县、吉林省通榆县、云南省大关县、贵州省六盘水、山西省临县、辽宁省

喀左县、黑龙江省嫩江县、四川省盐源县、宁夏省中宁县、广东省湛江市、辽宁省凤城市、陕西省潼

关县、贵州省晴隆县、四川省营山县、安徽省当涂县、江西省乐平市、湖北省孝昌县 22 县已经发货

并收货。剩余已经提交报告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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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个常规县，云南新增县正在水检，其余项目区县正在水检工作中。 

（二）项目活动进展 

1.2018 年项目县伙伴陆续进行安装设备等工作。 

陕西省潼关县收到设备，安装完毕 

 

2.2018年项目县软件课堂推广、项目启

动仪式等活动 

1）10月甘肃省华池县净水设备安装完毕，项

目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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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月甘肃省庄浪县净水设备安装完毕，项目启动仪式  

3）10月云南省大关县净水设备安装完毕，项目启动仪式  

 

4）10月陕西省子洲县净水设备安装完毕，项目启动仪式及学校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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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月广东省湛江市净水设备安装完毕，项目启动仪式  

 

3.2018 年壹基金净水计划软件培训会（新疆） 

新疆三个地区七县五十余位伙伴相聚喀什，进行两天的净水课堂软件培训。 

 

 

 

 

 

 

 

 

 

洗手计划 

一、项目整体进展 

所有项目县设备安装完毕，投入使用。部分地区陆续进行项目推广，准备结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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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活动进展 

（1）部分项目县洗手设备安装完毕，陆续开展活动 

 

  

 

壹乐园 

【壹乐园·音乐教室&运动汇】 

2018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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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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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名教师/志愿者参与，【9723】名儿童受益，共【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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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陆良县五名优秀音乐教师前往成都参加进阶培训 

2018 年 10 月，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的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进展顺利。9 月 26 日到 28 日，

云南陆良县的 5 名音乐教师受邀参加 2018 年全国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进阶培训。此次培训会

不仅使得老师学习到了很多教学技巧，也使得老师们明白了如何和儿童交流，如何发掘儿童的

潜力。参加培训的赵水平老师说：“通过这次培训，我对课堂教学行为有了重新认识与思考。

这为我以后的教学工作提供了许多方法和策略，使我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和动力。”  

 

（2）云南陆良县项目学校举办音乐教学交流活动，传递音乐理念及教学方法 

音乐是一种美，它使人放松、快乐。音乐也是一种传递，传递情感、信念。10 月 12

日，云南陆良县小百户镇各小学开展音乐教研活动。10 月 17 日，陆良龙海乡各小学在树搭

棚小学开展音乐教学交流活动。老师们精心策划，认真备课，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动作带

领孩子们体会音乐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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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贵州省晴隆县音乐教室投入使用  

2018年 10月，晴隆县音乐教室各项目学校：光照小学、大田小学、鸡场小学音乐教室已经全部

开始使用，执行机构的项目负责人分别到达项目学校查看使用情况，了解到各学校的音乐教师培训回

来后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在课堂上，学生们受益匪浅。 

 

 

 

 

 

 

（4）甘肃永昌县音乐教室投入正常教学中 

10 月份，通过项目组的大力支持和甘肃永昌县相关部门的全力配合，甘肃永昌县 8 所项目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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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音乐教室全部投入到正常的教学，参加音乐教室进阶培训的 6 名老师将所学全部应用到教学当

中。永昌县第二小学二年级(8)班的小朋友在进行律动《摘果子》。孩子们在欢快的旋律下，边唱边跳，

在音乐中用轻松愉快的情绪体验"摘果子"的快乐。永昌县第一小学二年级（3）班同学在跳集体舞《跳

竹竿》。欢快的音乐伴着优美的舞姿，让我们的音乐课堂更加丰富多彩。《音乐与我同行》是一首欢快

的三拍子歌曲。歌曲旋律简单，是二部轮唱的典型曲目。通过学习，孩子们已对轮唱有了简单的了解。 

 

 

（5）安徽繁昌县音乐教室项目回访 

10 月份，安徽繁昌县的执行机构对 8 所项目音乐教室进行了月度回访，目前音乐教室整体开课

量较高，对学生进行了调研，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在音乐教室中上课。同时在回访过程中，执行伙伴第

一阶段确定了四所学校，结合音乐教室空间，开展乡村艺术支教，其中戏曲一所、舞蹈 1所、美术 2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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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湖南怀化音乐教室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对音乐教室使用情况进行督查 

10月 12日湖南怀化区教育局和执行机构、项目学校相关负责人在鹤城区音乐教室微信群召开了

语音通话会，通话中各学校汇报了音乐教室管理各自进展情况，为了音乐教室的统一效果，由执行机

构拟定了音乐设备安全管理、设备维护管理等制度，由学校自行安排人员进行安装及落实。10 月 15

日，项目执行机构对黄金坳、贺有田、芦坪 3所学校进行了使用情况督查。 

 

（7）湖南怀化 8所项目学校投入使用 

10 月，湖南怀化 8 所音乐教室项目学校已全部投入使用，音乐教室项目共服务 8 所学校的 6500

余人，解决学校儿童在音乐专业学习方面的硬件困难，促进这些学校设施更加完善。8所学校都上传

了视频、图片到执行机构建的微信群中通报了各自学校音乐教室使用情况，其中黄金坳在支教老师的

帮助下开展了利用发放的音乐器材和设备开展了音乐多媒体教学；华都小学聚焦课堂教学实践、关注

老师专业成长，开展了“新教师”研讨活动，项目学校老师运用壹基金培训内容为新老师上了一堂非

常有意义的骨干教师示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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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陕西扶风县项目学校走访评估 

2018年 10月，陕西扶风县执行机构对八所项目点学校进行了走访，认真地和老师们、同学们进

行了交谈，听听他们的音乐教室的感受和建议，并且还与老师和同学们填写评估调查表。调查表中，

老师评估调查表是 4 个选择题和 2 个简答题；学生评估调查表是 6 个选择题和 2 个简答题。结果显

示，老师评估调查表有 32份，非常满意 85.16%，满意 14.84%，老师们的建议是在灯光和音响方面有

待提高；多参加音乐教室培训；置物架太高，学生个子低够不着。学生评估调查表有 77 份，非常满

意 88.1%，满意 9.31%，一般 2.6%，同学们的建议是希望有更多的音乐乐器，比如吉他，架子鼓，小

笛等。 

 

（9)贵州三都县音乐教室走访、开展主题活动 

2018年 10月期间，贵州三都县音乐教室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执行机构工作人员对三都县打

鱼民校音乐教室项目学校进行走访。三都县打鱼民学校开展交通安全主题教育班会活动，观看交通安

全宣传片，识别交通标志，让孩子们了解交通安全的相关知识。执行机构工作人员听取了三都县教育

局、学校老师的反馈，音乐教室不仅仅是单纯用来上音乐课的，它是一个多元化、多功能的教室，可

以用来开展集体班会。壹乐园的项目走进三都县 8所学校后，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的音乐教育质量，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升三都县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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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疆察布查尔县音乐教室启动仪式 

2018年 10月 18日下午 17：00，壹乐园·音乐教室察布查尔县项目学校启动仪式，在察布查尔

锡伯自治县米粮泉回族民族乡中心校举行，本次启动仪式受到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和

教育局的高度重视。启动仪式出席的嘉宾有：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安玉荣同志、

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高英胜、项目执行机构代表（佟吉生、海拉特、李海瑞、冬兰、

韩黎军）9个项目学校领导、教师、学生代表，参加了此次启动仪式。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县政

府领导及项目执行机构代表一起听了音乐教室的公开课。孩子们在新的音乐教室中以寓教于乐的方

式体验音乐的乐趣，每一位孩子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启动仪式中，各项目学校都准备了精彩

的文艺节目。各项目学校的老师及孩子们都表示一定要好好珍惜音乐教室的平台，好好学习，天天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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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壹乐园·运动汇 

（1）攀枝花 8所项目学校投入使用 

攀枝花 8所项目学校的多功能运动场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学生对于新安装的多功能运

动场十分的喜欢，在多功能运动场上开展日常活动和常规训练。所有男孩心中都有一个篮球梦，这个

运动场就是他们梦想的试炼场，务本中小学校的男孩子们各个“骁勇善战”，女孩子也是“巾帼不让

须眉”，在局域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广东惠州博罗县省级协调机构到项目学校考察 

2018 年 10 月期间，惠州博罗县多功能

运动场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8所常规项

目学校已完成运动场安装，至此，我市 12

所壹乐园·多功能运动场全部投入使用。10

月，新的运动场建好后，老师们将体能小游

戏融入日常教学，寓教于乐。10月 12日上

午，壹基金广东联合救灾协调人、英德市亮

石志愿者协会代表到广东惠州市博罗县考

察项目学校安装及使用情况。学校普遍反馈较好，表示孩子们很喜欢在运动场上玩。 

 

（3) 广东惠州博罗县开展多功能运动场项目启动仪式 

10月 12日下午，惠州市“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在博罗县罗阳第五小学启动，当地团市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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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员庄宇军，壹基金广东联合救灾协调人、英德市亮石志愿者协会会长陈观霞，执行机构副会

长、惠州市西子公益协会会长余国品出席了该活动。 

 

（4）辽宁东港市游乐设施日常教学活动 

2018年 10月，辽宁东港市游乐设施整体设施与设备在项目学校体育教学与体育活动中，逐渐

步入正轨。大型室外游乐设施与壹乐园•运动汇体育包的投入使用，教师与学生逐渐适应，能很好地

利用室外游乐设施及体育包设备进行体育锻炼，体育教学及体育活动工作能正常顺利开展。在学校

体育课中开展了室外游乐设施游戏活动、篮球活动、体育游戏活动等。个别学校开展了秋季趣味运

动会。共有 128名教师参与，1650名儿童受益。室外游乐设施与运动汇•体育包在体育课中的使用

步入正轨，使学生多种途径上好体育课，更好地释放学习上的压力。既可以缓解疲劳，还可以锻炼

身体，培养了学生的意志品质及团结协作的能力，对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身体都有比较大的益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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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云南宣威多功能运动场投入使用 

   2018年 10月，云南宣威壹乐园多功能运动场已铺装完成，正式投入使用，在这个月里，执行

伙伴主要关注各项目学校关于壹乐园多功能运动场的教学使用及活动组织工作，国庆节后第一周各校

的体育课程逐步展开，并有效利用场地及配发的体育器材包。 

 

（6）云南宣威伙伴工作规划 

第一、工作责任到个人，把八所项目学校分

给专人负责，有针对性对每个学校体育老师进行

交接，随时为他们讲解教学难题，准备运动汇的

各种活动项目，教他们怎样有效利用器材。同时

负责监督、收集各学校关于多功能运动场的实施

教案，以及体育老师上课的图片。第二、执行机

构考虑到教案的规范性问题，在让各学校老师做

教案的前期，机构工作人员自己策划了一份教案，

给项目学校老师作参考，目前要求学校每周提交一次教案和图片。第三、执行机构让各个项目学校做

教案的同时，也告知学校要做宣传，宣传多功能运动场项目。第四、伙伴除了告知项目学校做宣传外，

机构自己也在努力传播，每周在机构公众号上写文发布。第五、为了更好地使用多功能运动场，加大

宣传力度，执行机构正与教育局策划运动汇方案，计划于下月中旬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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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甘肃榆中游乐设施项目学校开展趣味活动 

  2018年 10月期间，甘肃榆中县壹乐园游乐设施项目整体工作进展较为顺利。执行机构项目团

队积极鼓励各项目学校按照项目安排开展了趣味课堂授课、趣味运动汇等活动，截止 10月 24日，已

有 4所项目学校在本学校内参照培训内容开展了趣味课堂活动，趣味性高，儿童认可度高，学校整体

参与度高，项目结合壹基金小课堂项目在李家庄小学结合减防灾开展了趣味减灾运动汇。 

                                                                                                                                                                                                                                                                                                                                                                                                                                                                                                                                                                                                                                                                                                                                                                                                                                                                                                                                                                                                                                                                                                                                                                                                                                                                                                                                                                                                                                                                                                                                                                                                                                                                                                                                                                                                                                                                                                                                                                                                                                                                                                                                                                                                                                                                                                                                                                                                                                                                                                                                                                                                                                                                                                                                                                                                                                                                                                                                                                                                                                                                                                                                                                                                                                              

（8）辽宁本溪多功能运动场日常教学及回访 

为了使多功能运动场项目顺利实施，保证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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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执行机构在与项目学校充分沟通后，联络四个团队的志愿者定期到学

校开展运动项目和互动游戏，邀请各级领导到南芬小学开展了项目启动仪式。在对于操场是否有起皮、

鼓包、绊脚等情况进行调查的情况后，与各校的老师讲解后续管理、照片的拍摄和儿童故事的收集。 

 

 (9)川北自贡项目学校回访 

10月，自贡执行伙伴对大安区祝家小学和同春小学进行了回访，祝家小学位于牛佛镇边缘山村，

是 8个学校中交通不便位置最偏远的学校，即使这样依然有一群老师和学生热爱体育。与之前放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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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育课相比，不再是以前的满操场的乱跑乱蹦，现在老师统一发放体育设备，学生们根据自己爱好

的挑选运动器材。本月，天气逐渐凉爽，同春小学体育老师，逐步开展参加全国培训所需趣味课程，

并根据本校的课程安排增加趣味性，同春小学老师告诉执行机构工作人员，之前课堂的跳跃运动，因

为简单枯燥学生练习几次就缺乏兴趣，大多数的学生并没真正发挥他的特长，所以给每个学生一根跳

绳，把单纯跳绳改正趣味比赛，这样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都提高，不仅教学知识融入其中，也会让

学生在游戏中发挥自己的潜能。 

 

（10)川北江油多功能运动场投入使用，开展特色教学活动 

江油市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学校安装工作，截止 10月 28日，江油地区多功能运动场 8所壹乐园运

动场地全部完成验收，并开始投入使用，已经开始开展特色课程，在贯山镇小学开展特色篮球教学活

动，在项目学校贯山镇小学开展特色篮球教学活动。 

 

 

 

 

 

 

 

 

（11）云南绿丰县项目学校正式投入使用 

2018年 10月在当地禄丰县教育局、4所项目学校、在地执行教师等支持及努力下禄丰县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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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乐园”运动会多功能运动场项目在新学期第二月顺利投入使用，4所项目学校体育教师将培训所

学体育教育理念教授给学生，项目学校新学期体育课沐浴在“壹乐园”运动汇多功能运动场中。项目

学校在天气允许无特殊情况下在第三节课及下午课程中在“壹乐园”篮球场上开展体育课程，较好的

扩大了项目收益群体。 

 

（12）湖南华容县项目学校教学活动 

10月期间，湖南华容县壹乐园项目学校均已开展了趣味体育教学。终南中心小学运动汇体育场上

的赶球游戏课。插旗中心小学运动汇体育场上的划船游戏课。操军镇中心小学壹乐园运动汇体育场上

师生们的早操时间与趣味体育课上传球游戏等。体育课上，华容县 8 所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学校体育

教学开启全新的教学模式。孩子们在崭新的多功能运动场上，从长沙参训回来的体育老师们用全新的

教学理念为孩子们授课，让孩子们从此爱上了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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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江西石城游乐设施安装 

 

10月 20日，游乐设施设备到达江西石城县城，执行机构紧急联系 18名志愿者到卸货现场，帮助

8个学校进行卸货和分装。执行机构工作人员紧密跟进各学校安装进度，10月 20日——26日，驱车

前往各个学校进行进度跟进、拍照等，了解最安装新进展。 由于石城县各学校在 10 月 28 日进行国

检，这次国检十分重要，考虑到各学校存在游乐设施尚未安装的场地比较尴尬，执行伙伴紧急联系壹

基金和厂家，不断增派人手。若无意外情况，预计在 10月 27日晚能全部安装好游乐设施。 

 

（14）贵州修文各个项目学校开展教师培训和儿童授课活动 

10月 23日-10月 24日，执行机构项目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对在修文县的七所项目学校，依次进行

游乐设施具体的安装、调试情况进行考察，游乐设施的安装对整个学生的受益评估，游乐设施与学生

上课的教室有多远，是否利用了下课 10 分钟去玩等。在此次走访中，执行机构工作人员与每所学校

的相关负责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了解是否还有哪些地方存在困惑或是困难，双方就问题提出、

沟通、商量、最后解决问题，友好地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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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组相关工作 

(1) 2018年新增项目县的确定 

10 月 25 号，壹乐园 2018 年下半年新增项目评分表和入选名单都已经通过儿童部的审核，并且

入选名单通过微信公众号公布。自从申请公告发布起，17 个省份内伙伴积极提交项目申请，在壹乐园

的一个月项目申请阶段，通过前期省级伙伴筛选推荐，中期项目组多方访谈评估，后期沟通项目伙伴

调整，最终共 34个项目区县成功申请 2018年的新增壹乐园项目。其中多功能运动场有 17个项目县，

音乐教室有 12个项目县，游乐设施有 5个项目县。 

(2) 新增项目启动会的确定 

2018年下半年新增项目启动仪式定在 11月 7至 9日，在成都市九龙宾馆开展。 

(3) 18年上半年项目县的单据收集 

目前音乐教室所有项目县的器材包和硬件设备签收、验收资料都已回收完成，多功能运动场的硬

件物资签收单和验收单正在收集中，游乐设施的硬件物资签收单和验收单正在准备开始收集。 

(4) 游乐设施场地发货 

与伙伴沟通完成剩余游乐设施场地硬化，由于北方马上进入冬季，气温下降，户外设施的安装越

往后拖就会存在困难，故一直催促其场地整改。10月中旬余下广东清远、江西石城和吉林通化的场地

均已完成。 

(5) 壹乐园周边产品制作 

18年下半年新增项目启动会前，项目组制作的壹乐园周边产品已到货，此次周边产品在总体数量

上来说比上半年有所增加。 

(6) 项目县探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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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宣汉县达州“宜家”“好未来”2个企业和九寨沟县 1个探访，已经完成，达州宣汉的企业探

访是由壹基金项目官员杨建主导、壹乐园项目组余强胡和秀珍协助跟进。九寨沟的探访是由杨建和胡

秀珍具体跟进，2次探访都由项目组陈春宏完成前期方案和协调工作。 

(7) 运动汇&音乐教室教师手册制作 

运动汇体育教师手册已经完成排版，音乐教室的教师手册尺寸及部分小细节跟厂家沟通好后已经

准备印刷，预计 11月初厂家能把样板印刷出来并寄给项目组。 

 

伙伴推文： 

1、沸腾吧，培训会！https://mp.weixin.qq.com/s/b_JrDZMisd9uyDLE503FAQ 

2、我想把快乐唱给你听 https://mp.weixin.qq.com/s/Ae5W2WoqvufgM3Q75ggsXw 

3、【壹乐园·音乐教室】彩色的音乐教室 https://mp.weixin.qq.com/s/ozbsEv1CJ9ORUaRnWSwIPA 

4、我运动我快乐 

https://open.weixin.qq.com/connect/oauth2/authorize?appid=wx6d6b8b40e8400c59&redirect_u

ri=https%3A%2F%2Fwww.meipian.cn%2F1o7ohekp%3Fshare_depth%3D1%26user_id%3DohbsluDLIfltrJ

ybDOAuGOy7QQI4%26share_user_mpuuid%3D9b296903636130a71d3bb6e670793dea%26first_share_uid

%3D29785244&response_type=code&scope=snsapi_base&state=STATE#wechat_redirect 

5、我跑、我跳、我快乐 http://p4.17ll.com/apply/pc/?go=show-50838319-.html?appopen3=yes 

6、壹乐园运动，我们壹起来 

http://p3.17ll.com/apply/pc/?go=show-51282656-.html?appopen2=yes%26appopen3=yes 

7、【江西唯一】壹乐园·游乐设施项目第二批设施抵达石城并开始安装 

https://mp.weixin.qq.com/s/m8yMH-hyNlqqSZJ1gIiJzg 

8、下课啦！快跑呀！https://mp.weixin.qq.com/s/WJMdWXDwXpEOjSWR9L2H9g 
9、人间有爱，大爱无疆--“壹基金”为石城特殊教育学校捐赠游乐设施

https://www.meipian.cn/1ovstrlw?share_depth=1&user_id=ohbsluCwGYo5rezYjwzcHOgSQaJA&shar

e_user_mpuuid=d6138a05dffe2141a81f62affacb5ef4&first_share_uid=52361527&from=timeline 

10、乡村孩子们有了全新的运动场——我市 12个“壹乐园·多功能运动场”全部投入使用 

https://mp.weixin.qq.com/s/v5doM7QpqPquYcQ4dlaifA 

11、【壹乐园】伴你成长，与你同行。https://mp.weixin.qq.com/s/4lywdCSvmMWa51b0p7dvWA 

12、宣威这 8所农村小学也有多功能运动场 https://mp.weixin.qq.com/s/Jwpe6zw7-

PeKtmKv5C98nQ 

13、爱心凝聚力量，点亮 TA们的希望 https://mp.weixin.qq.com/s/0H-ZuBOj-by6cGuRJgcJ9w 

14、壹乐园的伙伴们，2018新增项目名单出炉！https://mp.weixin.qq.com/s/-

CEBTiMD6m4DFYoF4ziI7g 

15、【下午茶】汉川 8所学校 2491名农村学生受益， 这个公益项目真贴心~ 

https://mp.weixin.qq.com/s/2y8_e-uMA18vEQoavWMNvg 

https://mp.weixin.qq.com/s/b_JrDZMisd9uyDLE503FAQ
http://p3.17ll.com/apply/pc/?go=show-51282656-.html?appopen2=yes%26appopen3=yes
https://mp.weixin.qq.com/s/m8yMH-hyNlqqSZJ1gIiJzg
https://mp.weixin.qq.com/s/v5doM7QpqPquYcQ4dlaifA
https://mp.weixin.qq.com/s/2y8_e-uMA18vEQoavWMN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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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神奇”的多功能运动场 

https://www.meipian.cn/1os9eidl?share_depth=1&user_id=ohbsluN1ovLR5davkKh4ZiF_AIjo&shar

e_user_mpuuid=658aa6b3caf8ae1fc2a4ddd4e50197a5&first_share_uid=52029364&openid=ohbsluLE

LkFnGWKli3K1u8SUbigs&nickname=%E6%A2%85%E5%AD%90&sex=2&language=zh_CN&city=%E7%BB%B5%E9

%98%B3&province=%E5%9B%9B%E5%B7%9D&country=%E4%B8%AD%E5%9B%BD&headimgurl=http://thirdwx

.qlogo.cn/mmopen/vi_32/xyaCHwIubiacJCibIKcCCoVrpZHUA6QTAQFZAiaI06CkZF5Jyj8IACicMh9X5dje

s0ic8s0Tjz7h3lv1s2HdxYrib2MQ/132&unionid=ojq1tt31br9g_JlxKeA9j2VV5nj4&sign=a75626d3a2fe

338ae445bdf51fceb3d7 

16、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游乐设施项目曲沃县启动仪式在下裴小学隆重举行 

https://www.meipian.cn/1nulzuxw?share_from=self&utm_source=singlemessage&from=singlemes

sage&v=4.6.2&user_id=28901015&uuid=cbadb7b17439e110abdedb1190df3c5b&utm_medium=meipian_

android&share_user_mpuuid=2437d473cb3c8adcf4f112c414ba5698 

17、我县举办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游乐设施项目启动仪

https://mp.weixin.qq.com/s/NNqqd2eMNIwzXYIoKESYHg 

18、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在察布查尔县启动

https://mp.weixin.qq.com/s/YttSJ2YKD7ULZG4U0SgE4A 
 

 

  

https://www.meipian.cn/1nulzuxw?share_from=self&utm_source=singlemessage&from=singlemessage&v=4.6.2&user_id=28901015&uuid=cbadb7b17439e110abdedb1190df3c5b&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2437d473cb3c8adcf4f112c414ba5698
https://www.meipian.cn/1nulzuxw?share_from=self&utm_source=singlemessage&from=singlemessage&v=4.6.2&user_id=28901015&uuid=cbadb7b17439e110abdedb1190df3c5b&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2437d473cb3c8adcf4f112c414ba5698
https://www.meipian.cn/1nulzuxw?share_from=self&utm_source=singlemessage&from=singlemessage&v=4.6.2&user_id=28901015&uuid=cbadb7b17439e110abdedb1190df3c5b&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2437d473cb3c8adcf4f112c414ba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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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与公益支持 

联合公益 

零废弃发展联盟 

（一）项目整体进展 

1.项目总体情况 

（1）.项目进展总述：2018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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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家伙伴机构，开展了【86】场垃圾分类减量活动，活动累计参与人数共【10749】人

次，减量【6427.6】kg，共有【601】名志愿者参与其中。 

（二）项目活动进展 

1.网络建设 

华东：跟进服务区域成员的工作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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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城环保社、杭州滴水公益服务中心、平湖市美丽家园环保服务中心 10 月开展过壹起

分活动。 

华南：区域各成员及时反馈活动困难和困难情况，新增的中山邻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本月围绕“零

废弃社区”开展了第一场壹起分活动。 

安徽湖北湖南：目前 9 家机构中有 3 家因为内部及项目负责人的原因，在 2018 上半年还未开展

过活动。武汉花仙子在做新的尝试，实验后准备做新的环保堆肥箱厨余变变变活动。 

华中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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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区域: 与 7位成员电话沟通项目开展情况 

 

2. 壹起分联合行动 

 

华中区域： 

2018年 10月 26日上午，郑州市二七区播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壹起分”项目在公交三公司

家属院发起了主题为“菜篮子计划进社区 邀你挑战 30天减塑”的活动。活动现场，社工向居民普

及塑料袋的危害以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讲解此次“菜篮子计划”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在场的叔叔

阿姨们纷纷议论起来，想起以前买菜使用的菜篮子，经济实惠又方便，还能重复利用。 

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区域： 

合肥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开展了积分兑换，其中废纸回收近 300斤。社区居民志愿者开始成为每

次活动的主角，协助现场活动的开展，积分的录入，和对本小区居民的解释工作。 

1) 晋城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 8月份建成了一个“再生资源收集中心”，初衷是想作为垃圾分类教育

基地，但是回收上来的大量物资没有下家可接受，尤其是大件垃圾，库存囤积挺严重，运营成本

居高不下，令她们深感继续坚持的困难。 

2) 郑州市二七区播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依然还是围绕政府的要求开展活动，如市妇联，城市精细

化管理，街道办等等，都是各种志愿者服务大融合，侧重壹起分的宣传，真正的垃圾减量成果收

效甚微。 

3) 洛阳市长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整体表现一直比较积极，做事的愿心也很强。每次策划、组织和

准备都很认真，开展的壹起分活动效果，较之华中区域内其他伙伴，也显得更突出一些。尽管提

起过打造“零污染村村庄”的想法，想试一试垃圾分类及分类后给村庄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迄今

尚无进展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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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区域： 

10月 13日，上海爱芬环保在三宝花苑开展壹起分社区回收日宣传活动。的现场不少居民都养成

了在家收集可回收物和分类有害垃圾的习惯，但是也仍有许多居民不清楚有害垃圾种类。为了加强有

害垃圾宣传力度，本次回收活动增加宣传部分，把有害垃圾知识带入更多小区，扩大宣传覆盖面。 

 

 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建设了厨余垃圾回收与共建社区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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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滴水公益服务中心现场设置资源回收区，共计减量报纸 9.25kg，纸板 167.8kg，塑料瓶 8.55kg，

铝罐 46个，铁罐 2个，旧塑料 7件，玻璃 8件，衣物 10.3kg。除了固定的资源回收区之外，还设置

了菜篮子计划招募区，限量 15 只菜篮子，很快被居民认领一空。大多数居民都对菜篮子计划表示非

常认可和支持。大部分居民购买蔬菜水果类物品都可以只用菜篮子，不用塑料袋，但对于鱼肉等，还

是装在塑料袋里再放入菜篮子。 

 

华北+东北区域 

 2018 年 10 月 13 日，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在石景山区景阳东街第二社区举办了垃圾壹起分

之“菜篮子计划”蔬菜拓印购物袋活动。“菜篮子计划”目的就是让大家多使用环保购物袋，减

少塑料垃圾的产生，保护我们的环境。蔬

菜拓印活动通过收集居民的厨余垃圾“蔬

菜根儿”、“莲藕片”等材料，并用这些

材料蘸取颜料，拓印在布袋子上面，使环

保购物袋变的妙趣横生，也因此吸引了

100多名居民前来驻足和参与，同时常青

藤的工作人员在活动过程中鼓励大家多

使用布袋子购物，减少塑料袋的使用，获

得了在场居民的普遍认同和大力支持。 

 

https://www.yidianzixun.com/channel/w/%E5%A1%91%E6%96%99%E5%9E%83%E5%9C%BE
https://www.yidianzixun.com/channel/w/%E5%8E%A8%E4%BD%99%E5%9E%83%E5%9C%BE
https://www.yidianzixun.com/channel/w/%E7%8E%AF%E4%BF%9D%E8%B4%AD%E7%89%A9%E8%A2%8B
https://www.yidianzixun.com/channel/w/%E7%8E%AF%E4%BF%9D%E8%B4%AD%E7%89%A9%E8%A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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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绿邻居社区服务中心在 12个社区开展了 12次活动，包括 1场社区兑换，3场垃圾换有机活

动，4场酵素制作讲座，4场变废为宝手工活动。 

10 月份壹起分 

序

号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活动名称 

1 20181009 河西微山东里 变废为宝 

2 20181009 北仓幼儿园 垃圾分类 

3 20181011 东丽龙泉里 环保酵素手工坊 

4 20181016 河西梅江玉水园 变废为宝 

5 20181017 北辰区淮盛园 变废为宝 

6 20181022 西青王稳庄 酵素讲座 

7 20181023 河西西园西里 酵素讲座 

8 20181024 北辰荣康园 垃圾换有机 

9 20181026 西青汇英苑 垃圾换有机 

10 20181026 和平福厚西里 垃圾换有机 

11 20181030 河西元兴新里 变废为宝手工坊（扑克牌） 

12 20181031 北辰荣雅园 酵素讲座 

 

华南区域 

 中山市邻舍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吸引了最少 20对亲子家庭

参与到壹起分的活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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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天河区绿色城乡生态社区发展中心每开发一个小区，即以每周至少一次活动的频率持续开

展垃圾分类宣传和现场的可回收物细分类体验。 

 长沙市源方环保公益发展中心在湖南最大的户外二十公里环保公益徒步活动“绿行家”四个打

卡点设置的垃圾四分类示范点处，可爱的零废弃手势就吸引了小朋友前来合影，普及一次垃圾分

类的理念，就是在孩子心里撒播环保的种子。 

  

3. 倡导 

重点城市垃圾分类实施方案调研，在 3个重点城市针对其特色进行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和激励

机制进行调研。调研发现，北京方案侧重示范片区建设；深圳方案是八大分流制度，尤其是玻璃

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和电池灯管等有害垃圾回收；上海方案是强调社会组织参与。 

 

义仓发展网络 

（一）项目整体进展 

1.项目总体情况 

（1）项目进展总述：10月义仓发展网络主要工作包括：义仓日联合倡导活动复盘；义仓发展网

络 99 联合筹款项目（2017）项目结项事宜；一个观众的剧场操作手册及表演工具包开发；开展线上

能力建设培训 1次；策划全国义仓发展网络大会；  

2.项目活动进展 

1.产品开发 

 本月广东区域支持中心负责机构“江门恒爱”的工作人员到成都与网络办公室共同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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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爱在江门试点“一个观众的剧场”的情况，并共同探讨了“一个观众的剧场”的产品开发

方向以及目前的重点工作内容； 

 生活无忧包产品设想； 

2.网络发展 

 邀请相关专家以“义仓发展网络”为案例进行课题研究，通过对网络发展脉络、功能承担、

社会影响等方面的梳理，总结出社会组织联合体发展的一般性模型，进而对该领域同类组织

的发展提供路径参考，目前已经形成初稿。 

 

一 JIAN 公益联盟 

（一）项目整体进展 

1.项目总体情况 

（1）项目进展总述：联盟 2018年 10月共收到公众捐赠的 23321 件衣物。截至 10 月 31日

共处理 15667 件衣物，其中 6675件用于捐赠、5563 件用于义卖、 2566件用于回收再生， 863 件

待处理。 

（二）项目活动进展 

1. 倡导传播 

1) 10 月 20 日，一 JIAN 公益联盟携手

OIAM 以及 Impact Hub Shanghai、

P.E.T. 于 上 海 时 装 周 

Greenevery[day] 举办了“第二次生

命”可持续时尚论坛和时装 SHOW。邀

请了 28 位来自各行业的好朋友贡献

改造创意，通过日本知名设计工作室

改造赋予闲置大牌衣服二次生命，并

通过走秀的方式给予了二手大牌新生命， 让所有观众都抛开了以往对于闲置物品的偏见，

可持续也可以很时尚。31件改造品同期进行线上拍卖，支持可持续环保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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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月，一 JIAN公益联盟分别携手腾讯员工志愿者协会、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银泰公益

基金会、北京大学 MBA 联合会，在深圳、北京、西安、成都开展闲置衣物回收公益行动，

倡导衣物价值最大化。 

 

河流垃圾议题网络 

 

（一）项目整体进展 

1.项目总体情况 

（1）项目进展总述：2018年 10月，河流垃圾议题网络整体工作内容包括 99公益日联合筹款

立项准备；9.15河滩清洁日联合倡导活动各项数据统计；策划网络年会；策划年底前的联合行动； 

（二）项目活动进展 

1.99公益日联合筹款 

完成 99公益筹款，正在进行立项准备。 

2.滩清洁日联合倡导 

中国首届“河滩清洁日”活动结束，本月完成各项数据统计，并进行复盘总结。 

 

绿色行动种子网络 

（一）项目整体进展 

1.项目总体情况 

（1）项目进展总述：2018 年 10 月，共有 250 名绿种开展日常环境巡护、自然观察与监测、

自然体验等活动。通过对周边环境进行巡护，发现身边的环境问题并试图推动问题的解决；通过自然

观察与监测增强绿种们对大自然的认知和了解，认知是保护的先驱；通过妙趣横生的自然体验活动，

增强小盆友们的五官感受力，从小建立与大自然的情感链接，热爱自然，先认知后保护。 

 

（二）项目活动进展 

1.联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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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区】 

山西绿种本月共有 15名绿种，共开展了 42次活动。通过二十四节气体验、植物认知、自然笔记

等一系列妙趣横生的自然体验活动，激发小盆友们的五官感受能力和动手能力及对环境的热爱，建立

对大自然的认知与情感链接。 

自然体验 

【西南地区】 

10 名绿种开展每周环境巡护工作，呈现周报 440 份。各个行动小组积极开展各项环境保护相关

活动 6次，活动累计参与人数共 781人次，间接影响约 2300人。 

【云南地区】 

13名绿种共计开展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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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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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巡护 

走读社区“方圆一公里” 

 

【华中地区】 

共有 35名绿种在行动，开展 6次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活动，1场环保讲座，80余次自然环境观察

记录，活动累计参与人数 300余人，共有 150名志愿者参与，对本地的环境进行巡护及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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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种对此前巡护时发现的河流问题进行回访巡护 

【东北地区】 

10月，东北地区共有 14名绿种在行动。环境巡护范围覆盖辽宁 14个县、市、区（其中包括吉林

省通化市），共参与志愿者人数 60 余人，对 5 名非法捕猎人进行动物保护科普，拆除捕鸟网过百张,

清理河道捕鱼地笼 50多个。 

【四川地区】 

四川有 4 名绿种，开展了 4 次植物监测活动。 

 

2.网络发展： 

1) 10 月 22日，秘书处就绿种的调整方案，与各地区的枢纽机构开展线上讨论会，吸纳大家的

建议和意见，确定调整方向、课程产品及具体的人员分工与协作，了解大家在调整后可能会

存在的困难及解决方法； 

2) 10 月 29日，以课程内容为主题与各地区枢纽机构的绿种项目负责人员进行讨论，产出是具

体可执行的课程内容及导师团成员； 

 

公益创新——我能实验室 

1.项目整体进展： “福田青年菁英育成计划”开放报名中；10 月 26 日-28 日，举办三场线下活

动，吸引超过 50人次参加；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4】篇，累积阅读人次 1346；新浪微博发布推文 1

条，阅读人次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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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活动进展： 

（1）福田青年菁英育成计划 9月 10日正式启动 

以深圳福田为基地，通过小额资金资助和系统的育成培养计划，支持 10 个具备一定经验、成熟

度和团队规模（3 人以上）的组织参与社会共建共享共治及 20 个拥有社群基础的青年社群领袖的发

展。此计划由共青团深圳市福田区委员会和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我能实验室为执行团队。 

伙伴推文： 

嗨，好久不见！快打开能量菌送你的开学礼！ 

https://mp.weixin.qq.com/s/-zXNZwAowDLQTA3lmfedTg  

Q&A | 你想知道的福田青年菁英育成计划”内幕”都在这儿 

https://mp.weixin.qq.com/s/TjO8m5m0OAOpFqby0i4fEA 

（2）10 月 26日-28日举办三场线下活动 

招募推文：线下活动 | 改变这座城，遇见最好的人 

https://mp.weixin.qq.com/s/FEPR_PaKggkkDe_onMRa9A  

活动回顾：能和你一起吃饭真好！| 线下活动回顾 

https://mp.weixin.qq.com/s/rAA2f9ibqScO6waXv8nQWQ  

 

https://mp.weixin.qq.com/s/-zXNZwAowDLQTA3lmfedTg
https://mp.weixin.qq.com/s/TjO8m5m0OAOpFqby0i4fEA
https://mp.weixin.qq.com/s/FEPR_PaKggkkDe_onMRa9A
https://mp.weixin.qq.com/s/rAA2f9ibqScO6waXv8nQW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