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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儿童服务站项目月报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常态儿童服务站：2019年 6月，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在全国【19】个省，共计【334】

个执行站点，开展了不同内容的主题活动、常规活动和特色活动。共计【151490】人次儿童

受益，志愿者参与【6977】人次。 

灾后儿童服务站：2019年 6月 19日，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快速响应宜宾长宁地震灾区儿

童危机与需求，在灾情严重的珙泉镇、双河镇建立【2】所灾后儿童服务站。在为灾区儿童

提供安全庇护场所的同时，开展了美术绘画、歌唱舞蹈、杂技魔术、绘本阅读等活动。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常态儿童服务站】 

1. 重庆 

2019 年 6 月，重庆有【73】个儿童服务站正常运营，各儿童服务站利用每周一到周五

孩子们每天上午进行基础课业辅导（常规活动）。与此同时，重庆地区各小学即将结束一学

期的课程，开始放暑假，站点基本保持每天开站，并利用空闲的时间进行“旧报纸之旅”创

意设计活动、“绘家绘爱父亲节”主题活动、浓情端午——包粽子、开展了“快乐儿童节”，

“欢声笑语体育课”、六一儿童节、父亲节、端午节等主题活动的主题活动紧密结合，开展

多种多样的活动，站点内容丰富，在保证孩子们的身体安全前提下，吸引更多的社区儿童参

与。累计受益儿童 4967 人【51506】人次，平均开站 21 天。参与志愿者【3605】人次，执

行专职【126】人，发布微信推文【34】篇、微博【75】篇，搜狐网、美篇等其他新媒体平

台报道【11】篇。 

 

2. 四川川北+广西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川北+广西 20家执行机构共有 22个站点。                                                                                                                                                                                                                                                                                                                                                                                                                                                                                                                                                                                                                                                                                                                                                                                                                                                                                                                                                                                                                                                                                                                                                                                                                                                                                                                                                                                                                                                                                                                                                                                                                                                                                                                                                                                                                                                                                                                                                                                                                                                                                                                                                                                                                                                                                                                                                                                                                                                                                                                                                                                                                                                                                                                                                                                                                                                                                                                                                                                                                                                                                                                                                                                                                                                                                                                                                                                                                                                                                                                                                                                                                                                                                                                                                                                                                                                                                                                                                                                                                                                                                                                                                                                                                

6 月，川北+广西 22个执行站点主要开展以绘画-“我心中的海洋世界”、课业辅导、

手工、阅读、体育等常规活动；净化水源小课堂、安全教育小课堂等特色活动，六一节“快



 

2 
 

乐六一 趣味游园”、端午节活动“奶奶的缝纫机”“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主题

活动等；受益儿童【6824】人次，志愿者【721】人次，微信推文【57】篇；新闻媒体+政府

报道【1】次，自媒体报道【17】余次（中国人民日报——人民号、今日头条、搜狐等）。 

3. 四川川南 

2019年 6月期间，川南 4个站点自主设计活动增加，活动愈加丰富多彩，本月活动带

动的家长人数也大大提升，主要活动有六一儿童节、端午节、世界环境日等，共有【89】名

教师/志愿者参与，【987】人次儿童受益，家长 300 人次。 

4. 云南 

2018-2019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云南地区 11个站点，8家执行机构。                                                                                                                                                                                                                                                                                                                                                                                                                                                                                                                                                                                                                                                                                                                                                                                                                                                                                                                                                                                                                                                                                                                                                                                                                                                                                                                                                                                                                                                                                                                                                                                                                                                                                                                                                                                                                                                                                                                                                                                                                                                                                                                                                                                                                                                                                                                                                                                                                                                                                                                                                                                                                                                                                                                                                                                                                                                                                                                                                                                                                                                                                                                                                                                                                                                                                                                                                                                                                                                                                                                                                                                                                                                                                                                                                                                                                                                                                                                                                                                                                                                                                                                                                                                                                                                                                                                                                                                                                                                                                                                                                                                                                                                                                                                                                                                                                                                                                                                                                                                                                                                                                                                                                                                                                                                                                                                                                                                                                                                                                                                                                                                                                                                                                                                                                                                                                                                                                                                                                                                                                                                                                                                                                                                                                                                                                                                                                                                                                                                                                                                                                                                                                                                                                                                                                                                                                                                                                                                                                                                                                                                                                                                                                                                                                                                                                                                                                                                                                                                                                                                                                                                                                                                                                                                                                                                                                                                                                                                                                                                                                                                                                                                                                                                                                                                                                                                                                                                                                                                                                                                                                                                                                                                                                                                                                                                                                                                                                                                                                                                                                                                                                                                                                                                                                                                                                                                                                                                                                                                                                                                                                                                                                                                                                                                                                                                                                                                                                                                                                                                                                                                                                                                                                                                                                                                                                                                                                                                                                                                                                                                                                                                                                                                                                                                                                                                                                                                                                                                                                                                                                                                                                                                                                                                                                                                                                                                       

本月项目云南 5个站点正常开站，5家执行机构开展活动服务儿童，【174】名社会志

愿者参与无偿服务，受益儿童【3050】余人次，活动进展微信、微博、抖音等推文【17】篇。

本月，曲靖 6个站点物资均已到达，其中 4个站点布置已经完成，剩余 2个站点在做装修，

文昌社区因站点地段位于老城区拆旧换新维修过程缓慢，估计 7月 10日左右能完成。 

5. 贵州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包括特色绘画、创意手工《变废为宝》、安全教育知识及卫生健康方

面知识、毛笔书法练习、游戏汇等活动，主要通过活动让孩子们由内向慢慢的变得活泼开朗，

提升自信，提升自我保护意识，提升各方面才艺，展示让学生的德、智、体、美得到全面发

展。 

本月贵州 28个壹乐园儿童服务站累计服务儿童 2381人，服务儿童人次约为【20615】

人次，参与志愿者【131】人，专职 31人，发布平台报道【33】篇及日常今日头条。            

6. 安徽 

2019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安徽地区 9个项目区县 9家执行机构共有 9 个站点。                                                                                                                                                                                                                                                                                                                                                                                                                                                                                                                                                                                                                                                                                                                                                                                                                                                                                                                                                                                                                                                                                                                                                                                                                                                                                                                                                                                                                                                                                                                                                                                                                                                                                                                                                                                                                                                                                                                                                                                                                                                                                                                                                                                                                                                                                                                                                                                                                                                                                                                                                                                                                                                                                                                                                                                                                                                                                                                                                                                                                                                                                                                                                                                                                                                                                                                                                                                                                                                                                                                                                                                                                                                                                                                                                                                                                                                                                                                                                                                                                                                                                                                                                                                                                                                                                                                                                                                                                                                                                                                                                                                                                                                                                                                                                                                                                                                                                                                                                                                                                                                                                                                                                                                                                                                                                                                                                                                                                                                                                                                                                                                                                                                                                                                                                                                                                                                                                                                                                                                                                                                                                                                                                                                                                                                                                                                                                                                                                                                                                                                                                                                                                                                                                                                                                                                                                                                                                                                                                                                                                                                                                                                                                                                                                                                                                                                                                                                                                                                                                                                                                                                                                                                                                                                                                                                                                                                                                                                                                                                                                                                                                                                                                                                                                                                                                                                                                                                                                                                                                                                                                                                                                                                                                                                                                                                                                                                                                                                                                                                                                                                                                                                                                                                                                                                                                                                                                                                                                                                                                                                                                                                                                                                                                                                                                                                                                                                                                                                                                                                                                                                                                                                                                                                                                                                                                                                                                                                                                                                                                                                                                                                                                                                                                                                                                                                                                                                                                                                                                                                                                                                                                                                                                                                                                                                                                                                       

本月项目进展到运营阶段，已有 9个站点设计开展活动服务儿童，【304】名社会志愿

者参与无偿服务，受益儿童【4300】人次，活动进展微信推文【22】篇，微博推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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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8】篇。 

6 月，安徽协调机构安徽广善公益助困服务中心督促其他机构的儿童服务站正常开展活

动，日常运营的问题解答，以及日常资料的收集。6月初参加全国省级专职二期能力建设活

动，组织开展安徽省省内儿童专岗二期培训，同时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皖南皖北的第二次站点

督导。 

7. 广东 

6 月份，广东省 16所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正常运转，孩子们利用每周一到周日孩子们放

学的时间和周末的时间进行作业辅导、“健康小卫士”、“社区亲子园”等系列活动，在社

区中关注和陪伴留守儿童，回应困境中的儿童需求。 

省内 16所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陆续开展了启动仪式。现在各个服务站已经步入正轨且能

够开展各类特色活动，获得当地政府等相关部门领导、社区、受益儿童及家长的大力支持和

认可。16所服务站累计直接服务儿童【6356】人次，参与志愿服务志愿者【1214】人，专

职社工 26人，发布项目媒体报道【42】篇。 

 

8. 湖南 

2019年 6月，湖南省壹基金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已执行 8个月啦。作为省级协调机

构线上随时跟进各执行机构儿童服务站项目进展，各执行站点能够每月不低于 20天开放、

定期开展常规活动和主题活动及户外拓展活动，其中主题活动开展 61次，特色活动开展 55

次，户外拓展活动开展 5次，常规活动开展 502次。受益儿童达到 800人，【7000】人次。 

9. 山东 

2019年 5月 25日至 6月 25日期间，山东省壹基金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整体工作进

展顺利，共有 38家公益机构，在 41个城乡社区开展了主题、特色和常规活动，其中较多站

点结合儿童节、父亲节、端午节开展节日主题性活动，在壹基金壹乐园儿童服务站运营期间

共有【113】名志愿者参与，【906】名儿童受益，【10744】人次儿童参与了项目活动。总

共有【99】篇新媒体途径传播报道。 

在 6月份期间，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对于壹基金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省级

专职中期培训进行有关内容总结，并结合山东省儿童服务站项目实施现状设计项目中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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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内容，并定于 7月 9-11日为期三天时间对于各执行机构伙伴举行中期培训活动，以

促进儿童服务站项目在山东稳健实施。同时，山东省社创中心对于壹基金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项目全国联合行动包括航天日、风筝节等活动奖品发放以及反馈实时跟进。山东省社创中心

也报名参与了腾讯公益 520为爱打榜活动，获得分区第五名的成绩。 

山东省社创中心对于各执行机构中期财务资料提交情况进行审核跟进。同时，项目有关

财务数据进行整理。 

10. 甘肃  

2018-2019年甘肃省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共有 35 个站点,其中 13 个为 2018 年项目新

站点；本月 35 个站点全部开展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项目要求提供完整的资料信息，

个别站点资料提交存在问题，项目组正在跟进反馈，直至达到项目要求。 

2019 年 6 月期间，甘肃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29】家社会组织

服务【35】个站点，在【30】县共【43】个社区开展了常规活动、主题活动、特色活动等活

动，共提供【3622.93】小时社区服务，【9408】人次儿童受益，【219】人次志愿者参与。

共发布【103】篇媒体报道，其中含【90】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8585】人次阅读量。 

11. 吉林 

2018-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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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老站点 4家，新增站点 2家。 

2019 年 6 月期间，吉林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6】家社会组织

服务【6】个站点，在【6】县共【6】个社区开展了【常规课业辅导及娱乐活动，各类节日

主题活动和特色活动】等活动，共提供【544.05】小时社区服务，【1424】人次儿童受益，

【90】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3】篇媒体报道，其中含【33】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

【1364】人次阅读量。 

12. 江西 

2018-2019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江西省共有 6 家执行伙伴机构在 7 个项目点，其中

包括 3 个新站点、4 个老站点，分别在 2 所学校和 5 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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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期间，江西省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 6 家公益机

构，在【2】所学校和【5】个社区开展了开展了主题、特色和常规活动 127次，7个站点共

有【131】人次的志愿者参与，40名家长受益，【4578】人次儿童参与了项目活动。总共有

【26】篇省协调机构及伙伴机构微信推文，省协调机构完成在广丰区十四小站点的访点督导

工作。 

13. 陕西 

2018-2019 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陕西省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共有 32 个站点正常

开展活动，其中包括 22 个新站点、10 个老站点。 

2019年 6月期间，陕西各地区 32家新落成儿童服务站活动开展顺利，各儿童服务站活

动逐渐走向常态化，根据站点不同特色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以及特色活动，为孩子们

的健康成长助力。共有【64】名志愿者参与，【13833】人次儿童参与了项目活动，【69】

篇项目组及伙伴机构微信推文。 

 

14. 新疆 

2018-2019 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新疆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共有 10 个站点正常开

展活动，其中包括 7 个新站点、3 个老站点。 

2019 年 6 月期间，【新疆】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9】家社会组

织服务【10】个站点，共提供【543.15】小时社区服务，【1515】人次儿童受益，【1】人

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8】篇媒体报道，其中含【37】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621】

人次阅读量。 

 

15. 宁夏 

2018-2019 年宁夏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共有 4 个站点正常开展活动，其中包括 3 个新

站点、1 个老站点。  

2019 年 6 月期间，宁夏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4】家社会组织服

务【4】个站点，开展了【常规活动，特色活动，主题活动】等活动，共提供【123.33】小

时社区服务，【532】人次儿童受益，【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篇媒体报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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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1】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50】人次阅读量。 

 

16. 湖北 

2018-2019 年湖北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共有 9 个站点正常开展活动，其中包括 5 个新

站点、4 个老站点。 

2019 年 6 月期间，【湖北】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7】家社会组

织服务【9】个站点，共提供【749.43】小时社区服务，【5653】人次儿童受益，【50】人

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3】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7】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946】

人次阅读量。 

 

17. 黑龙江 

2018-2019 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黑龙江省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共有 7 个站点正常

开展活动，其中包括 4 个新站点、3个老站点。 

2019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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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分别开展

了四点半课堂、兴趣培养等常规活动、家长课堂主题活动、思维训练等活动。共有【270】

人次教师/志愿者参与，【2491】人次儿童受益,微信推文【13】篇，新闻报道【2】篇。 

 

18. 辽宁 

2018-2019 年吉林省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共有 6 个站点正常开展活动，其中包括 2 个

新站点、4 个老站点。 

2019 年 6 月期间，辽宁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5】家社会组织服

务【6】个站点，在【5】县共【6】个社区开展了【作业辅导，兴趣课堂，快乐周末，】等

活动，共提供【314.27】小时社区服务，【674】人次儿童受益，【0】人次志愿者参与。共

发布【10】篇媒体报道，其中含【6】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900】人次阅读量。 

【灾后儿童服务站】 

6 月 19 日地震发生后不久，壹基金与宜宾在地伙伴---酒都义工和关爱儿童志愿者协会

分别在双河中学和珙泉中学安置建立起两个儿童服务站。一线志愿者们带领安置点的孩子画

画、游戏、学习。在当地劳动力主要投入救灾、灾区秩序尚未完全恢复的时候，壹基金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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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站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友好、快乐的空间，缓解了地震灾害给孩子们带来的心理和

生活上的影响。 

 

（三）传播筹资进展 

1.传播数据 

（1）机构层面传播：壹基金微信公众号推文【4】篇，包括企业合作 1篇（爱阅捐赠）、

项目传播筹资 2篇（父亲节受益人故事）、项目合辑 1篇（六一儿童节）； 

（2）项目伙伴层面传播：微信公众号推文【403】篇，微博【75】条，媒体报道【239】

篇。 

（3）父亲节主题传播：在公益时报、凤凰新闻、腾讯新闻、壹基金自媒体联盟等线上

线下传播平台发布【2】篇文章，多个平台合计超过【124478】阅读量。 

2.专题传播筹资活动 

父亲节前后，儿童服务站项目联合机构渠道（腾讯公益、支付宝公益、善源公益）与传

播部门在父亲节前后开展传播筹资联合行动，通过申报渠道传播、广告资源位（如腾讯公益

Up 计划传播场景）以及向外部传播渠道投放父亲节特稿，对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进行品

牌曝光和传播，进行联动筹资和倡导公众关注留守儿童议题（传播数据在第 1 项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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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一）优质故事 

【贵州石阡县国荣乡儿童服务站小故事分享】 

小念是一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家庭贫困，爸爸在她

很小的时候去世了，妈妈远嫁了，留下她一人跟着爷爷生

活，从小就没有父母陪伴。平时几乎没有人照顾她，做饭

洗衣都是靠小朋友自己一人完成。 

小念刚来儿童服务站的时候表现得很孤僻，不愿意和

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分享，也不爱说话。后来站点的

老师观察到了她，慢慢地接近她了解她，陪她一起做手工

做活动。一周后小念有了变化：她开始愿意跟其他的孩子

一起做手工，放学后还会主动跟站点老师分享生活上的细

节，比如今天有没有吃饭。站点老师也会很贴心地回应她，

得知她没吃饱的时候，会给她一块饼干，让她不要挨饿。 

儿童服务站的老师和孩子长时间相处，已经变得像一

家人。有一次，小念没有洗澡，衣服也很肮，老师就悄悄跟她说，“明天你去学校前要洗澡，

然后换上干净衣服，这样老师和同学才会更喜欢你，好不好？”，结果第二天她很听话地把

自己的衣服换洗干净了。“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 

站点老师说，“如果没有来到孩子们的身边，我就不会知道那么多的孩子需要我们的关

心及帮助，如果不和他/她们相处，我就不会知道他/她们有多需要我们公益人和社会的帮助、

关怀和支持。看到孩子们的改变，我也很满足，虽然我不是她的父母，但我一样希望孩子们

的童年有个美好的回忆。” 

 

【广东韶关市育红巷社区儿童服务站小故事分享——《姐姐陪你》】 

 

“姐姐，下次你要再陪我看有关于车

的视频！” 

“好！姐姐答应你。” 

图中的男孩叫小源，今年 4 岁，爸爸

妈妈的工作很忙，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回不

了一次家，平时都是外婆带他来儿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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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玩耍。小源是个害羞的小朋友，平时来到儿童服务站不愿主动交朋友，不愿表达自己，只

爱拿着汽车玩具玩。 

这天，儿童服务站来了很多小朋友，站点老师与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积木、唱歌，活跃气

氛，这时候老师尝试拉着小源，让他参加大家的赛车比赛游戏，试着让他融入团体。小源一

开始不愿意，还是独自在玩耍，老师和其他小朋友尝试慢慢引导：“小源，汽车轨道游戏是

大家一起玩才好玩的，你拿一辆，他们也各拿一辆，看看谁跑的更快“，“我相信你的车肯

定能赢，因为你喜欢开车对吧？”他点了点头。起初小源只是在一旁观望别的小朋友玩耍，

后来站点老师动员其他的小朋友去牵他的手，邀请他一起玩游戏，小源终于拿起自己选的小

汽车与小伙伴们比赛赛车。看到小源在充满欢笑声中，没有抵触地与其他小朋友交往，老师

感到努力是值得的。 

游戏结束后，小源在老师耳边说，“儿童服务站真好玩，我好开心，有其他小朋友跟我

一起玩我更加开心！我告诉你个小秘密，我最喜欢车，有关于车的我都喜欢，特别是托马斯

蒸汽小火车”，听到小源愿意分享自己喜欢的事物，愿意主动交朋友，老师觉得很满足。后

来，站点志愿者为小源找到了关于车的视频，和他一起观看，为他讲解。 

站点老师说，“希望以后服务站的孩子们都能大胆的表现自己，在这个大舞台结识更多

的好朋友，创造更多的快乐。我们愿意多鼓励他们，慢慢消除他们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 

 

（二）优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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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图：2019 年 6 月 17 日, 阆中市凌家坝社区儿童服务站“集体生日会”主题活动

现场。 

 

 

 

 

 

 

 

 

 

 

上图：2019年 6月 18日，阆中市凌家坝社区儿童服务站“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

强”主题活动现场。 

 

 

上图：2019 年 6 月 1 日，阆中市凌家坝社区儿童服务站“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童

声唱响新时代”主题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