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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联合公益计划月报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零废弃发展项目 

2019年 6月，共有【12】家伙伴机构，在【41】家社区开展了【56】场垃圾分类壹起分

活动，垃圾减量达【5903.28】kg，活动累计参与人数共【4145】人次，共有【513】名志愿

者参与其中。 

义仓网络发展项目 

2019 年 6 月，义仓发展网络新增成员单位【3】家，包括北京【2】家，浙江【1】家，

目前网络成员伙伴覆盖全国【26】个省、【80】座城市。本月共有【13】家伙伴机构，开展

了【16】场议题相关活动，覆盖【16】个社区，受益人数共【600】余人，活动累计参与人

数共【4737】人次，共有【288】名志愿者参与其中。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零废弃发展项目 

1、零废弃日 

零废弃日已经确认主题口号，完成主视觉设计、预算和活动方案。 

2、秘书处工作进展 

（1）壹起分指标的讨论与制定 

在 2019年 6月 6日召开了线上壹起分社区指标的讨论会，会议讨论了指标制定的目的、

指标维度、指标计算方法等内容。后续，秘书处团队后期对于壹起分社区指标进行了多次讨

论，形成了壹起分社区指标（V1.0），包括 7大类指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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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壹起分社区指标与资助计划-2019北京夏季对外分享会 

2019年 6月 26 日在北京举办了“壹起分社区指标与资助计划-2019北京夏季对外分享

会”，现场有 31 位伙伴及分享嘉宾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公益组织，杂志记者课题相关的

高校学生等 4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分享会重点公布了壹起分社区指标（V1.0）、壹

起分社区资助计划的规则，以及来自武汉、天津、北京、青岛 4 位壹起分优秀伙伴的分享。

同时开启线上直播，网络观看 2203人次，点赞 276次。 

   

（3）伙伴赋能 

6 月 14 日，邀请了社区垃圾分类专业顾问、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零废弃联盟执委郝

利琼老师为“壹起分”社区伙伴讲授了在一个小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方法。郝利琼老师关于社

区垃圾分类线上分享的三期课程已完结，可以关注零废弃联盟公众号回听往期内容。 

（4）壹起分产品研发 

“壹起分”社区产品 2.0研发：主要以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工具包审核及美化，家庭汞

泄露污染防治工具包已完成产品原型的研发。预计产品 8 月完成并投入到“壹起分”社区

伙伴使用。 

3、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1）芜湖生态-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在 5月支付宝众筹工作对接的基础上，确认 4家机构参与众筹，目前已完成了最终的众

筹文案并在支付宝的平台上传。6月，区域内一些伙伴在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相关的活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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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为主，7月计划开展众筹工作 

（2）青岛你我-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对接跟进区域内壹起分合作伙伴的工作上，与济南伙伴对于壹起分具体支持情况进行探

讨，发现垃圾分类的倡导并不是大部分机构的主要业务。 

（3）绿邻居-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6 月 25-26日邀请北方区域以及其他区域的壹起分伙伴，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交流参访活

动，内容包括壹起分社区活动分享和西山庭院社区厨余垃圾末端处理设施参访；组织北方伙

伴们参与了“壹起分社区指标与资助计划-2019北京夏季对外分享会”。 

（4）宜居广州-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宜居广州沟通了爱心树、顺德绿地酵素、千穗园、绿色城乡等 8家在地机构，定期了解

社区垃圾分类进展，并将壹起分活动招募的信息告知。筹备珠三角参访活动事宜。宜居广州

本月在中山圣狮村开展入户宣传分类和分享如何使用堆肥机。 

（5）成都根与芽-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成都根与芽在本月收集壹起分合作伙伴月报，并维护枢纽中心微信群，分享壹起分项目

信息。参与了 6月 6日线上讨论零废弃社区指标，并提供家庭堆肥记录表资料。 

成都根与芽在本月也开展了专场回收活动，在双柏社区、蜀都新邨社区、岷阳社区开展

每月常规专场回收红灯，也组织了绿色家庭堆肥环保课堂活动。30 个居民家庭学习如何使

用堆肥桶进行家庭餐厨垃圾堆肥，并领取了堆肥记录卡，记录家庭堆肥数据。 

 

（6）上海爱芬-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为了增进机构间的了解，本月开始与华东区域所有机构约时间了解机构情况，活动开展

情况，需要支持的地方。本月沟通了 3家机构：平湖市美丽家园环保服务中心、昆山市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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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志愿者服务社、南京市江宁区喜鹊林青年志愿服务中心。伙伴机构负责人希望来上海参

访爱芬垃圾分类小区，已让其对接爱芬总干事安排参访时间。 

 

4、壹起分行动 

（1）广州市天河区绿色城乡生态社区发展中心 

本月天河区绿色城乡生态社区发展中心于 2 个小区共开展 6 次活动，30 名志愿者提供

服务，总参与人数达 100人，回收各种可回收物资 680斤。 

6 月 8日，志愿者们参加由“天河区绿色城乡生态社区”开展的环保活动。志愿者们主

动到周边小区居民的家里收集已分类的垃圾，并且引导他们进行垃圾分类。6月 9日，志愿

者们在番禺区大石镇莲芳园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及厨余堆肥”的环保类活动。志愿者们引导

周边居民进行垃圾分类，鼓励他们参与进来。 

   

（2）深圳市绿典环保促进中心 

本月深圳市绿典环保促进中心于 1个小区共开展 1次活动，5名志愿者提供服务，总参

与人数达 37人，回收各种可回收物资 3公斤。 

来自深圳市翠平社区物业和居民约 37 人于 6 月 29 日上午八点半在翠平社区开展“绿

色生活，悠享家园---垃圾分类环保行动”手工制作活动。深圳市绿典环保促进中心的环保

讲师陈亚岚和大家一起复习了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并带领大家开展变废为宝的手工

制作活动，大家将家里搜集的一些垃圾废弃物制作成各种手工装饰品。通过这样的活动，提

高了大家的环保意识，进一步了解了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和方法，提升了“零废弃”的相关理

念，他们表示愿意多多参加此类环保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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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晋城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本月晋城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 1 个小区共开展 1 次活动，20 名志愿者提供服务，总

参与人数达 300人，回收各种可回收物资 1000公斤。 

    

6 月 5 日，怡凤社区垃圾分类启动仪式现场 

 

怡凤社区东城幼儿园跳蚤市场  

（4）武清通和社会服务中心 

本月武清通和社会服务中心于 2个小区共开展 2次活动，210名志愿者提供服务，总参

与人数达 200人，回收旧衣服 50斤、纸箱 60斤、塑料瓶 270个、电视 1台、电脑 2台、电

饭锅 3个、钢制品 3个、电熨斗 2个、治疗仪 1个、手机 1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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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1日，保利上河雅苑南区居民正在挑选兑换礼品。 

 

6月 30日，同泽园社区一小朋友正在玩垃圾分类飞行棋。 

 

6月 30日，志愿者们在同泽园社区举办垃圾回收日活动。 

（5）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本月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于 3 个小区共开展 8 次活动，50 名志愿者提供服务，总参

与人数达 200人，回收纸皮 739.98kg，报纸 71.7kg；塑料 37.7kg；纺织物 47.4kg；易拉罐

29个。 

6 月 8日，在“绿色星期六，资源大回收”活动中，志愿者正在称量名湖豪门小区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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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回收物重量。 

 

6 月 13日，湖滨小学小小环保志愿者登记各班级可回收物的种类及重量。 

6 月 19 日，志愿者对着垃圾分类相关照片为阳光城 2 家小区居民、小朋友讲解垃圾分

类知识。（无图）   

义仓发展网络建设项目 

1、网络发展 

（1）梳理义仓发展网络陪伴成长计划 

义仓发展网络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经讨论确定可以在网络内部实行义仓发展网络

陪伴成长计划，以便促进网络的健康成长。本月秘书处针对该计划拟定初步框架，网络架构

分为：网络办公室-区域支持中心-行动伙伴-成员伙伴-学习伙伴五个层面，每个层面均有各

自的职权责任。 

（2）“一勺米公益挑战”获奖 

在 2019“余姚乐善杯”宁波市第七届公益项目设计大赛中，余姚市金邻居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的“你好邻居”社区公益传播活动项目获一等奖。“你好邻居一勺米公益项目”被成

都市成华区妇联评为“成华区家庭教育示范项目”。 

 

 

2、落地活动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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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粽情端午，和谐邻里，一勺米认识你的邻居”活动 

 地点：江苏 扬州市 宝应县 开发区轩宇欧洲城小区 

 执行机构：宝应县立责社工服务社 

6月 7日，由立责社工服务社联合社区、小区物业、小区业委会联合策划组织了打破邻

里坚冰，实现邻里互动——“粽情端午，和谐邻里，一勺米认识你的邻居”——义仓一勺米

主题活动。活动中开展了包粽子、传统游戏、百度非遗、一勺米认识你的邻居等活动。活动

参与者以是小区业主为主。 

   

（2）一勺米公益挑战活动 

 地点：内蒙古 赤峰市 元宝山区 宝山路社区 

 执行机构：赤峰爱氧星志愿服务发展协会 

2019年 6月 15日，从募集“一勺米”开始，打破邻里之间的沉默，可能只需要一句温

暖的问候，“一勺米”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微不足道，但小小的举动，代表是邻里之间的关

爱以及帮助他人的温暖和快乐，每个人通过生活中小小的善举与身边的人联系起来，形成邻

里互助的温暖氛围，这样就能逐渐温暖整个世界！心动不如行动，让我们一起大声说出来

“你好!邻居！” 

   

一勺米公益挑战者合影和一勺米募集现场演练 

（3）一个观众的剧场、一勺米 

 活动地点：广东 江门市 恩平市 恩城街道新塘社区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3622928ba12f9f3c2229f0712c86ba8b.jp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c40694f4cc1ffc86f5be63d9abbadebe.jp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fd4ea1535c60f41a63a28ccbb89da45d.jpe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d0269cccb1e170f042be873ede45fade.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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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机构：恩平市崇德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 

一个观众的剧场 

 

志愿者开展一个观众的剧场表演 

“你们表演的节目真精彩，还有这么多人来探望我，我好开心！”6 月 10 日下午，新

塘社区党员志愿者来到 71岁的残疾老年人黎公公家中，黎公公喜笑颜开地说道。 

考虑到辖区长期行动不便的残疾老年不能出门，新塘社区崇德社工策划了“一个观众的

剧场”志愿服务活动。定期每月探望一次，表演各种文艺节目，除此之外，该活动还拓展延

伸了服务内容，包括心理咨询与陪伴、医疗保健、家政等，以此来全面提高孤寡、空巢、失

独、残疾等特殊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 

一勺米 

6 月 1日，刚开始居民志愿者们有些腼腆，放不下面子，不敢敲开居民的大门，生怕吃

闭门羹。不过，在党员义工的带头作用下，社区志愿者们很快进入角色，开始走街过巷，挨

家挨户地敲门，看着一张张热情友善的脸，志愿者们大胆起来，开始自我介绍，并详细地解

释“一勺米”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一勺米”活动得到了居民们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他们纷纷行动起来，有的甚至还拿出

了两、三勺或一盘。“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老的一天，也都需要相互帮助。这一勺米传递的是

一份情意和一份心意，希望能通过这一勺米关爱更多困难人群。”一个社区居民活动后这样

感慨。很快，志愿者们就将米袋集满了，敲开近 20户居民大门，募集到 60余斤米。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6fff1f4b80b4296b41a4a6b9c4555842.jp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8789e4f6b786309dd2f8f1eacd1ae799.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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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者与捐赠者合影 

 

（4）龙洞街 2019年广东扶贫救困日暨“汇聚邻里情.共建幸福家”义集活动 

 活动地点：广东 广州市 天河区 龙洞街华润万家广场 

 执行机构：广州市协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为结合天河区参加广州市 2019 年深化“羊城慈善为民”行动，创建“慈善之城”工作

要求，龙洞街社工服务站在本次活动通过义演、义卖、义诊的形式向居民募捐善款，全方位

调动民众投身公益的积极性，活动募捐的所有善款均投入扶贫救困，用于社区精准脱贫任务

及乡村振兴工作。 

   

义集儿童义卖合影和义卖现场 

（5）一勺米行动 

 地点：浙江 嘉兴市 海盐县 西塘桥街道东海社区 

 执行机构：海盐县民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19 年 6 月 9 日上午，来自西塘桥街道的 8 组亲子家庭共同参与了由海盐县民联社工

举办的“一勺米行动”。通过敲开冰冷的门，用一个微笑，一句问候，讲诉“一勺米”的故

事，打破邻里间的陌生感，倡导社区正能量。 

   

参与者合影、募米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2e539c2e8781dd6ad77a23982f30da97.jpe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c037fc34f52dd76bc1c1b3225240bca7.jpe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bd56fd08b12de98fd9e591104cc1aceb.jpg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dda944af98a610027afd5dbe4903c1d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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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民联义仓聚善日 

 地点：浙江 嘉兴市 海盐县 西塘桥街道东海社区 

 执行机构：海盐县民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民联义仓聚善日，2019年 6月 16日上午，西塘桥街道东海社区、海盐民联社工联动海

盐县口腔医院、街道卫生院、惠耳听力、如影义剪服务队、千百度义剪服务队、浙江海利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光明眼镜以及爱心人士，共同开展义诊、义剪、义磨剪刀、眼镜清

洗以及环保倡导；党员志愿者、志愿者、爱心人士、社区居民等百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多

方联动、服务社区，志愿同行，爱心同行，文明同行！ 

   

义诊和义剪 

 

（7）“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庆祝建党九十八周年”暨泺河社区第十七届“乐义集”活动 

 地点：山东 济南市 历下区 东关街道泺河社区 

 执行机构：济南市基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19年 6月 21日每季度一次的乐义集拉开了序幕。乐义集是基爱社工联合泺河社区党

委为整合社区资源，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展现社区志愿风采，每

季度举行一次的公益市集。本次活动主要包括义演、义卖、义动三个部分。 

泺河社区党委红心向党合唱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和我的祖国》拉开了本

次义演的序幕，抒发了爱党爱国的真情实感。萨克斯合奏《歌唱祖国》、独奏《白兰鸽》和

葫芦丝合奏《红梅赞》表达了辖区居民对祖国的无比热爱；舞蹈《再唱山歌给党听》、《青春

踢踏》，独唱《美丽祖国》、古筝独奏《将军令》、古琴独奏《酒狂》等精彩节目不仅让大家

领略到社区居民丰富的文化生活，更抒发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无限忠诚，展现了新时代泺河居

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20530bbee01286f9b2da656d7580107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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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设置义卖区域，由汇波小学的志愿者们将自己的闲置物品进行爱心售卖，参与义卖

的朋友们会将所卖物品收益的 15%捐赠给“鱼米互助社”，帮助辖区内高龄老人等有需要的

人，为党的九十八岁华诞献礼。 

义动区是来自医疗、教育、法律等各个爱心企业的免费服务，社区共建单位组成的义诊

团队为社区居民提供义诊服务，量血压、牙科、眼科检查等多项义诊项目为社区居民提供了

极大便利。 

    此次乐义集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更加促使广大党员和群众以饱

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投入到社区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中

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优良传统，用最美好的颂歌，向党的 98岁华诞献礼!  

   

义集舞台表演和义卖区小朋友义卖 

 

（8）一勺八宝米，一碗百家粥，拉近我们的距离 

 地点：广东 江门市 蓬江区 荷塘镇 

 执行机构：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稻草人社会工作中心 

组织荷塘镇 10 名村居残障人士走进社区募集夏至粥的材料，以一勺米的形式搭建残障

人士与社区居民的沟通桥梁，使残障人士与社区邻里产生互动与联结，鼓舞残障人士树立自

信心，打开勇敢的独立面，打破歧义与冷漠的关系。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d1945927aa020556e4151647d0a0134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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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商家募米 

 

（9）群义仓义集义卖活动 

 活动地点：上海市 静安区 彭浦镇灵石路 963弄 

 执行机构：灵石路 963弄居委会群义仓 

6 月 29 日上午，灵石路 963 弄居委会举办了大型迎七一便民服务，以及“群义仓”义

集义卖活动，同时进行 2019 年自治项目“灵石路 896 弄群义仓”的启动仪式。参加活动的

有，上海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的项目经理，居委会的陆书记，周主任和全体居委会干部等。

一大早志愿者们来到现场布置场地，一首群义仓的主题曲《友爱》拉开的活动序幕，首先由

主持人做活动的开场白，表示感谢广大居民的参与，接下来由陆书记和周主任讲话，自去年

党总支和居委会换届以来已有大半年的时间了，经过大家的努力和磨合为四个小区提供各项

服务，以后在工作当中还要靠大家的积极配合，感谢大家的支持。 

灵石路 896 弄群义仓是居委会今年的自治项目，群义仓秉承着“小善大爱邻里互助”

的理念，为更多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896弄群义仓在今天正式启动，由广盛苑群义仓志愿

者团队的组长张雄飞和上海屋里厢的项目经理以及 896 弄群义仓志愿者团队的组长，三位

上台做授旗仪式，旗帜的传递代表着义仓理念的传递，希望每个社区里面都能把小善大爱，

邻里互助发扬光大。广盛苑群义仓项目已有三年的经验，通过日常走访，一勺米活动，义集

义卖等活动已经成为我们社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受益人数达到 300人，希望这份爱心一直

传递下去。 

通过居委会以及群义仓志愿者们的大力宣传，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收到居民的募捐物近

100件，经过志愿者们的挑选，以一元至二十元不等的价格进行义卖。暑假来临，吸引了很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455d72a3e0397d9dcf030224d0a5c87d.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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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小朋友作为义卖的志愿者，义卖活动的各类物品价廉物美，在摊位前聚集了许多居民和小

朋友，有的买了满满一兜义卖产品，高兴而归，大家都为社区的爱心义卖募捐尽了自己的微

薄之力，寄托着居民们爱心的五元、十元，一张张人民币被投入大红色的募捐箱，此款项全

部用于困难家庭，弱势群体。 

   

小朋友义卖现场和志愿者现场倡议爱心互助 

（10）【非遗体验】非遗进社区·AI·链接趣味生活 

 地点：广东 江门市 蓬江区 潮连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 

 执行机构：蓬江区恒爱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 

   

现场体验鲁班锁 

2019年 6月 4日“非遗进社区·AI·链接趣味生活”，依托百度非物质文化 AI技术和

资源，通过现场扫描博物图片，就能体验 AI 黑科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的精妙展现；现

场参与榫卯体验，与非遗产亲密接触，虚拟与现实，活动带给居民全新的体验。 

 

（11）“社区靓起来，非遗活起来，生活美起来”—— 颛桥义仓第十一期颛溪八村低碳环

保主题义集暨中国第十四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大型活动 

 地点：上海市 闵行区 颛桥镇颛兴路 345弄 

 执行机构：上海闵行区利群社会工作事务所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2e82744dea66d7d0802982b9f84ad0d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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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博物馆现场体验鲁班锁和舞台区志愿者颁奖 

2019 年 6 月 8 日，颛桥镇举办了第十一期大型义集活动，结合低碳环保垃圾分类和百

度公益基金非遗进社区的活动主题。活动内容包括：义集义卖、非遗文化体验（鲁班锁、小

度音响、ai 黑科技、泥人、万花筒、风车等）、爱心家庭救助、颛桥义仓志愿者证书颁发、

低碳环保宣传游戏、便民服务（磨刀、理发）等。 

 

（12）义仓启动仪式 

 地点：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伊金霍洛旗 王府路社区 

 执行机构：伊金霍洛旗哈木图社区服务社 

2019 年 6 月 6 日下午，伊金霍洛旗哈木图社区服务社承办的民生微实事——义仓项目

在王府路社区举办开幕仪式，辖区居民共计 200余人参加本次活动。 

首先以乌兰牧骑的表演作为开场，为启动仪式拉开了炫彩的一幕，紧接着由主持人为广

大居民群众介绍义仓项目的具体实施安排及计划，程序、时间、以及注意事项，告知广大居

民朋友积极参与。“义仓项目”初衷是为居民提供便捷服务，为贫困家庭提供公益性的帮助。 

活动过程中特意对受益群众进行回访，向居民了解“义仓”项目对社区居民是否带来了

便捷及帮助。通过回访，居民们反映了“义仓”项目的优点以及之前活动的不足。居民对

“义仓项目”有着极好的评价，希望可以长久的实施此项目。受益群众也较为广泛，各行各

业，不分年龄段都有受益对象。 

在开幕式现场，还举办了端午节“一勺米”活动，在活动前向社区居民募集了糯米，用

百家米为百姓包粽子送粽子，送上端午节温暖的问候，象征着团结、友爱、和谐。一家一勺

米，百家百份力，包出来的粽子自然是色香味俱全。 

最后，在场的居民一起感受端午的热闹气氛，观看由乌兰牧骑带来的精彩表演，义工将

包好的粽子分发到在场老年人手里，并且为每位在场的居民送上一块块切好的凉糕，让大家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12674414b52cac3813382c44c60316bc.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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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品尝到端午的美食，通过一个个飘着粽香的粽子，在社区中、邻里间传递着温情。 

   

百家粥分享 

 

（13）非遗进社区 

 地点：山东 淄博市 临淄区 

 执行机构：淄博束氏庄园公益中心 

2019年 5月 29日，义仓，流动博物馆，非遗进社区走进周村区人民广场； 

2019年 6月 18日，义仓，流动博物馆，非遗进社区走进临淄区太公湖风景区； 

2019年 6月 27日，义仓，流动博物馆，非遗进社区。 

   

二.项目执行故事 

壹起分|永远热情的零废弃官方认证垃圾婆-许楷楠 

几年前的楷楠姐是一位做环保工程的女老板，专心带娃的某一天，闻到深圳家中传来刺

鼻的臭味，调查后得知是下坪垃圾场传来的。 

起初，她没有像其他业主那样只能无能为力的“抱怨”，与环保行业常年打交道培养了

她的环保意识，多年在小区参与和组织义工活动的经历，让她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可能的解

决之道。 

她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招募义工，开展一系列与垃圾问题相关的活动，从活动中寻求解

https://file.lingxi360.com/form_fill/b73f03cf5f1a78ba24d19777cc4203c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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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垃圾围城”问题的出路。她参加了一期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深圳市民大讲堂”。这次

讲座让她第一次全面地了解到城市垃圾问题和垃圾分类的没人关心的现状。 

之后，她就决定要行动起来。她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招募义工，开展爱护家园清洁、关

爱保洁员、资源回收等一系列与垃圾问题有关的活动，从行动中寻找解决垃圾问题的好办法。 

她的参加的深圳市龙华区零废弃促进会是“壹起分”的核心伙伴。2017 年，当“壹起

分”刚刚萌芽时期，许楷楠已经带领大家做着垃圾分类减量工作。2018 年，市龙华区零废

弃促进会正式成为“壹起分”的伙伴，同年也是许楷楠开展垃圾分类社区工作的第四个年

头。执行力强、热情又足的他们无疑是给“壹起分”大家庭增添了很多力量。 

每周末都有义工和许楷楠团队一起在社区里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回收居民的可回

收物，哪怕是下雨天。许楷楠认为：“即使刮风下雨，也要坚持第一线。因为垃圾分类开始

了就不能中断，不能打击居民们的积极性。如果我们因为天气原因不开展回收日，居民们就

得再攒一周，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丢失一个两个甚至更多居民的参与和信任。所以，和

居民约定好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把一份热情坚持到这个地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18 年，辛勤的他们仅在“春华四

季园”这个小区就开展了 40 场“壹起分”回收日活动，志愿者参与累计 300人，垃圾减量

累计 4283.26KG。 

我开始做垃圾分类的原因是由于我的小区离下坪垃圾场比较近，我常常会闻到臭味，

我参观下坪垃圾场，也参加中国垃圾减量分类的高峰论坛，后来开始实践。政府的垃圾

分类工作需要第三方公益组织帮助去宣传，只靠政府是不够的。我们深圳的垃圾分类观

念是以减量为基础的。我们垃圾不是凭空而来的，每年在以 8%的速度递增，其原因是我

们每个人浪费增加了。 

做志愿服务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会收获很多快乐，也确实收

获很多艰辛，我觉得快乐大于辛苦，所以我选择一直做下去。 

一勺米|在宝鸡又“玩”出新花样 

2017年，“一勺米”邻里互助计划承载着爱和温暖落地宝鸡，经二路街道办事处新民路

社区因为“一勺米”相知相遇了许多人，一声问候始于它，一份情怀续于它。经过两年多的

运作，“一勺米”早已走遍了辖区的各个角落，并结合社区的各项活动做出了特色，走出了

亮点。今年的端午节，“一勺米”在新民路又“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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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问候者。“邻居你好”，简单的一声问候，缘于“一勺米”，在端午来临之际，

我们敲开邻居的门，向他们道一声节日快乐，并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共度美好节日，让一勺

米更有意义。其次，号召者。浓情端午，“一勺米”变身“号召者”，号召辖区单位、社区

社会组织、志愿者、居民齐上阵，大家齐动手，包粽子、话真情，共度端午佳节。还有，关

爱者。一个个香气扑鼻的粽子，在一双双巧手中“应运而生”。今天美味的粽子最终将通过

我们可亲可爱的社区工作者送给辖区的老年人、残疾人、重病患者等等。小新说，自己偷吃

了两个粽子，他赞不绝口“那简直美味啊！” 

居民用募集到的米包粽子 

“一勺米”自从来到宝鸡，每天都在变化，越来越有独特性，今后我们将不断创新，继

续让“一勺米”更具特色，更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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