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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联合公益项目月报 

零废弃网络发展项目 

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截止 2019 年 4 月，共有【26】家伙伴机构，在【48】个社区开展了【77】场垃圾分类壹起分活动，

垃圾减量共计【2740.93】kg，活动累计参与人数【3825】人次，【728】名志愿者参与，新闻媒体报

道共计【1】篇，微信公众号推文【4】篇。 

（二）项目活动进展 

1.秘书处 

4月 19日，“壹起分”为伙伴开展线上培训，邀请上海爱芬环保的郝利琼讲师进行项目执行期

间问题的解答。培训共 300 余人参与，多个典型问题得到解答。受培训伙伴们普遍反映培训效果较好。

下一期培训拟在 5月 17日开展。 

4月 30日，开展壹起分社区产品研发会，根据“北斗星”需求分析，秘书处与自然之友产品顾

问一起进行新产品的研发。 

2.区域协调中心双月会议 

4月 26日，秘书处与各协调中心召开线上双月会议。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上海静安

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天津绿邻居、郑州环境维护协会、

广州市海珠区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的负责人参会，个机构记

性工作进度的回拨，并就月报机制、伙伴调动素材提交奖励机制、壹起分伙伴准入与退出机制、壹起

分品牌融合等问题进行讨论。 

3.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1）华南区域协调中心-宜居广州 

跟进服务区域成员的工作情况：4月，宜居广州与中山邻舍、南宁绿生活和天河区绿色城乡开展

壹起分活动工作沟通。绿色城乡在得欣小区和莲芳园社区分别举办了 2场回收活动；南宁绿生活在农

墟市集举办一次回收活动，并向宜居广州购买了 4个垃圾架用于活动；中山邻舍在维港湾小区安放了

一个堆肥箱，将居民的厨余进行堆肥。 

（2）华中区域协调中心-郑州环境维护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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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服务区域成员的工作情况：4月，持续跟进各家机构的壹起分工作进展，收集《壹起分月报》

信息，并通过在“壹起分区域协调中心（郑州）”的微信群，各区域成员及时传递分享各自的工作动

态和消息。区域内共有 9家组织。晋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洛阳市长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活动

和反馈积极。4月 1日，“陕西绿色原点环保宣教中心”启动了西安莲湖区的垃圾分类计划，开展居

民家庭垃圾分类处理以及绿色生活倡导计划示范点。启动仪式现场组织了环保戏剧和酵素制作活动。 

（3）华东区域协调中心-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跟进服务区域成员的工作情况：通过微信及时与区域伙伴沟通机构情况和活动情况。 

（4）西南区域协调中心-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 

4月 1日拜访了金林俊景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了解小区情况，并提出建议以亲子互动的形式开展

暑期垃圾分类活动。 

（5）华北区域协调中心-天津市西青区绿邻居社区服务中心 

石家庄暖阳社工在社区进行壹起分垃圾分类实践，重点是社区堆肥；沈阳环保志愿者协会在社区

和学校开展壹起分垃圾分类课堂；绿色之友在项目执行中，提出志愿者发展与培育需要支持的需求，

将在之后进一步明确需求和进行支持；清净源在推动寺院垃圾壹起分；绿邻居壹起分项目活动宣传与

实践持续推进，单品回收回路建设中。 

（6）安江湖区域协调中心-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跟进服务区域成员的工作情况：4月，长沙市执紫之手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通过申请成为壹起分

新成员。 

长沙源方、合肥善水、长沙普爱、铜陵彩虹、长沙执紫之手在社区开展了垃圾分类相关的宣传及

回收活动；合肥善水正尝试沟通企业、政府资源，小区做试点厨余垃圾处理机；武汉花仙子立足于绿

色种植，推进厨余分类、厨余堆肥和绿色种植；铜陵彩虹在对接政府资源，准备在社区做更持续的垃

圾分类工作。 

（7）山东区域协调中心-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对接跟进服务区域成员的工作情况 

4月，宣传壹起分线上课程；线上与各伙伴组织沟通；推动各伙伴机构参与口腔护理用品收集宣

传。讨论青岛垃圾政策意见方案，壹起分新伙伴工具箱收费问题；菜果果课程研发加入壹起分播报；

宣传壹起分线上课程，壹起分回收月口腔护理用品废弃物收集；提交协调中心项目书；参与了网络双

月枢纽线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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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壹起分”联合行动 

（1）华中区域 

4月 26日上午，“温暖二七”全民参与“公益+”行动之“生态花园”绿色社区共建项目启动仪

式在绿城社区拉开帷幕！大学路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李艳菊，绿城社区书记、社区主任，郑州环境维护

协会以及河南百川环境的工作人员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活动现场聚集了社区志愿服务队、居民代表

等 60余人，共同见证项目的启动。现场同时组织了丰富的环保活动。郑州环境维护协会特别以挂图

方式向居民们展现社区“生态花园”的设计方案，到场的居民纷纷为自己心仪的营造风格投出了宝贵

一票，共绘“生态花园”社区蓝图！ 

“生态花园”项目，融合了“壹起分”的品牌元素，通过推动社区里的垃圾干湿分类的方式，以

“打造城市绿色细胞的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充分利用社区的灰色空间和闲置角落，开展修旧利废、

堆肥和种植等系列活动，引导居民保护环境，扮美社区绿色空间，进一步增强社区人与人之间的紧密

联系与互助合作，让老旧社区焕发活力、温暖人心！ 

 

晋城市社会工作者服务中心 

在晋城全民健康徒步行开幕仪式上进行垃圾分类宣传，现场回收可回收垃圾 201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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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南区域 

 为了覆盖小区垃圾分类项目居民知晓率，提高居民参与度，4月 12-13日望丛社区何公路 69号

小区开展了垃圾分类入户宣传活动，此次活动由小区居民、高校志愿者和成都根与芽工作人员共同开

展。来自工业学院的 32名志愿者接受了根与芽的培训，小区环保积极分子带领志愿者以小组的形式

一对一进入居民家中进行垃圾分类的宣传，并给每户家庭发放一个可回收袋和一个餐厨垃圾收集桶，

告知居民使用方法，协助居民完成可回收袋账号注册。其中可回收袋是用于专门回收垃圾四分类中的

“可回收物”，根据居民装袋的情况，会由专业环保公司定时回收，还会根据个人分类投放的种类和

重量返回相应积分至指定账户中；餐厨垃圾收集桶用来储存家中每日产生的菜皮菜叶剩饭剩菜等餐厨

垃圾，居民只需按要求统一装入单元楼下配备的餐厨垃圾桶中，就会有专门的管理人员用科学的堆肥

方式将餐厨垃圾变废为宝。此次活动完成了 30%的入户率，后期将会由楼栋长、居民小组长负责给未

能入户的家庭持续发放可回收袋和餐厨垃圾收集桶，同时持续跟进居民垃圾分类情况。 

蜀都新邨环保小组成员关于开展驻点引导居民投放垃圾的培训 

蜀都新邨垃圾分类项目实施至今，已开展了垃圾分类宣传、垃圾分类游园会、环保课堂、入户宣

传等活动，影响、带动了许多居民参与其中，随着深入的了解，有部分居民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小区

环保积极分子，他们支持小区的垃圾分类项目，认可垃圾分类对于环境的重要性，并愿意参与进垃圾

分类行为当中。4月 10日，成都根与芽的工作人员联合 13栋居民组长和单元楼栋大使及文明劝导队

成员，就下一步的驻点引导居民投放垃圾活动进行了讨论，主要从居民扔垃圾的时间段、如何开展、

人员安排及分工、前期筹备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决定于 4月 13日下午进行居民垃圾投放的引导，同

时在现场进行可回收袋的回收及领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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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社区禹顺苑小区环保知识游园会 

4月 10日下午，由郫都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主办、红旗社区禹顺苑小区和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

流中心联合承办的环保知识游园会在禹顺苑小区广场顺利展开。现场准备了垃圾分类套圈游戏、环保

大富翁挑战和垃圾四分类卡片投放游戏，居民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完成体验，凭借卡片兑换环保小礼品。

目的是希望居民在参与的过程中学习和了解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增加兴趣。 

 

（3）华南区域 

广州市天河区绿色城乡生态社区发展中心 

2019年 04月 06日绿色城乡天东社区 035期壹起分活动中共有 27个家庭投递分类好的各种可回

收物，其中新增首次参与家庭 4 户，共回收各类物资达 259.5斤。 

南宁市绿生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19 年 4 月 29-30 日，在南宁市江南盛天地举行的南宁都市农墟市集上，绿生活通过桌游和书

籍教导儿童垃圾分类的知识，倡导参与市集的摊主不使用新的塑料袋以及一次性塑料碗，提供并回收

干净的二手塑料袋，同时回收现场产生的厨余垃圾 5kg。 

中山市邻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4 月 27 日，小榄镇维港湾小区，垃圾分类宣传暨废旧电池回收活动，以及记录了小区堆肥箱的

情况。 

深圳市龙华区零废弃促进会 

4月 27日，春华四季园，垃圾分类志愿者与小区业主分类称重。共回收 67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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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北区域 

4月 11日，绿邻居在河西先进里社区开展垃圾分类讲座和变废为宝手工坊活动，两位 84岁的奶

奶动手能力很强，环保理念也非常地与时俱进，愿意参与环保行动。 

   

天津武清通和社会服务中心 

4月 4日，在武清区富民里社区开展回收日，部分回收成果如图。4月 30日，在武清区金都花园

社区开展回收日，志愿者称重回收品。本月共开展 4 场活动，累计参与人数 500 人。共回收衣服 24

斤、塑料瓶 51个、油桶 14 个、易拉罐 81个、洗发水瓶 424个、手机 30个、相机 1个、收音机 1个、

纸 276斤、铁铝制品 13斤。 

（5）华东区域 

昆山市鹿城环保志愿者服务社 

4 月 20 日，我们在亭林城市片区玉峰社区党组织的号召下，在景阳新村开展了“垃圾分一分，

环境美十分”环保宣传推广活动。区别于以往的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活动，这次，街道党组织领导、社

区工作人员一起来到现场与居民们零距离交谈，积极互动，倾听民意。2019 年，我们将定点玉峰社

区，每月开展“垃圾分类”相关活动，推动社区垃圾减量的目标，助力社区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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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仓发展网络建设项目 
项目整体进展 

项目总体情况 

本月主要工作为 “一个观众的剧场”试点；区域支持中心 2019年工作计划推进；产品开发（义

集、一个观众的剧场、试点活动开展）；不完全统计本月网络内开展联合行动活动（义仓、义集、一

勺米、一个观众的剧场、流动博物馆）【30】余场，社区居民参与人数不少于【1000】人，志愿者参

与【300】余人，募集物资【2000】件以上。 

1.网络建设 

（1）秘书处 

新增成员单位 3家；4月 23号秘书处召开内部会议，探讨一个观众的剧场项目试点推进事宜，

确定于 5月 20日-24日在北京开展一个观众的剧场北京试点单位走访及 TOT工作坊培训；确定一

个观众的剧场第二批试点单位为 15家； 参与好公益平台无锡路演，新增意向伙伴 3家，发送一勺

米工具包（电子档），动员其开展一勺米活动；2019年立项工作；产品路演 PPT进行了再一次更新

优化。 

（2）区域支持中心 

秘书处与个区域支持中心召开网络电话会议，主要围绕着 2019 年各区域支持中心工作开展计

划以及 2019 年联合行动探讨。与广东区域支持中心沟通其参与“腾讯 2019 中国互联网峰会”以及 5

月惠州好公益路演相关事宜，并确定其全部参与。与上海区域支持中心沟通探讨上海区域一个观众

的剧场试点相关情况，并确定工具包支持。 

2. 产品开发 

（1）一个观众剧场 

通过成都地区最早一批开展一个观众的剧场志愿者使用“第一批次”的工具包，收集使用建议，对

工具包的内容进行了升级优化；根据优化的工具包内容进行第二批试点工具包的采购。 

（2）义集 

本月根据 3 月份“院落义集”产品及工具包开发会议形成的初稿，安排相关人员对谈论内容进行

进一步的优化和内容的确认。 

3.联合行动 

（1）浙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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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亲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活动一：“彩虹集市，爱心义卖”公益集市 

活动地点：杭州 

活动内容：4月 13日，“彩虹集市，爱心义卖”公益集市在拱墅区天阳 D32广场举办。各式各样

的饰品、玩偶、草帽、童装……当天，琳琅满目的集市吸引了很多人，在玩转地球摊位，小朋友们运

用办公废纸、麻绳、不织布、彩笔创作出自己心目中的地球形象，倡导保护地球的理念。 

活动二：“青春正能量，小河集小 7”公益集市 

活动地点：杭州 

活动内容：4 月 18 日上午，拱墅区小河社区阳光老人家的广场上举办了四月“青春正能量，小

河集小 7”公益集市。本次活动由党员、志愿者、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现场设立了十余个摊位，旨在

为居民提供便利的公益服务，通过公益集市，传播公益文化理念，展示城市文化活力。在集市现场，

摊主摆放好服务摊位，为辖区居民、过往市民以及环卫人员提供一站式大型公益服务。免费磨刀、剪

发的服务摊位前人气最旺，围聚着众多的市民。来自辖区党员们还贴心的为居民宣传活动项目，维护

安全秩序……本次集市的成功举办，既展示了文明有序、温暖有爱的社区形象，又为居民带来实际便

利。 

活动三：“友邻有你，温暖相连”公益集市 

活动地点：杭州 

活动内容：4 月 20 日，在杨柳郡社区举办了一场“友邻有你，温暖相连”的幸福集市。本次幸

福集市的服务摊位包括了量血压、测血糖、就医咨询、修伞、磨刀、中医按摩等项目，为居民送去便

利服务，摊位前排起了长龙，受到居民们的热烈欢迎。 

（2）广东区域 

广州市龙洞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活动五：“百家米·邻里情·一勺米·暖人心”——一勺米公益传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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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点：广州 

活动内容：4月 20日上午，龙洞街社工服务站联合育龙社区居委会、邻+米协会成员在育龙小区

开展了一场“百家米，邻里情。一勺米，暖人心”——一勺米公益传播活动，通过邀请育龙居民参与

蕴含中国传统睦邻友好文化的活动，呼吁和打破关注“社区邻里关系疏离和公共关注生活匮乏”的问

题，加强居民对邻里互助理念的认识。5组义工队各自在小区里宣传，让有意愿募米的居民带领上门

募捐，一起去敲响邻居的门，以“你好，邻居”亲切问候居民，宣传一勺米活动，邻居愿意舀出家里

的一勺米去凝聚社区的爱心，共扣门 83 户，参与募捐 53 户，本次活动共有 21 位挑战参与者，服务

居民约 120 人，募集 55 斤大米，硕果满满。活动当天下午长者组社工上门探访长者，向其传递社区

的爱心，长者表示第一次收到社区这么有温度的礼物，感受到这个社区的温暖。 

广州市新塘街社工服务站 

活动六：“义仓爱心公益宣传活动” 

活动地点：广州 

活动内容：为吸引学生了解和加入义仓公益队伍，培养爱心助人的品质，新塘街社工服务站与 4

月 25日下午到新塘小学开展“义仓”爱心公益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共有 86名

学生参与本次活动，新塘小学认为公益宣传活动能够促使学生开始关爱他人，有利于学校对学生开展

品质教育，营造互助友爱的教育环境。 

活动七：“义仓”让社区更有温度--宣传培训小组 

活动地点：广州 

活动内容：4 月 25 日上午，在广州市新塘街社工服务站开展为期六节的“义仓”宣传技能培训

小组正式落下帷幕。本次小组共有 7名学生参与，旨在培养“义仓”专项宣传使者，一起学习和制作

爱心宣传单，并共同策划社区宣传活动，为之后在社区开展更多有意义的活动做准备。 

本次宣传技能培训小组共分为 6节，主题围绕社区宣传为主题，通过专题培训、制作宣传资料、活动

策划、实地开展、总结分享几部分让组员门能够了解不同宣传的方式和技巧，并实际参与到社区宣传

中。在小组的过程中，社工通过团队游戏、PPT讲解和海报传单等资料的展示，让组员能够更好地理

解“义仓”的公益理念以及目前的宣传情况和计划，并引导和鼓励组员们一起策划社区公益宣传活

动。组员们对于“义仓”的公益理念十分认同，充分发挥创造力主动地参与宣传单张的设计，并在宣

传活动策划时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组员们从开始羞涩困惑变得团结，群策群力解决问题，使得任务

能够逐步完成。 



 

 

， 
11 

 

江门恒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活动八：“你好·邻居”公益挑战 

活动地点：江门 

活动内容：4 月 21 日，天福社区党总支部联合恒爱社工在骏景湾豪庭开展“你好，邻居”公益

挑战赛活动。活动共有三个环节，分别是：“你好邻居”、“邀请合影”、“一起传播”。活动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向居民宣传天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公共服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等项目、介绍国家免

费公卫服务，提高居民的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提升居民对中心服务的知晓度；另一

方面，倡导居民捐赠出闲置的花盆、生活用品、玩具、图书等物品，供有需要者取用，整合社区资源，

促进服务共享，营造和谐社区的氛围。 

（3）陕西区域 

宝鸡经二路街道新民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活动九：“古仓.秦韵”之新民路社区 第 25期义集 

活动地点：宝鸡 

活动内容：党建引领，服务群众，4月 26日上午九点，新民路社区 2019年首期义集在汉唐茶城

门口隆重开集，参与本次义集的单位有：宝鸡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国家税务总局宝鸡市

渭滨区税务局、渭滨区执法大队五中队、宝鸡商场有限公司 、天下汇商业有限公司、宝鸡唯尔亚商

贸有限公司、万合物业有限公司、新民路社区卫生服务站，除此之外还有远道而来的陇县曹家镇三联

村妇女手工艺小组以及辖区居民共计 300余人。此次义集设义演、义卖、义捐、义诊四个区。 

（4）上海区域活动开展信息 

活动十：唱响“颛心颛衣”爱心曲，践行“义仓互助”暖那曲 

活动地点：上海颛桥 

活动内容：4 月 18 日，在上海闵行区颛桥义仓与老街片区 7 个居委 2 个村发出倡议——“颛桥义

仓聚力量，颛心颛衣暖那曲”。秉承颛桥义仓“助人者自助”的精神，老街片区荣顺苑居委、繁盛苑

居委、日月华城居委、颛溪八村居委、颛溪五村居委、秀龙居委、众安居委以及集体村、颛桥村，7

居 2 村的广大居民们纷纷伸出援手，捐出冬衣。几天时间，颛桥义仓共募集到了 2000 多件衣物。志

愿者团队在春雨中加快打包衣物，运送至集中收容点，并在爱心赞助商的支持下，将衣物送往西藏那

曲。 

（5）四川区域活动开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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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美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活动十一：一勺米公益活动 

活动地点：资阳 

活动内容：随着城市化的转化，商业楼盘居民互不相识，社区邻里之间变得疏离，尚未返迁的户

籍居民居住分散，社区治理面临巨大挑战。而半山社区入住的商业楼盘已有 7 个，居民与居民之间、

居民与物业之间都面临众多困难，为解决这一难题，美瑞公益决定引进爱有戏义仓义集项目，在该地

试实施，开展“你好邻居”一勺米·公益传播挑战。4 月 21 日，通过社区主任协调，在鼎晟泓府小

区，开展了一勺米公益活动。在 2 名物业保安的陪同下，7 名志愿者、2 名美瑞社工共同完成了公益

挑战，分为 2 个组进到不同的楼，敲开了 21 户邻居的门，向其宣讲此次公益活动的意义，并邀请邻

居一起说出“你好，邻居”的亲切问候。参与的邻居都很支持本次活动。 

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 

活动十二：水井坊街道活动现场暨第 82 期义集活动 

活动地点：成都 

活动内容：4 月 20 日在谷雨这天，爱有戏在水井坊社区成都化工设计院与 112 邻里互助中心一

起举行了水井坊街道第 82 期义集活动，主题是：爱邻  爱您！。与以往不一样的是，这次义集活动在

院落举行，目的是让居民充分参与进来。社区卫生院为院落居民在室内进行了义诊，还举行了派粥活

动，之前在院落募集的“一勺米”熬成的百家粥。由于下雨，很多居民不能出门，志愿者们把做好的

粥送到居民家里，院落居民的笑脸给了志愿者们莫大的鼓励。 

活动十三：新北社区青少年第三期义集活动 

活动地点：成都 

活动内容：为了回应新北社区现有的公共资源利用不足，现有自组织以娱乐性为主，儿童青少年

活动类型单一、社区的文化氛围较弱等问题，4 月 27 日在新北社区通过开展以“淘书场”为主题的

参与式主题义集，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培育居民自组织，营造社区的阅读文化、互助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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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十四：一个观众的剧场活动 

活动地点：成都 

活动内容：4 月 19 日，一个观众的剧场再次走进孤寡老人家中，甜美歌声让困境当中的老人得

到精神慰藉。簇锦街道关爱援助中心社工说道：”整个表演过程中，两位老人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脸。

临走时，老人们不舍地把我们送到门口动情地说道：’我 83 岁了，今天这是第一次，你们来表演节目

看望我们。下次一定再来！一定吃了饭再走！ 

活动十五：一勺米活动动 

活动地点：成都 

活动内容：4 月 16 日，爱有戏社工与水井坊街道 112 邻里互助中心及成都市锦江区快乐青少年

成长服务中心的小朋友及家长在星桥街 112 号成都化工设计院内开展了募集“一勺米”活动。在整个

募米过程中，不仅敲开了很多邻居的家门，认识了邻居，成功募集到一勺米，更重要的是打破了邻里

的陌生，拉近了距离。 

活动十六：东客西河乡愁故事馆义集活动（百度流动博物馆） 

活动地点：成都 

活动内容：年 4 月 14 日上午 10 点，东客西河乡愁故事馆于滨西社区幸福广场开展了义集活动。

本次义集活动由义卖、非遗文化体验两部分组成。活动持续 1 个半小时，共有 200 余人次参与。每个

家庭的桌上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和物品，孩子们拿着自己的玩具向路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

“推销”，参与到义卖活动中来的社区居民络绎不绝。鲁班锁这个古色古香的物件自义集活动一开始，

便吸引了许多社区居民尤其是小朋友的注意。而鲁班锁中的封锁、好汉锁、取红球更是难倒了一大群

“好汉”，故事馆工作人员在一旁讲解鲁班锁的知识与拼装技巧。此外，还有许多社区居民下载百度

APP，通过 AR 技术，扫描博物图片，从另一种角度现场体验非遗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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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甘肃区域 

临夏州义仓 

活动十七：临夏州义仓第四届读书会 

活动地点：临夏州 

活动内容：为迎接“4•23 世界读书日”的到来，临夏州义仓于 4 月 20 日联合临夏现代职业学院

墨色书画社、青年志愿者协会在学院举办“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为主题的临夏州义仓第四届读

书会。特邀嘉宾、文学爱好者、书友、现代职业学院师生以及义仓志愿者、壹乐园儿童服务站的孩子

共 80 多人参加。 

          

（7）江苏区域 

太仓市益善社工服务研究中心 

活动十八：技术和传统的结合：非遗文化进校园 

活动地点：苏州 

活动内容：2019 年 4 月 25 日，由太仓市益善社工服务研究中心和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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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进社区·AI·连接趣味生活”活动在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秉承着“弘扬传统文化历史，搭

建多彩社区”的主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校园生活，激发大学生的探索和创造能力。新奇、

复杂的鲁班球、封锁、六通锁、二十四锁等多种鲁班锁，按照难度大小摆放在布置好的摆台上，并有

志愿者讲解说明和相关图解，吸引了来往同学的目光。活动持续了俩个小时，体验鲁班锁的同学络绎

不绝，足以说明其吸引力很大。 

    媒体报道：  

陕西宝鸡新民路社区第 25 期义集开集 

http://bjsjt.qingk.cn/information-info/bjsjt/215c042acabc46d19b978b6d6629dd97/ftsebacfvuwpsasvbsrqtf

wcffqdwbrb/07a7c5dee01c413fbb5fcf50a85987dd/f88c884eb90d4240a5a6d931560d0777?from=singleme

ssage&isappinstalle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