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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备灾救灾 

（一）项目整体工作  

项目进展: 2018 年 12 月，紧急救灾计划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响应了 1 场灾害，举

办了 6 场能力建设活动。 另外，2018 年壹基金温暖包项目在 11 月-12 月共计发放温暖

包 33790 个，覆盖 22 省，125 个市/州， 331 个县/区。  

（二）项目活动进展  

【紧急救灾项目】  

12 月 16 日中午，四川宜宾市兴文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 12 千米，震中位

于兴文县较为偏 远的周家镇。据应急管理部信息，截至 12 月 18 日 11 时 30 分，四川

兴文 5.7 级地震造成兴文县、珙 县、高县、南溪区、江安县、长宁县、叙州区受灾，受灾

人口 38,614 人，因灾受伤 17 人，紧急转移 安置 918 人(其中集中安置 653 人，分散

安置 265 人);倒塌房屋 2 户 8 间，严重损坏房屋 325 户 745 间，一般损坏房屋 7,586 

户 13,200 间。  

灾情发生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川北伙伴立即启动灾情信息收集机制，并根据信息

预判启动 响应机制，由珙县关爱留守儿童协会、筠爱义工协会、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

宜宾市登山协会参与 救灾。12 月 17 日，壹基金与企业联合救灾伙伴-招商物流启动“灾

急送”。此次救灾行动，在震中周 家镇新塘安置点发放彩条布 150 条，在周家镇周家小学、

洛浦小学等 4 所学校发放温暖包 473 个，在 云龙学校发放折叠床 300 张、睡袋 1,000 

条，帮助受灾儿童温暖度过灾后的第一个冬天。此次灾害在 腾讯乐捐平台、水滴公益、轻

松公益平台总共募集 1,147,476.5 元，参与捐款 50,214 人次。  

 
左图:灾情现场;右图:壹基金工作人员为灾区人民发放物资 



 

3 

 

【温暖包项目】 

1.One 有暖力——壹基金温暖包为 33790 名孩子送去温暖  

2018 年 11 月-12 月，壹基金在全国 22 个省，125 个市/州，331 个县/区，将 

33790 个温暖包送到 全国各地孩子的手里，发放活动共有来自 3868 个组织的 16036 名

志愿者参与。今年是温暖包陪伴孩 子们度过的第 8 个冬天，也是壹家人和温暖包在一起的

第 8 年，远方的孩子们悄悄地长大了一岁，壹 家人在孩子们身后，用一个个温暖包陪伴他

们一起长大。2018 年冬季，壹基金计划在全国 23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发放超过 10 万

个温暖包，帮助困境儿童温暖过冬。 

左图:新疆塔县库孜滚村温暖包发放;                右图:江西石城高背小学发放温暖包  

2.探访行动  

(1)2018 年 12 月 20 日，爱心企业和壹基金团队一行 11 人来到贵州省黄平县谷陇镇教

孝小学 为孩子们发放 98 个温暖包。发放现场志愿者和孩子们进行游戏互动，孩子们将自

己绘制的画送给志 愿者，发放结束以后志愿者还进行了入户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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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志愿者和孩子游戏互动;右图:志愿者在去家访路上 

 

(2)12 月 20 日，壹基金明星义工张云龙来到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东北部的都坝乡参与

壹基金温暖包发放，将 80 个壹基金温暖包送到孩子们手中。在发放前，张云龙和孩子们一

起进行游戏互 动。相信有了暖暖的棉衣和小袋鼠的陪伴，孩子们的冬天会感到更加温暖。

探访结束后，张云龙说: “希望孩子们能够一直开心、快乐，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公益中来。”  

左图:张云龙和孩子们踢球;右图:张云龙到学生家探访 

 

(3)12 月 28 日，壹基金为爱同行探访队伍的 7 名志愿者，代表曾为孩子们爱心筹款的队

员们，来到云南昭通大山包车路小学，亲自为孩子们送上这份贴心的新年祝福——289 个温

暖包。  

左图:孩子满是冻疮的手;右图:在凝冻天气中孩子们走在领完温暖包回家的路上 

志愿者们不仅给孩子们发放了温暖包，还来到了孩子的家里，和他们进行一起剪窗花

和画画等互 动。这次探访，凝冻的天气使得山路湿滑，部分路段能见度只有 3 米左右，7 

名志愿者体验到了温暖包发放过程的不易，也体会到了每个人都有带给孩子温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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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志愿者在孩子家里教孩子剪雪花;右图:昭通大山包车路小学孩子合影 

(三)伙伴能力建设项目  

1、陕西网络项目管理能力建设培训  

12 月 3 日-4 日，2018 年壹基金联合救灾陕西网络项目管理能力建设培训在西安举

行，共青团陕 西省委领导等出席了培训班开班仪式，来自全省 40 家机构的 70 名青年社

会组织负责人、项目专职参 加了培训。活动内容以陕西共青团“大公益”、壹基金温暖包、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等品牌公益项目执 行管理为载体，以联合公益高效协同理念为纽带，以

“互联网+公益”为契机，采用做中学、陪伴成 长的方式，推动陕西青年社会组织项目化、

专业化、职业化成长，侧重培育陕西县域社会组织发展和 县域公益生态建设。  

左图:壹基金陕西网络项目管理能力建设培训现场;右图:陕西伙伴在分享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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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辽宁网络互联网筹款能力建设培训  

2018 年 12 月 8 日，2018 年壹基金辽宁网络互联网筹款能力建设培训会暨 2018 

年辽宁温暖包执 行说明会在沈阳举行，活动有来自全省 30 家机构的 50 名志愿者参加。

本次培训内容主要为壹基金温 暖包的执行说明、财务报销规定说明、网络筹款的介绍。培

训讲师系统地介绍了互联网当下的优势、 传播的经验、筹款的技巧等，伙伴们也从自身的

角度分享了经验。  

左图:壹基金辽宁网络互联网筹款能力建设培训会现场;右图:辽宁伙伴会后合影 

3、壹基金云南联合救援能力建设活动  

根据云南联合救援 2018 能力建设项目的规划，云南联合救援能力建设活动其中一项

是走访地州 公益组织，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开展灾害相关论坛沙龙，推动网络专业化发展，

也提升网络凝聚力和行 动力。2018 年 12 月 13 日-17 日，云南众益对昭通、曲靖的伙

伴进行了走访，活动共涉及来自 9 家机 构的 29 人。走访过程中通过座谈、查看档案资

料，对伙伴机构发展及壹基金项目在执行过程的困难和疑虑给予解答。  

左图:与志愿者座谈分享;右图:在麒麟区志愿服务组织孵化基地与志愿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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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壹基金福建省 2018 年公益伙伴能力建设培训  

12 月 22 日，壹基金福建省 2018 年公益伙伴能力建设培训在福建宁德市古田县举

行，全省来自 25 家机构的 40 余位伙伴参与了本次培训。培训对福建灾情及救援行动进

行了介绍，同时由壹基金备 灾救灾部项目官员对壹基金联合救灾网络及壹基金温暖包项目

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培训还开展了模拟 灾害沙盘推演，让伙伴对救灾流程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  

左图:壹基金福建省 2018 年公益伙伴能力建设培训现场;右图:壹基金项目官员开展培训  

 

5、壹基金广东联合救灾 2018 能力建设会议  

12 月 28 日，壹基金广东联合救灾 2018 能建会议在英德市举行，全省来自 15 个

伙伴机构的 20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能建会议。活动梳理了 2018 年“810 信宜洪灾”和“830 

汕头市潮南区洪灾”的救 灾情况，对救灾工作中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总结，并盘点了 2018 

年 99 公益日伙伴筹款情况。此外， 湛江市情暖湛江志愿者协会会长与伙伴分享了筹款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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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壹基金广东联合救灾 2018 能力建设会议现场;右图广东伙伴会后合影 

 

 

 

6、壹基金黑龙江应急救灾能力建设培训  

2018 年 12 月 30 日，黑龙江省壹基金应急救灾能力建设培训在牡丹江市举行。本

次培训共有来自黑辽两省的 33 家社会组织代表、67 人参加。活动进行了《全民防灾减灾

救灾是成熟社会应有之义》 主题分享，从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讲起，深入浅出的分析了黑

龙江省社会组织在防灾减灾行动中的重 要性，以及今后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发展方向和方

法;学习了壹基金温暖包筹资、温暖包发放与公众 资源动员策略和行动。在筹资与商业对接

方面，针对筹资目的、筹资技巧、筹资文案撰写、商业对接 模式四大维度为伙伴们做了分

享，帮助伙伴们对筹资加深认知。  

左图:壹基金联合救灾新疆网络项目协调人分享温暖包筹资案例;右图:黑龙江伙伴会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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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灾与重建 

（一）项目整体进展  

1、重建学校项目进展  

雅安 8 所小学 

目前，抗震减灾示范学校都已建成，正常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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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幼儿园(石棉县永和乡中心幼

儿园，开始进入场平及装修阶段，外墙装修完成 90%；大坪乡中心幼儿园，12月 10日设计

图纸较低完成，审图回复完成，开始围墙施工阶段；乌斯河中心幼儿园项目 主体施工完成，

进入装修施工阶段，外墙及场平工程完成 90%；枣林幼儿园项目 施工合同及监理合同签订，

开始动员搬迁工作，等待施工进场；石棉县安顺乡中心幼儿园项目，完成施工图纸设计，交

付石棉县教育局，进入图审阶段；雨城区草坝新区幼儿园项目 规划方案已通过，12月 13日

修改后方案教育局申请复审通过，开始正式施工图设计。） 

 
                  乌斯河幼儿园工地检查                           石龙幼儿园篮球游戏活动                                                           
 

3、安全农家项目 

1)雅安/全国 

12 月，2018-2019 全国安全农家项目正式立项，并与枢纽机构成都艾特公益签署资助协

议，计划项目于 2019 年 1月正式启动实施。 

12 月，安全农家-安全守护农家“小而美”项目在阿里巴巴公益平台上线，预计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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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万元，用于雅安市 32 个安全农家项目社区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2019 年度持续应急演

练支持。 

2)九寨沟 

12 月，九寨沟安全农家项目继续开展志愿者救援队能力建设、团队建设，走访灾害隐

患点，制度三级预案。 

白河乡工作进展 

12 月，九寨沟安全农家白河乡项目分别在四个项目村展开工作团建／医疗培训，社区

及隐患点风险排查并完善家庭应急预案。 

芝麻家村志愿者救援队入户做家庭应急预案           岩米家村志愿者救援队入户做家庭应急预案 

 

此次家庭预案编制皆在：①摸清楚家庭的基本情况，家庭的人员与建筑的脆弱性，②按

照灾害易发性进行排序，并对每种灾害进行分析说明，③针对家庭房屋结构等问题进行登记

排查，④针对不同家庭实际情况，排查和评估消防安全指数。最后使志愿者救援队针对家庭

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避险计划，制定出准确的家庭应急预案。 

12 月上旬，国际志愿者日。在白河乡燕子桠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灾害医疗培训。

执行机构邀请了白河乡卫生院马鑫院长为志愿者救援队们讲述灾害医疗以及院前急救的相

关知识，此次培训会共计参与人数志愿者救援队 14位，社区居民 20位居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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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指导各个身体机能止血方法                     队员现场实操“七步”洗手法 

队员现场实操搬用医患的方式方法 

漳扎镇工作进展 

本月，漳扎镇各村志愿者救援队们都比较忙碌，月初先与甘海子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

长联系，了解了近期状况，将近期工作进行商讨并约好下村走访的时间。通过与甘海子村进

行交谈，汇报了近期的工作状况，同时还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交流，随即在月末下乡去甘海子

村进行风险排查。 

 

风险排查 

参加隐患点风险排查共有 7 人，志愿者救援队 5 人，工作人员 2 名。志愿者救援队队

员带领我们对甘海子村的隐患点进行排查，并统计好标识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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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海子村安全隐患点排查  

进行工作交流中，对之前的工作进行汇报，同时对后期的减灾主题活动进行商议，并

得到了支持和认可。 

  
甘海子村安全隐患点排查 

 

双河镇工作进展 

12 月上旬，双河镇安全农家项目执行工作人员着手准备社区应急预案编制和隐患点应

急预案编制活动； 

12 月中旬，双河镇安全农家项目人员陆续进入四个社区，开始开展社区应急预案编制

和隐患点应急预案编制活动。 

12 月下旬，双河镇安全农家项目工作人员陆续进入四个社区开展防灾减灾演练活动。 

 

陵江乡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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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安全农家项目工作主要围绕家庭应急预案的制作展开，就陵江乡河口村、

羌活村、七里村和大叶子村都进行了家庭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 

4)茂县 

2018年 12月，茂县安全农家项目进入倒计时，截止目前已经在茂县 6个村完成了社区

志愿者救援队的组建、完善了团队管理制度制定、应急物资配置，同时完成了社区志愿者救

援队开展了医疗培训、搜救救援培训、消防培训、三级预案编制培训，并开展了社区志愿者

救援队团队建设。开展社区风险排查和灾害隐患点走访。确认了社区减灾主题活动内容。本

月也在为项目收尾工作进行了积极的准备。 

 

4、山东灾后综合发展项目 

山东“温比亚”台风灾后综合发展项目是壹基金在山东温比亚台风灾害影响地区实施的

灾后重建项目，项目内容包括实施儿童服务站、减灾小课堂、安全农家及可持续生计等。项

目由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作为协调机构，寿光市阳光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寿光

市合万家大爱公益服务中心、潍坊市领航社会工作事务所、潍坊市鸢都义工公益服务中心、

青州市志愿者协会、潍坊市坤宁心理援助公益服务中心等 6 家社会组织作为执行机构实施

项目。 

2018年 12月 18 日—20日，温比亚台风灾后重建项目组在山东枣庄举办项目启动仪式

暨项目执行团队能力建设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儿童服务站、安全农家及项目管理、财务管理

等内容。灾后 6个项目执行机构负责人和项目站点工作人员共 16人参与培训。培训一方面

梳理了项目背景、服务逻辑和推进流程，尤其是安全农家项目的操作要求等，另一方面培训

了项目财务管理的基本要求。 

 

6、儿童平安计划项目 

一、项目整体工作进展 

2018年 12月，儿童平安小课堂整体工作进展顺利，项目共在 70所学校开展了

3183节安全教育授课，19场安全教育主题活动，本月项目累计参与人数共 XX人次，

参与儿童 9550人次，专职听课 34节，另外还有校园安全风险排查和校园手抄报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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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平安校园征文比赛的活动，活动形式丰富多彩，营造了良好的校园安全文化。 

二、项目活动进展 

（一）儿童平安训练营 

1.授课 

学校名称 本月总授课量 本月教师授课量 本月专职授课量 

达川区 226 226 0 

宝塔区 67 48 19 

松北区 156 156 0 

江津区 738 738 0 

盐源县 1218 1218 0 

榆中县 218 214 4 

遂川县 560 559 1 

合计 3183 3159 24 

 

（1）专职授课 

12 月，宝塔区、榆中县、遂川县的专职共进行了 24 节课程的授课。按照地震、火灾、

溺水、交通、防拐骗、防煤气中毒、食品安全等为主题授课，课程进度按计划进行中（第四

节或者第五节），专职认真授课，学生们专心听课、积极参与，学生和家长们都喜欢儿童平

安小课堂，大家的防灾减灾知识和能力一步步在提高，并积极宣传防灾减灾，师生和家长们

受益匪浅。 

（2）教师授课 

本月各地项目县共进行了 3149节安全教育课程，各地授课基本已经进入尾声，伙伴们

除了交通、溺水、火灾、地震的授课之外，还自行开发了食品安全，防拐骗等类型的安全课。

丰富小课堂项目内容，扩展学生的安全知识，丰富了安全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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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听课、评课 

日期 时间 学校 班级 授课教师 课程内容 专职姓名 备注 

12.20 10:00-10:40 大滩小学 5.1 付老师 
火灾自救

互救 
程莹 

听课、评课

记录表见

附件 

12.17 8:30-8:55 城南学校 4．1 余老师 交通安全 程莹 

12.13 16:05-16:50 大树学校 合班课 王老师 
避开交通

事故 

程莹、黄

清 

12.4 11:00-11:45 枣园小学 四年级 王桂琴 紧急包扎 

刘文化、

赵鹏，李

文轩 

12.11 14:00-14:45 枣园小学 五年级 刘荣 食物中毒  

12.18 15:00-15:45 枣园小学 六年级 高虹 防灾减灾  

12.26 11:00-11:45 枣园小学 二年级 薛芳芳 平安出行  

12.20 11:00-11:45 青小 三二 刘俊超 防溺水  

12.5 2:00 甘谷驿学校 全校师生 张玉峰 野外安全  

12.25 15:25-15:55 
王家坪小

学 
六（1）班 王改平 

知识安全

时刻记心

间 

 

12.7 14:50-15:30 冯庄学校 三年级 孙果 红红火火  

12.14 14:50-15:30 冯庄学校 二年级 王一钦 交通安全  

12.21 14:50-15:30 冯庄学校 四年级 王婷婷 
一张纸的

魔法  

12.24 10:40-11:20 冯庄学校 五年级 解广娇 
一张纸的

魔法  

12.12 11:00-11:40 永安小学 4.1 姚玉林 合家安心 孙若兰  

12.12 11:00-11:40 永安小学 4.1 姚玉林 合家安心 秦茂华  

11.30 14:30-15:15  五（1）班 刘有林 
如何安全过

马路 
王晖/ 李羽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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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15:25-16:05  五（2）班 刘有林 
认识交通设

施 
王晖/ 李羽

萍  

12.3 10:00-10:40  四（1）班 邱丽荣 认识溺水 
王晖 

 

12.3 10:50-11:30  四（2）班 邱丽荣 
如何防止溺

水以及自救 

王晖 
 

12.3 10:00-10:40  三（1）班 罗娟 
判断风险，

放溺水 

王晖 
 

12.3 10:50-11:30  三（2）班 罗娟 
溺水的自救

与互救 

王晖 
 

12.5 10:00-10:40  三（3）班 刘美琴 全家防溺水 
李羽萍 

 

12.5 
11:15--

12:00 
 三（2 班） 刘美琴 

溺水中的自

救与互救 

李羽萍 
 

12.5 08:00-08:45  四（1）班 刘扬 
火灾中的逃

生技巧 

王晖 
 

12.5 09:00-09:45  三（1）班 刘扬 
对水域安全

隐患的识别 

王晖 
 

12.11 14:00-14:45  四（1）班 钟友华 
如何做好防

震准备 

李羽萍 
 

12.5 15:30-16:15  四（2）班 钟友华 地震逃生 
李羽萍 

 

12.13 14:00-14:45  五（1）班 刘樟华 
地震中的自

救互救 

王晖 
 

12.13 
15:00-15：

45 
 五（2）班 刘樟华 认识地震 

王晖 
 

12.17 10:15-11:00  四（1）班 雷贻鑫 
认识交通意

外 

李羽萍 
 

12.17 11:15-12:00  四（2）班 雷贻鑫 
交通事故中

的自救与互

救 

李羽萍 
 

12.20 
14:00-14：

45 
 四（1）班 邓霖 

认识火灾

（一） 

王晖 
 

12.20 15:00-15:45  四（2 班） 邓霖 
认识火灾

（二） 

王晖 
 

12.25 08:00-08:45  五（1）班 刘娟 
绘制火灾风

险图 

李羽萍 
 

12.25 09:00-09:45  五（2）班 刘娟 
如何灭火以

及自救 

李羽萍 
 

本月，各地筹备开展赛课活动，专职前往学校听骨干教师的授课共 34节，提出意见建

议，筛选优秀的骨干教师，参与本县的安全教育赛课活动。 

2.主题活动 

序号 日期 学校名称 活动主题 参与班级数 参与儿童数 

1 11.30 古城小学 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 全校 146 

2 11.29 河北小学 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 全校 87 

3 11.30 河南小学 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 全校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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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30 克山二小 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 全校 752 

5 12.2 克山四小 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 全校 800 

6 12.2 双河小学 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 全校 310 

7 
 

12.02 

榆中县大营小

学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

宣传活动 

 

9 

 

276 

8 
 

12.2 

榆中县甘草镇

中心小学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

宣传活动 

 

14 

 

528 

9 
 

12.2 

榆中县博雅小

学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

宣传活动 

 

36 

 

1543 

10 
 

12.2 

榆中县清水学

校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

宣传活动 

 

7 

 

257 

11 12.2 
榆中县和平小

学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

宣传活动 
13 590 

12 
 

12.2 

榆中县柳沟店

小学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

宣传活动 

 

22 

 

1274 

13 

 

12.2 

 

榆中县祁家坡

小学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

宣传活动 

 

6 

 

237 

14 
 

12.2 

榆中县李家庄

学校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

宣传活动 

 

6 

 

222 

15 
 

12.2 

榆中县响水学

校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

宣传活动 

 

6 

 

200 

16 
 

12.2 

榆中县萃英学

校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

宣传活动 

 

6 

 

235 

17 11.29 巾石中心小学 
紧急疏散演练，提高全体师生

应对风险的能力 
22 1201 

18 12.10 碧洲小学 
紧急疏散演练，防防火、溺水

安全知识应对风险的能力 
10 441 

19 11.9 枚溪小学 
紧急疏散演练，提高全体师生

应对风险的能力 
6 265 

合计 163 9550 

如上表所示，本月共有 19所学校组织开展了校园安全主题互动，累计开展活动 19次，累计

参与儿童 9550人次，活动主题主要是在 12月 2日左右，相应全国交通安全日，在学校开展

的交通安全主题系列活动，活动剪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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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项目关键活动 

本月，达川区共有 4所学校各开展了 1次校园风险排查，分别为：麻柳学校、百节小

学、安仁小学、大滩学校；宝塔区的项目学校开展了校园安全排查和学生安全排查图及手

抄报； 

江津阳光的伙伴在全国交通安全日，联合大西门社区、大西门社工站、江津区科普志

愿者总队在聚英花园滨江路，开展了以“细节关乎生命，安全文明出现”为主题的交通游

园活动，让公益小天使亲身参加社会实践，帮助孩子们提高交通法规的认知水平，此次活

动共计 200人次参与； 

遂川县项目学校进行了 3场紧急疏散演练，并在演练结束后对教师进行了紧急救护：

心肺复苏与伤口包扎等方面的培训，学到很多实操经验。 

4.项目产出 

本月，克山县共搜集、整理出了 13篇学生参与本项目的故事，见证孩子在儿童平安下

的改变。 

榆中县儿童平安校课堂图片展已巡展 12所项目学校，计划到月底共巡展 20次（17

年、18年项目学校）；项目成果视频集也正在收集制作中。 

盐源县进行了学校的校园火灾防控及安全意识的创新活动，让学生通过自我查找及提

交校园火灾风险排查提案，在此基础上总结校园火灾风险，邀请应急灾害专家针对性的开

展校园火灾模拟实验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邀请专业医疗急救人员（本地 120急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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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专家）讲解火灾现场急救五大技术。通过预案提交、风险排查、专家授课最终让校园火

灾防控及安全意识影响学生及家庭。共收集了 34份学生火灾风险排查，6份风险图，活动

结束后进行了总结。 

江津区伙伴本月为儿童安全小组设计了一套适合儿童用于协助学校开展校园减灾主题

活动游戏的物资。 

宝塔县项目学校开展安全手抄报评比活动，学生的手抄报丰富多彩，营造了良好的校

园文化。同样，达川区麻柳小学开展了创平安校园征文比赛的活动，各项目班级学生积极

参与，书写着自己和儿童平安的故事。 

 

7、成都-壹基金青少年与未来防灾体验馆项目 

项目总体进度:  

12月，装饰装修已完成，地震平台、软件、影片、RFID调试中。  



 

20 

 

8、雅安市灾后重建幼儿园能力建设项目 

1）和合作方讨论第二期活动计划； 

2）项目二期自主学习计划调整经过审核和报备； 

3）县级督导员入园指导受各项目园欢迎。在一些县，县级督导员是当地优秀园所的园长 ，

一些是当地教育局的学前教育的教研员。本期会加强对县级督导员入园指导的管理。形成系

统的督导制度，深化督导成效。 

 

 

县级督导员入园指导（送教下乡）活动 

 

 

 

三、儿童关怀与发展 

海洋天堂 

（一）项目整体进展 

家长加油站项目 12月共开展 53场家长讲座，1092名家长参加培训；共开展 69场亲子

活动，2531名家长和儿童参与活动并受益。参与 2018年家长加油站项目的 51家伙伴机构，

已开始准备项目结项工作。 

（二）项目活动进展 

12 月 21 日，海洋天堂计划脑瘫网络枢纽机构广西安琪之家康复研究中心开展了 2018

年脑瘫群体倡导活动—“爱佑安琪”慈善交响音乐会。该音乐会开展至今已经是第 9年，由

壹基金提供公益支持，旨在通过音乐会的形式吸引更多普通公众关注和关心脑瘫儿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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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于脑瘫问题的认知，通过社会倡导链接资源，促进脑瘫儿童享有有尊严，无障碍，有

品质的社会生活。 

慈善音乐会现场                       脑瘫儿童为演奏者献花 

 

焦作市特殊儿童家长互助联盟开展亲子教育活动 

净水计划 

（一）项目整体进展 

1.项目总体情况 

2018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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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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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元阳县、重庆市黔江区、重庆市奉节县、江西省遂川县、安徽省无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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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兰坪县、四川省通江县、湖南省安化县、吉林省洮南市 31县已经发货并收货。剩余

已经提交报告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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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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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吉林省洮南市县收到设备，安装完毕     

吉林省洮南市草根爱心志愿者协会执行 2018年壹基金净水计划项目进行时，严格按

照项目技术要求监督好前期水电施工，保障设备顺利安装和使用。12 月 6 日开始项目学校

安装工作。 

 

2）安徽省无为县收到设备，安装完毕 

项目伙伴说：“设备好不好抬一下就知道，最后 8 个人才抬上二楼，学校领导还没

体验净水就开始赞不绝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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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南省兰坪县收到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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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安徽省当涂县软件课堂推广并发放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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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月云南省大关县软件课堂推广 

2018年净水计划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项目学校“水与卫生健康”小课堂开课 

 

3）12月山西省临县软件课堂推广 

吕梁志愿者净水计划项目组来到项目学校临县前甘泉九年制小学，开展水与卫生健康

教育活动，为孩子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课。通过讨论、师生互动、讲述案列等多种方式，

促进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卫生健康习惯；同时提高孩子们水对身体好处的认知，加强儿童校园

水与卫生健康教育，提升孩子们的卫生健康意识；让健康和快乐充满着每一个孩子。 

 

4）12月吉林省通榆县软件课堂推广 

有了壹基金净水计划提供的净水器，告别桶装水的时代，学生饮用水安全问题得到了

彻底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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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月四川省营山县项目启动仪式 

净水计划（营山县）启动仪式顺利结束。营山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福初同志和营山

县教育局后产股股长谢良梅同志前往茶盘乡小学食堂了解净水设备使用情况。 

 

6）12月云南省兰坪县项目软件课堂推广 

兰坪县地震救援志愿者应急队的志愿者们来到了怒江革命老区，为孩子们安装壹基金

净水设备、发放水杯和净水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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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乐园 

（一）项目整体进展 

1.项目总体情况 

【壹乐园·音乐教室&运动汇】 

2018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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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家伙伴机

构，共有【811】名教师/志愿者参与，【24256】名儿童受益，共【46】篇项目组及伙伴机构

微信推文。 

2.项目活动进展 

1.壹乐园·音乐教室 

（1）云南省陆良县项目回访进行时 

2018年 12月，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的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进展顺利。12月 20-23号，

云南陆良执行伙伴对陆良县的音乐教室项目点学校进行走访。小朋友们告诉走访工作人员

说：“我们很喜欢这样的音乐教室。”每次上课前，教室门还没打开。他们就开始在教室外面

排队了。课堂上，每个同学手里都有一个乐器，他们神采奕奕，学得十分开心。下课后，孩

子们都不愿意离开教室，还想继续在教室里使用乐器。学校师生十分爱护音乐教室。学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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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际情况制定的一系列音乐教室管理制度。教师们认真地记录每一节课。他们给音乐教室

摆上了可爱的装饰品。还有教室外，北山小学的师生在教室外贴了很多教师参训、学生表演

的图画。 

 

（2）云南陆良县大活动紧锣密鼓地排练中 

12 月 18日，陆良县教育局发布红头文件，对关于开展壹基金援建音乐教室成果展示活

动进行通知。确定好时间啦！12月 28日，陆良县“与音乐同行”汇演节目就要开始啦！很

兴奋，也很期待！一起来看看学校师生的排练现场吧！ 

（3）贵州省晴隆县音乐教室走访  

2018年 12月期间，执行伙伴中和社工音乐教室项目执行人员，分别到达项目学校：

光照小学、大田小学、鸡场小学音乐教室查看音乐教室使用情况，了解音乐教室在学校的

使用力度，是否真正帮助学生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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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东汕头潮南区音乐教室全国教师培训 

12 月 3 日至 7 日，潮南区青年志愿者协会与潮南区教育局派员和 8 所项目学校老师集

体到南昌进行第一次的壹乐园·音乐教室全国教师培训，培训内容紧凑而实用，通过奥尔夫

理论及游戏体验，心随乐动——小学欣赏教学实施策略，感受、理解、表达——基于音乐体

验歌唱教学如何探索，合唱指挥以及中小学合唱队的组建和训练等内容学习，让老师们在短

短的三天培训里学习了很多的专业音乐知识，并能从音乐教育中了解到如何促进孩子们的

认知、社交、情感等方面的发展，帮助孩子们在快乐中发展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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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广东汕头潮南区音乐教室物资签收，项目学校前期装修准备 

12 月 13日起，广东汕头潮南区音乐教室木

地板和器材包等物资已先后到达两英镇，8所项

目学校也分别搬运回校。各学校领导都非常重

视，并且亲自小心搬运。对于本次收到的音乐器

材，学校师生都异常开心，都表示会倍加珍惜，

合理使用这批物资，在每一节音乐课上能充分利

用，让学生体验到欢乐、愉快、形式多样的音乐

课，真正把壹乐园创设成孩子们幸福快乐成长的乐园。经过执行伙伴项目工作小组和 8所项

目学校的沟通，决定安排同一装修队伍对 8 所学校音乐教室进行统一装修，目前将实地踩

点，根据 8个音乐教室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规划。 

（6）川北自贡沿滩区大岩学校音乐东风日产企业探访 

12 月 4日，东风日产到自贡沿滩区大岩学校进行探访。活动当天，东风日产爱心大使、

沿滩区领导们与同学们一起上课、游戏，开拓思维。在现场东风日产爱心大使代表潘书记表

示：给农村学生搭建这样的平台，帮助更多的孩子打开视野是东风日产的初心。希望孩子们

能保持这份感恩之心，未来回馈家乡、回报这个社会。 

 

（7）辽宁法库县参加 2018年壹基金壹乐园新增音乐教室项目音乐教师培训 

   2018 年 12 月 2 日-12 月 8 日，辽宁法库执行机构沈阳市和平区英紫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机构负责人率领音乐教师和音乐教研员、省级协调机构工作人员一行 10人怀着满心的

期待和激动的心情齐聚南昌，参加 2018壹基金新增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音乐教师培训活动。



 

30 

 

培训中，通过讲师的引导，老师们理解到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营造一个环境，让孩子们去探索，

在探索中学习和感受音乐。音乐也只是一个桥梁，最终我们是要通过音乐去培养一个完整的

人，这也是壹基金音乐教室所倡导的在游戏中发展潜能。 

 

 

（8）辽宁法库县项目材料填写 

 12月辽宁法库县执行机构除了组织各校音乐教师参与项目培训，还进行了项目选点评

估表、项目学校信息表和项目学校次承诺书的签盖工作。虽然各个学校老师在一些技术问题

上，例如文档排版、拍照、扫描等能力有限，在这些方面需要执行伙伴更多的沟通，给与完

善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但老师们对于项目需要配合支持的工作非常积极，对此，执行伙伴非

常有信心通过他们共同的努力，将音乐教室项目做好，让 8所学校的孩子们真正受益，享受

音乐带给他们的快乐。 

（9）乐山沐川县项目学校老师参加培训，项目场地的前期准备工作 

2018 年 12 月 12 号---14 号，执行伙伴乐山市市中区嘉州 518 志愿服务中心与沐川县

八所项目学校的音乐老师一行十人，到成都参加了川北片区的壹基金壹乐园音乐教室全国

教师培训。参加完音乐教师培训之后，执行机构项目负责人联系各个学校确定好了 8个项目

学校的音乐教室的面积大小（注意精确到长、宽和高），以及学校前期安装工作准备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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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陕西米脂县项目学校老师前往成都参加培训，音乐教室物资抵达项目学校 

2018 年 12 月 12-14 日，陕西米脂县执行机构三秦义工服务中心负责音乐教室的工作人

员，陪同米脂县的 8所项目学校的音乐教师以及教育局音乐教研员，前往成都参加音乐教师

基础培训。12 月 13-16 日，音乐教室的物资陆续运达米脂县，在米脂县教育局崔局长的安

排下，银州镇官庄小学的王校长亲自验货、点货、收货，物资到期之后，崔局长安排各项目

学校第一时间将物资转运至各学校妥善放置。目前教育局正在联系施工队，计划先安装一个

样板教室，根据安装的情况安排接下来各个项目学校的后续安装，项目执行机构也将在安装

期间前往项目学校督导，使物资能够按照项目要求安全顺利合格的安装，给学生们打造一间

不一样的音乐教室。 

（11）凉山喜德县项目学校前期准备工作 

2018年 12月音乐教室项目进度展现，凉山喜德县音乐教室整体工作有序开展。22-23日，

凉山喜德县执行机构积极协调相关专业音乐安装队，为期两天带入安装队 8 个学校实地测

量，统一收集测量面积，安装相关要求跟进。 

（12）凉山喜德县物资抵达，志愿者参与派发 

22-24 日，音乐设备不断涌入凉山喜德县什邡扶贫指挥部，指挥部 10 多名扶贫干部参

与志愿者接收及派发队伍中，扶贫干部志愿者在寒风呼旭穿梭在派发人群里，不但对每一个

学校的音乐设备认真负责核对分发，还亲自当起了搬运义工、志愿者，负责派发的还有帅气

的扶贫干部志愿者，他不停地跟进清点及核对，前期音乐教室项目协调住村扶贫喜德巴久乡

巴久尔补地村第一书记仲维辉参与搬运队伍，此次的派发团队他们都来自精准扶贫干部，同

时也是音乐教室安装费用的支持者、参与者、志愿者及教育扶贫建设者，我们为这扶贫优秀

干部团队志愿者点赞与感恩！ 



 

32 

 

 

（13)九寨沟音乐教室安装进度情况跟进 

 2018年 12月期间，九寨沟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12月期间，九寨

沟执行机构项目官员就大录小学、玉瓦小学、黑河小学、第三小学、第四小学、双河小学和

永和小学 7所项目学校的音乐教室安装及投入使用情况进行了了解。其中大录小学、玉瓦小

学、黑河小学、第三小学、双河小学全部安装完毕。 

2.壹乐园·运动汇 

（1）攀枝花市壹乐园·运动汇攀枝花市趣味大课间活动开展 

2018 年 12 月 6 日，攀枝花市壹乐园·运动汇 2018 年福田镇中心校趣味大课间活动成

功开展。此次大课间趣味活动一是将趣味性活动融入到跑步、篮球等常规运动中，增加日常

运动的趣味性，缓和日常体育课的枯燥，二是保留传统民族舞蹈，展示民族风采。12月 14

日，攀枝花市仁和区总发乡中心校 2018-2019 学年度阳光体育节师生趣味运动会成功开展，

运动会分年级开展不同的活动，师生共同参与活动，增进师生情感。趣味大课间活动和趣味

运动会充分发挥了运动场和体育包的实效，培养了孩子们对于体育锻炼的兴趣和习惯，贯彻

落实了“健康第一 全民发展”的指导思想，运动会规模较大，使项目学校参与到了趣味活

动中，提高了学校对于体育教学的重视，促进广大师生对于体育锻炼的兴趣培养。 

 

 

（2）川北自贡项目分享暨公开趣味运动会第一次筹备会 

川北自贡在项目分享暨公开趣味运动会筹备期间，11月 30日执行伙伴邀项目点学校 3

名优秀老师，对 12月份即将开展的公开趣味运动会具体开展流程进行讨论，“丢沙包可以锻

炼孩子的手臂力量，跳绳还可以锻炼跳跃和协调能力，接力跑步可以锻炼团队意识”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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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已见，希望在仅有的半天时间里，让孩子们从头到脚得到一次全新的锻炼。最后老师们，

还对这次活动人员安排进行了分工。这次运动会虽然由执行伙伴牵头，但是全程由老师们参

与到执行，尊重老师们的抉择，执行伙伴只负责协助老师们的开展（如准备活动物资、协调

相关部门领导等）。 

 

（3）川北自贡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分享暨公开趣味运动会 

为提高体育教学方法和能力，促进老师之间相互交流与学习，实现体育教育对儿童潜

能发展的正向引导作用，12月 10日，由共青团大安区委、大安区教育局主办，大安区和

平小学和执行机构自贡市灵犀义工联合会承办的“2018年自贡市壹基金壹乐园项目分享暨

公开趣味运动会”在和平小学举行。共青团大安区委江桂兰、和平小学校长陈晓波以及部

分大安区项目受助学校代表、和平小学全校师生参加。活动共分为两个议程进行，一阶段

为分享环节，由项目执行机构自贡市灵犀义工联合会代表进行自贡市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

执行情况汇报，随后，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优秀教师李永强、程超、罗琳、朱良彬进行了

颁奖并举行体育教育分享发言。第二阶段为公开趣味运动会环节。和平小学全校 260名学

生一起参与，本次趣味运动汇采取竞赛形式进行，让他们在运动中感受到健康，在竞技中

体验了快乐。运动会共分团体项目和个人项目两大类，共五个项目。分别为珠单跳、踢

毽、多人跳绳、快乐接力赛跑、呼啦圈游戏比赛。赛后，同学兴奋地说，这些活动打破了

以往的运动会项目，更讲究和同学之间的配合度，从而培养增进了团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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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川北自贡沿滩区大岩学校东风日产企业探访 

  11月 29日，执行机构项目人员陪同际恒公关前往大岩学校，对沿滩区大岩学校的

音乐教室和运动场硬件设施进行检验和调配，同时协调企业探访当日学校食堂用餐问题，同

时二位音乐老师和体育老师进行第二次公开课。12 月 3 日，探访前一日执行伙伴与沿滩区

教育局袁局长及际恒公关全体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大岩学校，对探访当日流程进行模拟彩排，

下午际恒公关工作人员对学校现场进行布置。12 月 4 日，东风日产来到自贡沿滩区大岩学

校进行探访。活动当天，东风日产爱心大使、沿滩区领导们与同学们一起上课、游戏，开拓

思维。在现场东风日产爱心大使代表潘书记表示：给农村学生搭建这样的平台，帮助更多的

孩子打开视野是东风日产的初心。希望孩子们能保持这份感恩之心，未来回馈家乡、回报这

个社会。                                                                                                                                                                                                                                                                                                                                                                                                                                                                                                                                                                                                                                                                                                                                                                                                                                                                                                                                                                                                                                                                                                                                                                                                                                                                                                                                                                                                                                                                                                                                                                                                                                                                                                                                                                                                                                                                                                                                                                                                                                                                                                                                                                                                                                                                                                                                                                                                                                                                                                                                                                                                                                                                                                                                                                                                                                                                                                                                                                                                                                                                                                                                                                                                 

（5）九寨沟运动汇·游乐设施项目学校使用情况跟进，开展趣味运动会 

12 月，经过九寨沟执行机构项目人员和志愿者的实地走访。其中九寨沟县第三小学的

游乐设施损坏程度较大，集中体现在跷跷板、吊板桥、PE三人摇乐。11月 30日，双河小学

壹乐园运动汇顺利举行。全校 56名学生，15名教职工参与了此次运动汇。此次运动汇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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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周而复始”、“望其项背”、“同舟共济”、“与众不同”、“齐头并进”、“单臂运输”等 10余

个趣味性项目，为学校的运动会增添了快乐、好玩、有趣的公益氛围。孩子们也在运动会中，

懂得了团队协作精神、锻炼了肢体协调能力、学会了合作共赢的方法。 

（6)川北宣汉项目学校运动场的的使用情况 

2018年 12月，川北宣汉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项目学校正常使用壹乐园运动场开展

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等，项目学校都在陆续的开展壹乐园运动汇。以新红中心校为例，2018

年 12月 13日，宣汉县教育科技知识产权局体卫艺股股长王建国、教研室主任戴伟，柳池镇

副镇长康洪兵，宣汉县君塘片区督导室主任向清、新红中心校校长庞晓梅，副主任李玉春等

领导出席了本次运动汇开幕仪式。 

（7）湖南华容县项目学校体育教学活动开展顺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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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了校际运动

会，联合举办了县际活动。11月 30日东山中

心小学冬季运动会之拔河比赛。11月 30日团

洲中心举办 2018 年冬季运动会。11 月 30 日

终南举办华容县壹乐园·运动汇趣味体育教学

观摩交流活动。11月 28日操军中心小学体育

课之原地并脚跳短绳。11月 24日三封寺中心小学球场上的足球课。11 月 22日治河中心小

学壹乐园运动场上趣味体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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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云南宣威开展壹乐园多功能运动场项目捐赠暨运动汇启动仪式 

2018年 12月，云南宣威壹乐园运动场自铺装到使用已经三个月时间了，壹乐园整体工

作进展顺利。在这个月里，执行机构在项目学校之一—海岱镇鼠场完小举行了壹基金·壹乐

园多功能运动场项目捐赠暨运动汇启动仪式，分别邀请了共青团宣威市委、宣威市教育局、

及另外七个项目学校的校长、体育老师和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多功能运动场运动汇的

启动，让项目整体得到更好的发展。借此机会 8个项目学校的老师们也在一起交流了在以后

的多功能运动场使用过程中要如何做，怎样做，才能让孩子们的体育课更加丰富更加多彩。 

 

（9）松潘开展趣味运动会 

2018年 12月，松潘县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学校老师正常授课。12月初，大姓乡中心小

学开展了校内趣味运动会，边游戏边娱乐，在游戏中达到锻炼的效果，快乐运动，健康成长，

同时在期末给学生减压。学校老师借鉴“壹乐园县级运动汇”内容和方式开展校内运动汇，

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创新趣味新游戏。其他学校由于天气寒冷和临近期末时间紧张，未开展

校内大型运动汇活动，但班级体育活动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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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甘肃酒泉市参加培训 

2018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5 日 1，甘肃酒泉县执行伙伴与酒泉市肃州区教育局教研员

带队肃州区肃州区金佛寺中心小学、肃州区红山中心小学、肃州区丰乐中心小学、肃州区上

坝中心小学、肃州区三墩中心小学、肃州区西东学校、肃州区怀茂学区中心小学、肃州区临

水中心小学等 8个学校的专职体育老师一行 10 人前往山西太原参加壹基金携手首都体育学

院希望九州体育公益团队举办的壹乐园.运动汇全国教师培训，通过三天的培训，老师们对

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培训结束后，各校老师回到学校后迫不及待的书写了各自的培训

心得，并在日常的体育教学中融入了壹基金的理念和学习到的相关技巧。 

 

（11）重庆涪陵区项目学校场地硬化整改，提交物资申请 

2018年 12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15日，重庆涪陵区执行机构引导 8所项目学校对运

动场场地硬化整改，严格按照项目要求对场地的平整度进行整改。马武镇中心小学、惠民

学校。新妙镇中心小学，武陵山乡九年制学校，聚宝九年制学校、增福中心小学，罗云堰

口小学，珍溪仁义小学纷纷对场地硬化进行整改，硬化整改之后向项目组提交物资申请。 

（12）重庆涪陵区体育教师培训 

2018 年 12 月 22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4 日，壹乐园项目全国体育教师培训（西南片区）

在重庆举行，涪陵区执行伙伴和教委教研员、8所项目学校体育教师参加培训。在这个别开

生面的培训会上有非常多出色的老师，通过培训让体育老师们学会如何教会学生们掌握方

法，学会学习，注重启迪学生的智慧，给学生充分的空间、时间，发挥出他们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也让区教委教研员对体育教学引发思考，研究和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把科研和教学

结合起来，把体育游戏由单一向多元化拓展。体育课不是简单的技能教学，更不是健康知识

的说教，而应该是在身体练习的基础上轻松地学、快乐地练、主动地思考。通过学习和交流，

涪陵区体育老师们有了新的思考，激励着老师们一直保持着想上好每一堂体育课的那颗真

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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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推文： 

1、这个音乐教室，我喜欢！https://mp.weixin.qq.com/s/yRRmtIov66m27K7kvECSIA 

2、【壹乐园●音乐教室】全国教师培训在成都举行 

https://mp.weixin.qq.com/s/GCRgV4ZrOlhCV6imcB-Uiw 

 

3、会泽县 8 名乡村教师参加全国培训

http://api.qujingm.com/default.html?namespace=x_post&id=303042 

4、壹乐园*运动汇*体育老师 https://mp.weixin.qq.com/s/6yP_u8NDzjqPK8XTL-omGw 

5、壹基金运动汇：克山八县名体育老师赴太原参加体育老师初级培训 

https://mp.weixin.qq.com/s/rrX0nR3h2OQftMeP8GQfPw 

6、后会有期，遇见更好的乐园 https://mp.weixin.qq.com/s/7YKt2Ub2SB2-HtIfuNNE7Q 

7、2018运动汇 || 这不仅是一场 8分钟的微格课 

https://mp.weixin.qq.com/s/Op9_fHZa_cCGaZ4YdTUc0A 

8、喜报！喜报！壹基金壹乐园项目落户辽宁义县 

https://mp.weixin.qq.com/s/Bh58QhctNfpLI9awFsaDfA 

9、壹乐园.运动汇-培训心得（二） 

https://mp.weixin.qq.com/s/xJ3F_5GVeMmO3HRg20bY5Q 

10、壹乐园.运动汇-培训心得(一） 

https://mp.weixin.qq.com/s/tJPkatsgc6uXAu6x2S2UdQ 

11、酒泉市肃州区 8 所乡村体育教师赴太原参加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全国教师培训详

情...... 

https://mp.weixin.qq.com/s/Mqi-A8SOS-Dw7J4lM1o5tw 

12、“壹乐园，多功能运动场”项目全国教师培训在太原成功举行 

https://mp.weixin.qq.com/s/P2RERyrpZqKBVAroerXODQ 

13、壹家人，壹起乐 

https://mp.weixin.qq.com/s/oRd5N-07l7_4W3te5vTm8Q 

14、你终于来了—“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实施进展实时报（一） 

https://mp.weixin.qq.com/s/zGqtgL2YvvnpNWoszuH3LA 

15、壹基金·壹乐园多功能运动场项目协调会在和政县举行

https://mp.weixin.qq.com/s/NP-uCBlQf2fNS_84-8FH4Q 

16、快乐运动，壹起成长 https://mp.weixin.qq.com/s/DptBZYmUZ91drkgxddgMfg 

17、壹乐园*运动汇*项目进展 https://mp.weixin.qq.com/s/29Pjn7UWRRMeG6NQ_iyG2A 

18、情满乡村校园，爱在太湖挥洒

https://www.meipian.cn/1tee7o43?first_share_uid=28365664&share_depth=2&share_s

https://mp.weixin.qq.com/s/GCRgV4ZrOlhCV6imcB-Uiw
https://mp.weixin.qq.com/s/6yP_u8NDzjqPK8XTL-omGw
https://mp.weixin.qq.com/s/rrX0nR3h2OQftMeP8GQfPw
https://mp.weixin.qq.com/s/Op9_fHZa_cCGaZ4YdTUc0A
https://mp.weixin.qq.com/s/Bh58QhctNfpLI9awFsaDfA
https://mp.weixin.qq.com/s/xJ3F_5GVeMmO3HRg20bY5Q
https://mp.weixin.qq.com/s/tJPkatsgc6uXAu6x2S2UdQ
https://mp.weixin.qq.com/s/Mqi-A8SOS-Dw7J4lM1o5tw
https://mp.weixin.qq.com/s/P2RERyrpZqKBVAroerXODQ
https://mp.weixin.qq.com/s/oRd5N-07l7_4W3te5vTm8Q
https://mp.weixin.qq.com/s/zGqtgL2YvvnpNWoszuH3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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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ce=timeline&share_user_mpuuid=9fd2493e6290637700e4ec57c8b9b382&user_id=ohbs

luD9v34XEWQVpmpj-tYPnHa0&v=4.7.2 

19、壹乐园.运动汇-培训心得（三）

https://mp.weixin.qq.com/s/mwCJhIpf5I8fssAKTyV61w 

20、喜讯｜“壹乐园·运动汇”多功能运动场建设项目落户信宜

https://mp.weixin.qq.com/s/Zomj4-ENj9cY-atW4Qcf9w 

21、【壹乐园·音乐教室】 什么？乡村学校也在建音乐教室了？

https://mp.weixin.qq.com/s/ERNMRAMU48RWIo7weq_cCA 

22、壹乐园.音乐教室---培训心得

https://mp.weixin.qq.com/s/QH2YhL0jYKAgFzbSU_vhLg 

23、在南昌，打响壹乐园·音乐教室全国培训第一枪

https://mp.weixin.qq.com/s/T4bEClXVqL2CN8o4rI-giA 

24、“壹乐园· 运动汇”项目落地酒泉啦！

https://www.toutiao.com/i663068419955045222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

nt_share&wxshare_count=2&from=groupmessage&timestamp=1543851097&app=news_artic

le_lite&utm_source=weixin&iid=52743602535&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group_id=

6630684199550452228&pbid=6630794729872573965 

25、运动汇 || 你心目中的运动场 https://mp.weixin.qq.com/s/VxMWst_4Boe2YbbzX-

iSaQ 

26、喜报！喜报！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落地酒泉啦！

https://mp.weixin.qq.com/s/7NV2ukk0mcK0bfnG4MmuYw 

27、全人机构参与壹乐园公益计划新增项目启动会

https://mp.weixin.qq.com/s/fEKywgzDi2Ps_D3OgYkw3w 

28、壹乐园.音乐教室全国教师培训——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发展潜力

https://mp.weixin.qq.com/s/lzvEtbL71DSfOm1hjMNs5g 

29、2018凉山喜德音乐老师培训会

https://mp.weixin.qq.com/s/fI5CSIyGQBBMt5ADHUyROA 

30、爱的壹乐园 筑起孩子的音乐梦

https://mp.weixin.qq.com/s/5hsTlKWkXyD6IyxOOBxvTQ 

31、壹乐园运动汇在宣汉县柳池镇新红中心校顺利举行

https://mp.weixin.qq.com/s/EcS02dctvpS6jcTTnA21yw 

32、党建引领校园创新发展理念、趣味运动丰富校园文化建设———恭门学区灵台、城子

小学首届冬季趣味运动汇剪影

https://www.meipian.cn/1smml5gh?share_user_mpuuid=a6afecf5779ed780c9b1632d70b0

7403&user_id=58671114&v=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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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壹乐园·音乐“魔法屋”——让孩子在每一个音符下闪耀！

https://mp.weixin.qq.com/s/OijQWzCyMxFjRNGblBQk4g 

34、暖心！工作队助力教育扶贫，物资“精神”两不误 

https://mp.weixin.qq.com/s/2lVs4p9KF0MA06XeiLcI5g 

35、阿克陶新闻 12 月 4日 https://mp.weixin.qq.com/s/tFl-j2K0wGaDVljw96LXtQ 

36 、 万 万 没 想 到 ， 体 育 课 除 了 锻 炼 孩 子 们 的 体 能 ， 还

能......https://mp.weixin.qq.com/s/GXYwNaPpAURHAEj7WjJkXQ 

37、运动汇，让体育魅力无极限 https://mp.weixin.qq.com/s/TKZTPo_91yi1TAiaJ8MXkQ 

38、后会有期，遇见更好的乐园 https://mp.weixin.qq.com/s/7YKt2Ub2SB2-HtIfuNNE7Q 

39、盐边县壹基金壹乐园趣味运动会-扬体育精神，展青春风采。

https://mp.weixin.qq.com/s/0DDwAayuiI9alhrnB60msQ 

40、壹乐园运动汇在宣汉县柳池镇新红中心校顺利举行

https://mp.weixin.qq.com/s/EcS02dctvpS6jcTTnA21yw 

41、宣汉县柳池镇新红中心校开展“壹起运动·健康成长”主题活动 

http://sc.ccwqtv.com/sc/snjj/jyzs/news283206.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

led=0 

42、九寨沟壹乐园 | 什么？这群孩子把游乐设施玩坏了！ 

https://mp.weixin.qq.com/s/sZ3p-NUuIVTU69AZ3cmqNw 

43、美丽双河 | 熠熠追风少年 精彩明天亦可期 

https://mp.weixin.qq.com/s/81-0p151W3pY50bWfgakqw 

44、石城志协项目社工前往各学校进行督导工作 https://mp.weixin.qq.com/s/ZBAEZW-

Kg1f-bWhKhe5kuQ 

45、阳光运动 快乐成长 ——结窝小学举行壹乐园体艺比赛 

https://mp.weixin.qq.com/s/eWijRKy2-7fPytM1wccPnQ 

46、自贡举行 2018 年壹基金壹乐园项目分享暨公开趣味运动会 

 

亚传网：http://www.chinaol.org/jiaokewenwei/20181211/4486.html 

 

京广网：http://www.bjradio.org.cn/zongzhi/jiaoyu/2018/1211/22929.html 

 

四川影像网：http://www.scportray.com/shijueyingxiang/20181211/978.html 

 

搜狐新闻客户端：https://www.sohu.com/a/281172356_500871 

 

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https://www.toutiao.com/i6633745439961121283/ 

 

https://mp.weixin.qq.com/s/EcS02dctvpS6jcTTnA21yw
http://sc.ccwqtv.com/sc/snjj/jyzs/news283206.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c.ccwqtv.com/sc/snjj/jyzs/news283206.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mp.weixin.qq.com/s/sZ3p-NUuIVTU69AZ3cmqNw
https://mp.weixin.qq.com/s/81-0p151W3pY50bWfgak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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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新闻客户端：http://wemedia.ifeng.com/92517167/wemedia.shtml 

 

天天快报新闻客户端：

http://kb.qq.com/article.htm?id=20181211A1LKOA00&commentid=1 

 

新浪新闻客户端：

http://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dctt.html?from=edu 

 

腾讯新闻客户端：http://new.qq.com/omn/20181211A1LKOA00 

 

网易新闻客户端：http://3g.163.com/touch/article.html?docid=E2PFUBR60514BBGT  

 

 

 

3.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一）项目整体进展 

2018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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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43 】人次儿童受益，约【1644】名教师

/志愿者志愿者参与其中。项目枢纽机构与执行机构共发布【182】篇媒体报道及微信公众号

推文。 

（二）项目活动进展（摘选） 

一、【甘肃】 

2018年甘肃省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老执行机构继续开展工作，共有 18家公益机构在

23所学校和社区开展了开展了活动,4296名儿童受益，20篇项目组及伙伴机构微信推文。 

①  甘肃应用心理学协会 

站点为儿童开展了五次情商课。“接受还是改变”。在本节课中，老师给儿童们分享的情

商技巧是，面对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以及自己本身的特质，正确的态度是澄清它是属于可以

改变的，还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老师就问儿童们自己的好朋友搬家了，那我们该采取的态度

是什么呢？孩子们经过思索和衡量后得出的结论是接受；而当老师问起假如你有一门课考

的不是很好我们要怎么对待时，儿童们也自然得出要努力学习考好——即改变这一结论。通

过本次课程，让儿童们明白无论是接受还是改变，都要避免怨天尤人，从而拥有积极的人生

态度。 

http://3g.163.com/touch/article.html?docid=E2PFUBR60514BB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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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儿童认真聆听老师分析 

②靖远春风雨露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2018年 12月 13 日，是我国第五个国家公祭日。今年是南京大屠杀发生 81周年。为了

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

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深切表达人民对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的哀悼。  

在孩子们观看 PPT 的过程中，我们注意观察孩子们的神情，他们稚嫩的小脸上流露出凝

重的神情，播放结束后，我们通过和孩子的互动，倾听了他们对“国家公祭日”的理解，孩

子们争先恐后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体会，语言和神情中都流露出对祖国的热爱！ 

 

图二大家认真看 PPT 

③庆阳汇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食品安全教育】常言道“病从口入”，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会遇到或大或小的疾

病的困扰，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吃到安全可靠的食品，远离不安全隐患，服务站专门给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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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食品安全讲座》。 

食品安全（food safety）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

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根据倍诺食品安全定义，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毒、

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针对食品安全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下顺口溜：文

化知识要学好, 健康安全也重要。病从口入危害大, 食品质量数第一。食品挑选要细心， 

三无食品需留意。苏丹红、吊白块…… 样样都是有害物。看清厂家出厂期， 切莫超过保质

期。小摊小贩莫相信， 卫生更是难放心。油炸腌制要少吃， 健康危害正面临。饮料冷饮有

节制， 损害牙齿吃坏肚。安全意识人人有， 争当食品小卫士。 

 

图三认真听课的儿童 

二、【黑龙江】 

2018-2019 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黑龙江省 6 个项目区县 6 家执行机构共有 7 个站

点,其中老站点 3家，新增站点 4家。2018年 12月，7个站点正常开展活动，共有 86名教

师/志愿者参与，1655 人次儿童受益,微信推文 7篇。 

嫩江县 驿城朝阳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益智游戏 

儿童服务站为孩子们准了画笔、棋类、图书、积木、拼图、魔方等玩具，作为孩子们完

成作业后的小娱乐。通过玩玩具、做游戏等活动不仅能开发孩子的想象力，更能增进孩子间

的友谊。使新来的同学更快的融入服务站这个“小班级，大家庭”。 

现在的课业虽然很紧张，但是爱玩是每个孩子的天性，每个孩子来到园儿里都会抓紧写

作业写完了好去玩自己喜欢的玩具游戏，有的喜欢画画，有的喜欢下棋，有的喜欢折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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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发挥自己的特长找自己喜欢的游戏。虽然有时会有一些小的摩擦，但是孩子们来

这以后真的懂事了不少，懂得了谦让和包容。 

 

快乐魔方 

每个周六下午，是由宋文彬志愿者给大家带来的魔方课，孩子们也特别喜欢的特色课。

每次上完课都不愿回家，就想让老师多教一点，听家长说回家也是总拿着魔方琢磨。魔方被

称为世界上最经典的三种游戏之一,它不仅仅是一件玩具,孩子学习魔方既可以带来快乐,

同时也锻炼了其脑与手的协调配合能力,是真真正正的动脑又动手的一种游戏。 

 

大庆市巾帼向阳花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12 月的站外活动主要在万达广场、御书苑进行，共开展了六次活动。活动主题分别为：

一次“圣诞帽制作”、四次“自信胆量训练”、一次“小小讲解员”。通过“圣诞帽制作”活

动，培养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和合作能力；通过“自信胆量训练”活动，着重培

养了孩子们的胆量自信，敢于登台进行自我展示，为自己走向广大观众面前勇敢地打开了第

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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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胡路区儿童服务站 

书法兴趣班 

12 月 2 日大庆市让胡路儿童服务站举行了书法兴趣班。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孩

子们对中国传统毛笔书法的兴趣，同时也能修身养性、历练个性。为了缓解孩子们紧张的学

习压力，培养孩子们的业余爱好，更锻炼和磨练孩子们的耐性与韧性。 

活动参与人及人数的活动过程描述： 

12月 2日下午，我们请来了曾经任教于大庆市石化大学的高级教师王川老师亲临授课。

为孩子们讲解毛笔笔画的书写。王老师耐心的为孩子们进行讲解，孩子们认真的临摹练习，

在认真的书写中探索书法的奥秘。本次活动一共有 21个孩子，7名志愿者参加。 

先锋社区儿童服务站 

筹建活动 

2018 年 12 月 15 日，先锋社区儿童服务站为了让孩子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特别组织

了 15名志愿者参与服务站基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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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参与人及人数的活动过程描述： 筹建活动主要目的是征求志愿者意见，针对儿童

健康安全问题对服务站装修提出合理化建议，安排服务站物资放置位置，确保服务站物资到

达时安排妥善管理。       

三、【江西】 

2018年 11月 25 日至 12月 25日期间，壹乐园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 5家执行伙伴机

构，在 2 所学校和 3 个社区开展了 81 场活动，3869 人次受益儿童，参与志愿者 149 人次，

11篇文章由伙伴机构微信公众号推送，1篇文章由伙伴机构美篇及 1则微博推送，协调机构

有 1篇微信推文（合计主流传播微信渠道传播 12篇）。 

上饶市广丰区第十四小学 

本月共开展活动 40场，受益儿童 2847人次，志愿者参与 114人次，微信公众号推文 6

篇。作为驻校老站点，站点服务时间分为学生午间休息，及下午下课至 18点期间。 

 

游戏                                               国学课 

    赣州市石城县第五小学 

本月服务站整体进展顺利，共开展各类活动 15次，受益儿童 429人次，社工李含设计并

开展，没有招募志愿者参与，微信传播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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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活动 

 

主题活动 

彩色的童年·儿童趣味系列活动  玖——燃烧我的卡路里 

正值寒冬，这期的儿童趣味系列活动希望可以让孩子们“动”起来，我们从室内到操场，

和孩子们一起揪尾巴，划拳论输赢，乒乓球运输和同心协力敲响鼓一起奔跑，一起做游

戏，分组 PK竞技。 

本月主题活动进展顺利，除恒常开放，共开展 3场主题活动，2场特色活动，5名工作

人员参加，及动员 13 名志愿者协同。 

本月服务儿童 319 人次，无新增加儿童。微信传播文 2篇。 

本月特色活动主要开展了生命教育课程《有个性的羊》以及平安小课堂《交通安全》讲

座，根据节日特点开展了“金色阳光，乡趣童年”运动会、元旦节和圣诞节主题手作活动，

活动效果良好。 

特色活动： 

生命教育——《有个性的羊》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向小朋友们讲述《有个性的羊》这一绘本故事启发孩子们对“个

性”有更深的认识，思考哪些个性是可以坚持的，哪些是需要舍弃的。 

开始讲述绘本故事时，青少年们的配合度极高，他们都能够认真思考并积极回答志愿

者提出的关于绘本故事的问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还能预知故事的走向呢。故事讲完

后，社工向同学们询问他们认为故事中的羊有什么特点。同学们都能抓住关键点并且给出

了很多有趣的回答。或许是参与活动的小朋友年纪尚小，他们并不能独立地说出这个故事

有什么寓意，带给了他们什么启迪。但在社工的引导下他们慢慢地也能说出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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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新的一年的开端为了让青少年更好的了解我国传统文

化节日，加深对元旦的认识和了解，体验元旦的喜庆气氛，2018 年 12 月 23 日，儿童服务

站开展了一场“欢度元旦，手作灯笼”制作活动。 

活动伊始，活动开始前，现场社工询问青少年们：“你们知道有哪些传统节日是需要挂

灯笼的吗？”青少年们兴奋地回答：“元旦节、春节、中秋节`……”还有一个孩子回答的是

灯笼节，他的回答把参加活动的所有人都逗笑了。随后，工作人员为青少年们介绍了元旦的

来历及习俗，青少年们一个个瞪着好奇地大眼睛听得津津有味。接着，社工向青少年展示了

制作好的成品——灯笼。看见栩栩如生的火红火红的灯笼，青少年们一个个兴奋地不行，不

断地追问着社工如何制作一只灯笼。在青少年们殷切的目光下，社工像变魔法一样的拿出制

作材料，一边操作一边讲解之后社工将事先准备好的制作材料分发给活动参与者，社工给青

少年们限定时间，让青少年把纸灯笼制作出来，并用彩色水笔和卡纸装饰自己的灯笼。 

虽然只是一次简短的手作体验活动，但是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材料，给孩子们创作的空

间，很好地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与创作力，由于材料有限，青少年还需要与其他伙伴共工具，

为他们提供了学习享、团结、合作的机会。此次活动受到青少年们的一致好评，大家的作品

出来后，一个个都惊叹不已，迫不及待想要被拍张照片，留下最美的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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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活动：欢度元旦，手作灯笼活动 

 

遂川县红军庄儿童服 

本月开展的主题活动“尊重和关爱不一样的生命”，小朋友们懂得了要关爱和帮助残疾

人，不要伤害残疾人。 

受益儿童人数有 80 名,受益人次 246 次，志愿者参与人数有 30 名,平常每次活动开展

的时长大约两小时,主题特色活动大约三小时,活动开展次数 20次。每篇推文 1篇，微博推

文 1则。 

   特色活动：安全演练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面对突发情况的应变能力，预防和减少各种

突发性灾害事故的发生，我们围绕“安全”开展了紧急疏散演练活动。目的在于当遇到突发

事件时，有自救和互救的能力。在演练开始前，先和小朋友讲解各种灾害以及灾害的危险，

然后讲解在紧急疏散时的方法和注意事项；通过这次的演练，希望小朋友们在遇到突发情况

时能不慌张，学会自救和互救。 

 

主题活动：关爱残障群体-绘本阅读分享 

绘本《安静也可以美丽》中的小静是一位听力有问题的女孩。妹妹用爱心做的陶笛，却

让她听见了世界上的一切声音。热爱生活并拥有了家人关爱的小静，最后不需要特别的陶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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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想象出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乐曲。而她眼中看到的色彩，又为她无声的世界添上缤纷的

画卷。这个绘本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性别、贫富、成绩好坏、或是身体残疾与否，生命都是一

样的珍贵，我们要接纳并尊重不一样的生命。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不能以生命长短作为标准，

而应该以生命的厚度和质量来衡量。 

 

永丰县恩江镇水陂头村儿童服务站 

作为新站点，永丰站点还未进行装修建设，本月工作人员在 18-21 日在井冈山参加了项

目的第一期能力建设培训，并且于 27 日在佐龙乡塘边小学开展站点试运行陪伴活动，陪同

孩子们一起游戏，给他们送去由爱心企业永丰县恩江镇鸿昕食品经营部捐赠的牛奶，有 29

名孩子参与活动。塘边小学位于县城近郊，目前只有一、三、四年级，孩子们基本都是留守

儿童，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所以只能在家旁边的村小上学。游戏互动结束给孩子们发牛奶时，

许多孩子们都表示要把牛奶留着家里爷爷奶奶或者留着过年给回家的爸爸妈妈喝，这让我

们特别感动，农村的留守儿童虽然经历着与分母分开导致的亲情缺失，但是却能在他们身上

发现强于城市儿童的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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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陕西】 

2018年 12月期间，新一年度的陕西省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12月

5 日，在第 33 个国际志愿者日，陕西助力教育扶贫慈善公益活动工作会暨壹基金壹乐园儿

童服务站陕西项目启动会在西安举行。活动由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实施希望工程办公室、

陕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办。陕西省实施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陕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乌钢，陕西省实施希望工程办公室副主任、陕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陈勇，陕

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监事会监事长、公益微超市项目负责人齐海燕出席会议。来自全省各

地的社会组织负责人、爱心企业代、爱心人士代表和志愿 70余人参加会议，共有 20名志愿

者参与，8021人次儿童参与了项目活动，23篇项目组及伙伴机构微信推文。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陕西项目启动仪式 

    2018 年 12 月 5 日，在第 33 个国际志愿者日，陕西助力教育扶贫慈善公益活动工作会

暨壹基金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陕西项目启动会在西安举行。活动由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实

施希望工程办公室、陕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办。陕西省实施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陕西

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乌钢，陕西省实施希望工程办公室副主任、陕西省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秘书长陈勇，陕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监事会监事长、公益微超市项目负责人齐海燕出

席会议。来自全省各地的社会组织负责人、爱心企业代、爱心人士代表和志愿 70余人参加

会议。会议总结了 2018 年陕西助力教育扶贫慈善公益活动成效，各地社会组织代表展示了

助力教育扶贫公益微超市公益项目执行情况。壹基金陕西联合救灾网络项目相关专家介绍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公益项目。同时，对陕西青年社会组织负责人和项目专职进行公益专业培

训，分享项目未来在陕西各地的分布情况、项目管理要求、女童保护儿童防性侵项目方向、

儿童工作方式、社会资源动员与传播策略、财务管理和救灾响应机制建设等重要信息。 

    安康义工联儿童服务站 

周一到周五下午放学后，孩子们就早早来到服务站先写作业，然后和志愿者老师一起阅

读、绘画、做手工，孩子们很开心来服务站。一般在周内下午能来服务站的孩子都是留守儿

童和流动儿童以及单亲家庭的孩子，平常孩子都是一个人在家做作业。 

课后辅导：大学生志愿者每天下午都会来到服务站为孩子辅导课后作业，和他们一起度过美

好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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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潼关小天鹅儿童服务站 

绘本故事讲读+头脑绘画，为乡村留守儿童提供绘本赏析陪伴阅读加儿童绘画，培养儿

童阅读习惯、提升儿童想象力，开发儿童兴趣爱好及儿童审美。绘本故事讲读还原生活情

境，引导儿童在生活中如何正确挫折和成功。头脑绘画激发儿童想象力，绘画是情感的表

达也是兴趣的开发。 

 

    潘家庄儿童服务站 

兴趣英语课—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潘家庄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每周六上午 9：00-

11:00兴趣英语课，是西安外国大学“枫火志愿者队”，结合自己团队的特长及孩子们的需

求，在潘家庄读乐园设计并开展了兴趣英语课。志愿者们主要针对孩子们在英语学习中遇

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辅导，并提供英语学习的各种方法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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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浮沱儿童服务站 

公益儿童阅读绘画成长营，为城中村里乡村进城务工、课后失照的流动儿童提供便捷

的专业绘画加阅读故事，培育儿童绘画、故事阅读基础能力，开发儿童审美、构图、色彩

搭配潜能，培养对美的感受与美好情操，也舒缓进城后环境变化给孩子带来的身心压力。

故事还原生活场景，引发孩子想象与表达。绘画让孩子们看到自己的天赋，树立了“我

行，我也可以……”的信心，为孩子们的多彩人生创造了可能。 

 

    唐园儿童服务站 

公益儿童绘画成长营。生活在城中村的孩子们经历了孤独，很容易自卑、沉默、缺乏安

全感。希望通过画画的方式，鼓励孩子们勇敢面对生活，找到自信。学会宣泄和表达，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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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感受表达出来。 

 

 

    陕西红凤儿童服务站 

西电青志总队支教部志愿者精心准备，来到小朱鹮儿童服务站开展支教之旅！天文、

地理、小实验、手工等内容丰富，受到学生们的喜爱

 

 

    商洛巾帼小丹鹤儿童服务站 

儿童生活技能课程是有关生命成长及教育的课程：包括自我认识、同辈关系、成长挑

战、生涯规划四个范畴的内容。旨在透过培养儿童自我保护、卫生健康、心理支持、社会

融入等各种生活技能,提升儿童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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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平小太阳幸福驿站 

本月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活动主要以常规活动还是以平时的课后辅导，图书阅读，安全知

识讲座为主，开展青少年维权知识讲座及心理健康大讲堂能够更好的体现孩子学习的积极

性，家长的参与也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榆林双福儿童服务站 

2018年 10月 23 日，二里半社区开展了 1次哈哈影院--小海鸥一起观影活动。认识我

们的情绪活动。由社会工作师韩宇辉为小海鸥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精彩的活动。在活动中

孩子们通过游戏、讨论等认识自己的情绪。壹乐园儿童服务站二里半社区小海鸥手工学堂

的孩子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度过了难忘的 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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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疆】 

2018年 12月期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新疆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 3家老站点继续

运行，7家新站点筹备开站工作。在 1所学校和 9个社区开展了开展了 73场活动，共有 39

名教师/志愿者参与，1029人次儿童受益。12篇项目组及伙伴机构微信推文。 

2017年 12月 12 日-14日在喀什其尼瓦克宾馆举办 2018-2019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启

动仪式和能力建设培训，10个站点 20名儿童服务站站长和专职人员参加。

 

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喀什)社会工作站——塔县旭东社区儿童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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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 1日在库孜滚村走访（收集儿童信息，签责任书）3次，2018年 11月 14

至 20日旭东社区儿童服务站前期调研 7次，2018 年 11月 17日在库孜滚村儿童服务站开展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结项活动 1 场，2018 年 11 月 22 日在办公室撰写结项资料及新站点前期

准备 1 次，2018 年 12 月 1 日在库孜滚村儿童服务站开展“壹家人 ·温暖包”库孜滚村儿

童服务站发放仪式 1 场，2018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心幼儿园联系新站点场地，2018 年 12 月

14日在塔什库尔干县幸福小区新站点前期走访（签字安全责任书）3次，2018年 12月 17，

18日搬运库孜滚村儿童服务站的物资旭东社区，2018年 12月 24日在旭东社区开展儿童服

务站家长会 1场，共有 3名社工负责，67名儿童及家长受益。 

 

克拉玛依区尚善社会工作服务社——金龙镇儿童服务站 

结合本地情况儿童放学后无人看护，作业无人辅导的情况，为儿童提供学业辅导与手工、

美术、棋类、阅读等服务。每周五根据计划开展主题类活动。 

2018年 11月 26 日至 12月 24日期间，金龙镇儿童服务站开展常规活动 17场、主题活

动“兔精灵寻找暖宝贝”绘本创想 1场、特色活动缤纷纽扣花 DIY1场、盘子上奔跑的动物

手工活动 1场、电影赏析 1场。受益 301人 

 

白碱滩区尚善社会工作服务社——牵手计划·石榴籽家园儿童服务站 

开展活动之前的场地设计，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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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至周六根据计划开展孔子课堂，唱歌，跳舞，绘画，创想课，安全教育等各类

活动。2018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期间，石榴籽家园儿童服务站开展常规活动12场、、特色

手工制作活动2场。受益294人 

 

 

石河子白杨公益——27社区儿童服务站 

本月壹乐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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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次，开展主题活动（世界强化免疫日 1 次、石南农场学校儿童服务站进校园 1 次、冬至

联欢会 1 次）3 次，开展特色主题学习活动（手工·做出自己的小纸盘 1 次、合唱团 4 次）

5次，共有【30余人次】名教师/志愿者参与，【320人次】名儿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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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与公益支持 

零废弃发展联盟项目 

（一）项目整体进展 

1.项目总体情况 

1）项目进展总述：2018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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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家伙伴机构，开展了【72】场垃圾分类减量活动，活动累计参与人

数共【3872】人次，减量【5931.08】kg，共有【237】名志愿者参与其中，发布微信公众号

推文【9】篇。 

（二）项目活动进展  

1.网络建设 

秘书处 

1） 秘书处团队对 2018年零废弃论坛、年会、壹起分总结会和培训会进行了复盘；对

18个零废弃项目的结项和壹基金发展项目中期总结进行了工作安排。 

2） 零盟和枢纽中心召开了月度会议，沟通了华中区域推广会和设立壹起分区域协调中

心的事宜；对 18 个零废弃项目的结项和壹基金发展项目中期总结进行了工作安排。 

 

网络枢纽中心 

华中：推荐了零盟“7天减塑加油站”活动，洛阳市长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积极报名参

与了该项活动；在西安举办区域交流会,邀请了华中枢纽的 3 家伙伴参与，会上各机构

对一年来的壹起分项目进行了总结分享。 

华东：南京雨花百蝶缘生态发展中心、鹿城环保社、杭州滴水公益服务中心，12 月开

展过壹起分活动。其余组织已全部完成活动内容。 

华南：对接跟进服务区域成员的工作情况，12月各机构在社区的回收活动开展顺利；  

安徽湖北湖南：芜湖生态中心跟进了区域内机构的项目进展，其中铜陵彩虹、合肥善水、

芜湖弘德完成情况较好；两个机构开展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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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成都根与芽协调了年会参与事项 

 

2.联合行动-壹起分 

华中区域： 

 12月 1-2日，绿中原作为华中枢纽中心在西安举办了壹起分区域交流会，共计 37人

参加。交流会安排了零废弃参访、零废弃主题分享、壹起分伙伴互动交流等活动，设

计了游戏环节；交流会的效果深受大家认可。12 月份绿中原在社区方面开展的壹起

分工作主要是落叶收集。 

 12月 18日，晋城社工与志愿者们来到东蜀社区小学旁，向民众宣传垃圾分类的益处，

答疑解惑，并组织了垃圾分类投图游戏。用图片游戏宣传垃圾分类活动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 

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区域： 

 芜湖市弘德社会服务中心开始进入社区幼儿园开展壹起分回收日活动。在寓教于乐的

同时，让小朋友们意识到垃圾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学习可回收垃圾的分类方法；并指

导他们在现场把带来的可回收垃圾进行分类，加深小朋友对垃圾的认知，养成良好的

环保习惯。元旦期间举办了家庭手绘活动；小朋友们把自己绘制的帆布袋和制作的环

保酵素宣传单赠送给社区居民，将帆布袋重复利用的环保理念、以及厨余垃圾的环保

处理方式，通过社区敲门行动传递给社区居民。 

 

华东区域 

 12 月 23 日，杭州滴水公益服务中心展开魅力城社区第 42 个垃圾减量日活动。本月活

动现场共设置了资源回收区、利乐造纸区、菜篮子计划招募区、环保酵素区等几个区域。

现场参与活动的除了社区居民之外，还有一支由 21名小学生组成的环保小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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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19 日，鹿城环保社联合中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在棕榈泉小区开展了资源

回收日活动，共计 18 位居民参加。活动得到了中山社区、物业、社区义工和居民的大

力支持，本次活动共计收到可回收物近 150KG。 

 

华北+东北区域 

 12 月，沈阳市环保志愿者协会共在 2个社区及 3所学校举办 10场活动，大多为进校园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课堂。通过活动参与，让孩子们真正了解垃圾分类。 

 12 月北斗星为民服务中心总计在 5个社区开展 15次活动。居民在家将垃圾分为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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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参与热情高

涨，对垃圾分类的认知提高；借着北斗星提供的硬件分类设施与激励政策，居民得以

把理念落实到实践。 

 

 12 月绿邻居社区服务中心总计在 11 个社区开展 11 次活动，包括变废为宝手工课、环

保酵素讲座、堆肥种植课、垃圾巡视、社区垃圾分类回收活动等。共计 130余名人员参

与。 

 12 月，北京爱地儿环保志愿者团队共计在 1 所学校举办 2 场讲座活动，1 场校园变废

为宝和堆肥活动。让孩子们内心潜移默化地理解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这一理念。 

 

 

 

 

 

 

华南区域 

 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邀请了垃圾分类环保讲师，带领小区 21个家庭制作废油肥皂。 

 广州市环境海珠区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举办了冬季市集，这个“旧物新生”的角

落，迎来了各种各样的闲置物品、期待交换的参与者，以及因好奇驻足的行人们。活动

中有多位参与者成功交换了物品。有较多行人表示这种活动很有意义，下次会带上旧物

一起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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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源方环保公益发展中心每周六在长城公寓小区开展资源回收日活动。作为垃圾

分类示范小区，长城公寓每月的活动已经成为常态工作。截止到 12 月份，长城公寓垃

圾分类减量可回收物 3吨，厨余垃圾减量 30吨。活动减量效果明显，同时也解决了小

区长年垃圾站恶臭的问题。 

 12 月 24日，广州市天河区绿色城乡生态社区发展中心进行可回收物称重积分活动，共

有 18户家庭参与，其中首次参与的家庭有 9户，一共回收的可回收物达 191.62斤。垃

圾分类是一个需要长期持续的技术活，也是一个体力活。需要多方协调互动，配合以分

类体验和分类激励措施才有可能带动更多社区居民，并促进家庭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

习惯。 

华西区域 

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 

12月 24日，双柏社区有害垃圾专场回收活动在龙湖

弗莱明戈小区如期展开。现场准备了“环保拼图”、

“垃圾四分类套圈”等体验式游戏，让居民乐于参

与其中。现场还设置了有害垃圾回收点，号召大家将

有害垃圾带到现场进行集中回收。居民们表示非常

喜爱这样的活动，期待小区日后的垃圾分类工作，并

表示全力支持。 

义仓发展网络发展项目 

 

（一）项目整体进展 

1.项目总体情况 

1.项目进展总述：12 月义仓发展网络主要工作包括第二届全国义仓大会的筹备；年终

数据收集及工作总结；冰箱新项目设计；义仓发展网络 99（2018）联合筹款项目立项项目

书撰写；网络治理工作。 

2.2018 年工作汇报：2018 年义仓发展网络成员单位 149 家，覆盖全国 23 个省，71 座

城市，超过 1500多个社区，义仓核心志愿者人数达 15748人，直接帮扶家庭 12223个，累

计受益对象超过 100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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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活动进展 

1.网络建设 

 第二届全国义仓大会的筹备展开，包括方案的最终敲定、大会的招募和报名工作、

主论坛嘉宾的邀请和对接、分论坛嘉宾的招募和对接、活动物料采购等 

 网络秘书处搭建了网课平台，通过线上课程对成员单位进行能力建设，经过初步尝

试，共计展开线上培训分享 4次，线上听课人次累积达到 700余人次； 

 2018年 12月 9日晚，在凤凰网“行动者联盟”2018公益盛典上，余少群先生正式

宣布担任义仓爱心大使，并将参与到 2019年的义仓公益行动中； 

 四川绵阳春天社工：荣获 2018年“在社区•爱成都”社区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并被

评为全国十佳志愿服务社区；义仓一勺米邻里互助计划被评为 2018 年成都市“十

佳志愿服务项目”；沈阳市青春志愿者协会的“义仓义集”全国四个 100“先进典

型”已经省级通过，目前正在冲刺全国的平台。 

2.联合行动 

    杭州亲民社工服务中心 

 12 月 2 日，在杭州杨柳郡社区举办了一场“文化+公益+分享”公益集市活动，吸

引了大批社区居民参加；此次公益集市活动现场人头涌涌，洋溢着暖暖的冬日氛围。

增加了居民间的友谊，为建立幸福和谐社区打下了基础。 

 

· 12 月 26 日，在红巷生活馆迎来了“暖心冬日 尽享滋味”志愿者年终会；活动中，

社工与志愿者进行了互动，总结了整年的志愿者工作，并分组完成了公益献爱心、

暖心下午茶制作等任务。此次活动激发了志愿者们挖掘潜能，提升自我意识，促进

团队合作能力，以更饱满的精神服务有需要帮助的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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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垃圾议题网络发展项目 

 

（一）项目整体进展 

1.99公益日联合筹款 

已完成 99公益筹款立项材料，待立项。 

2. 网络运营 

经过讨论，自 2018 年 12 月起任命戴广良为河流垃圾议题网络协调人，负责河流垃圾

议题网络的网络发展及联合行动动员。 

2018年 11月底，河流垃圾议题网络执委会召开了两次执委会网络会议，对 2018年行

动进行总结、同时动员筹备 2019年 1月 6-7日在贵阳的执委会会议。 

 

绿色行动种子网络发展项目 

 

（一）项目整体进展 

1.项目总体情况 

1.项目进展总述：2018年 12月，西南、西北、华中、东北四大区域共有 258名绿种

开展日常环境巡护、自然观察与监测、自然教育等活动。12月，为丰富优化产品内容，社区

亲子环保启蒙课程“方圆一公里”开启线下课程测试。 

（二）项目活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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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合行动： 

【西北地区】 

山西绿种 12月份共开展了 31次活动，包括二十四节气体验、手工制作、废旧物品再利

用、水源检测、肢体语言表演等。这些活动连接孩子们的感官与大自然，促进他们对节气及

动植物的了解，培养他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和动手实践的能力。 

 

 

 

 

 

 

 

自然体验——“寻找我的树” 

【西南地区】 

2018年 12月共有 110名绿种，开展每周环境巡护工作，呈现周报 420份。各个行动小

组积极开展各项环境保护相关活动 6次，包括河流巡护、植物记录等。微信公众号推文 2篇，

微博发布 1次，媒体报道 2篇。活动参与人数共 700人次，间接影响约 2500人。 

【东北地区】 

12 月共开展巡护拆网救鸟活动 3 次、拆除捕鸟网 10 张、放飞活鸟数十只；开展野鸭

越冬地巡护活动 1次。 

志愿者拆除捕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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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地区】 

2018 年 12 月，绿种行动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 5 家伙伴机构开展了 19 场环境保护

公众参与活动，活动参与人数超 500人次，共有 90名志愿者参与其中。志愿者们进行了河

流巡护工作，发现垃圾堆积和倾倒，不正当工业排污等行为和危害水源的植物，并向环保局

反映；开展关于环境知识的讲座，宣传资源保护和法律意识；还组织了洞庭湖捡拾垃圾活动

1次，护鸟拆网行动 2次。 

 

   志愿者发现大量污染水源的水葫芦，渌口 

【四川地区】 

     本月绿种活动开展顺利，四名绿种在校园、小区周围进行了植物监测，并邀请志愿者

参观了种子馆；志愿者们组织了自然收集物的归类整理工作、冬季寻找野菜和冬至包饺子等 

志愿者利用采集的野菜作为原材料包饺子，准备冬至活动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4d39a3bcf7a8ca1f9ce5736e034f47ac.pn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c528943800a4056ebea89e1e505454c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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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益创新——我能实验室 

（一）项目整体进展 

1、完成第三季 8个项目的签约工作，5个项目付首付款工作（第三季项目总共 9个项目入

选）； 

2、完成第一季 2个项目的结项审核付款工作（第一季入选总共 15个项目，11个项目按期

结项）； 

3、完成了我能 2016年中期预算调整工作； 

4、12月 9日-11日的设计思维工作坊顺利完成，共 10个团队，30人参与培训； 

5、12月 17日-18日成都第一期实验员培训完成，共 23名实验员参与培训； 

6、实地走访了广州的线下活动空间（能量站）； 

7、完成了我能 2017年预算制定； 

左：我能实验室成都站的实验员体验能量剧场，戒毒青年回归社区，家人、朋友、同学，

一个角色一句话，形成红色的大网，束缚住主人公 

右：12月 9日-11日，设计思维工作坊学员们头脑风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