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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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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项目儿童服务站：2019 年 7 月，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在全国【20】个省，共计

【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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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32】

人次儿童受益，志愿者参与【6987】人次，由于正值暑期，各省站点迎来了服务人次高峰。

微信公众号传播【577】篇，微博【73】条，媒体报道【97】篇。 

政府合作项目儿童服务站：推进黑龙江省鹤岗市政府合作项目协议签订工作。 

贵州益童乐园战略合作：2019 年 7 月 26 日，试点一年的“益童乐园”项目正式全面启

动。在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委网信办指导支持下，贵州省慈善总会与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形成战略合作：在贵州全省 354 个易地扶贫搬迁县城安置区

复制推广“益童乐园”品牌项目，集中各方优势资源，更大力度助力易地扶贫搬迁儿童融入

社会，助推脱贫攻坚公益新实践。 

https://mp.weixin.qq.com/s/fuMu7m0k-WxUpwwXzMxzZg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本月各地暑假正式开启，各省儿童服务站的服务量到达另一个高峰。总体来说，各站点

服务运营正常，活动丰富，受益人数达标。具体各省情况如下： 

1.2018-2019儿童服务站 

(1) 重庆 

2019年 7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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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

同时，重庆地区各小学已经结束一学期的课程，暑期生活开始了，站点基本保持每天开站，

https://mp.weixin.qq.com/s/fuMu7m0k-WxUpwwXzMxz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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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利用空闲的时间进行“七彩假期”暑期公益课堂、“7月，和小猪佩奇一起学口语”、“沟通

零距离”亲子教育主题讲座等主题活动。【73】个服务站累计受益儿童 4500 人【67912】人

次，平均开站 25天。参与志愿者【3500】人次，执行专职【115】人，发布微信推文 61篇、

微博 73篇，重庆日报、美篇等其他新媒体平台报道【15】篇。 

(2) 四川川北+广西 

2019年 7月期间，四川川北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20】家社

会组织服务【22】个站点，在【7】县共【22】个社区开展了【垃圾分来、安全教育知识小

课堂、快乐读书会、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暑期夏令营】等活动，共提供【1595.57】小时社

区服务，【6516】人次儿童受益，【318】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46】篇微信公众号推

文。 

(3) 四川川南 

2019年 7月期间，四川川南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3】家社会

组织服务【4】个站点，在【3】县共【3】个社区开展了“青少年暑期安全应急培训小课堂”

“暑假生日会”“我是劳动好帮手”等活动，共提供【47.43】小时社区服务，【98】人次儿

童受益，共发布【1】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篇微信公众号推文。 

(4) 云南 

2019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云南地区 7个项目区县 8家执行机构共有 11个站点。                                                                                                                                                                                                                                                                                                                                                                                                                                                                                                                                                                                                                                                                                                                                                                                                                                                                                                                                                                                                                                                                                                                                                                                                                                                                                                                                                                                                                                                                                                                                                                                                                                                                                                                                                                                                                                                                                                                                                                                                                                                                                                                                                                                                                                                                                                                                                                                                                                                                                                                                                                                                                                                                                                                                                                                                                                                                                                                                                                                                                                                                                                                                                                                                                                                                                                                                                                                                                                                                                                                                                                                                                                                                                                                                                                                                                                                                                                                                                                                                                                                                                                                                                                                                                                                                                                                                                                                                                                                                                                                                                                                                                                                                                                                                                                                                                                                                                                                                                                                                                                                                                                                                                                                                                                                                                                                                                                                                                                                                                                                                                                                                                                                                                                                                                                                                                                                                                                                                                                                                                                                                                                                                                                                                                                                                                                                                                                                                                                                                                                                                                                                                                                                                                                                                                                                                                                                                                                                                                                                                                                                                                                                                                                                                                                                                                                                                                                                                                                                                                                                                                                                                                                                                                                                                                                                                                                                                                                                                                                                                                                                                                                                                                                                                                                                                                                                                                                                                                                                                                                                                                                                                                                                                                                                                                                                                                                                                                                                                                                                                                                                                                                                                                                                                                                                                                                                                                                                                                                                                                                                                                                                                                                                                                                                                                                                                                                                                                                                                                                                                                                                                                                                                                                                                                                                                                                                                                                                                                                                                                                                                                                                                                                                                                                                                                                                                                                                                                                                                                                                                                                                                                                                                                                                                                                                                                                                       

本月项目云南 5个站点正常开站，开展手工、美术、阅读、课辅等常规活动，暑期安全

成长营、亲子互动等特色活动，安全卫生主题活动，【244】名社会志愿者参与无偿服务，受

益儿童【2405】余人次，活动进展微信、微博、抖音等推文【10】篇。 

7 月，云南协调机构云南众益志愿者服务中心督促 5个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开展活动，监

督服务站进行传播工作，指导各站点完成项目中期报告工作，为第二期能力建设做准备。 

曲靖 6个站点，其中 4个站点已经开展活动，剩余 2个站点在做装修，曲靖文昌社区因

站点地段位于老城区拆旧换新维修过程缓慢，且今日连续降雨施工困难估计 7 月底左右能

完工。于 2019 年 7 月到会泽做一次站点督导，对站点选点提出更改意见，并对财务工作提

出要求。会泽木城社区站点是因为在站点位置选点督导过程中发现选点不适宜做儿童服务站

后更改地址。 

(5) 贵州    

本月壹乐园儿童服务站主要开展作业辅导、绘画、游戏、手工、舞蹈等常规活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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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消防和溺水安全知识课堂、减防灾等主题活动，历史讲座、“我读书、我快乐”等特

色活动。 

7 月，贵州【28】个壹基金壹乐园儿童服务站累计服务儿童【2243】人，服务儿童人次

约为【24220】人次，参与志愿者【309】人，专职【31】人，发布平台报道【3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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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站点设计开展图书阅览、手工制作、书法绘画等常

规活动，“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红色教育——唱红歌”等主题活动，参观污水处理厂、

垃圾分类等特色活动，共【315】名社会志愿者参与无偿服务，受益儿童【2741】人次，活

动进展微信推文【40】篇，微博推文【7】篇，新闻【10】篇。 

安徽协调机构安徽广善公益助困服务中心督促各执行机构积极组织开展项目活动，与站

点进行日常运营沟通，收集日常项目资料协助使用项目检测系统。 

(7)  广东 

7 月份，广东省 16 所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正常运转，开展了游戏、绘画、暑期课辅、阅

读等常规活动，交通安全、防溺水和减防灾等安全类主题活动，“童心向党，七彩童年”、禁

毒知识讲座、水资源科普等主题活动，创意手工、趣味运动会等特色活动，获得当地政府部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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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9】人

次，参与志愿服务志愿者【656】人，专职社工/儿童专岗【27】人，发布项目媒体报道【68】

篇。 

(8) 湖南 

七月份，省级协调完成了 18 家儿童服务站第一次中期报告审核。同时与广东省一起完

成了 18-19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的能力建设培训，共同学习新知识、开拓新思想，提高了儿

童服务站站点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湖南省儿童服务站执行机构站点能够每月不低于 20天开放、定期开展“多彩课堂”、手

工绘画、暑期课辅等常规活动，消防安全、垃圾分类等主题活动，亲子共读、手工陶艺、变

废为宝、职业体验等特色活动，其中主题活动开展【52】次，特色活动开展【35】次，户外

拓展活动开展【3】次，常规活动开展【450】次。本月受益儿童达到【850】人，共【6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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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山东 

2019 年 6 月 25 日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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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乡社区开展了预防“雷电、溺水和洪水”安

全知识讲座主题活动，井盖涂鸦特色活动，暑期课辅及手工等常规活动，其中较多站点结合

暑期学生放假等因素开展安全教育、禁毒教育、主题夏令营等活动，在壹基金壹乐园儿童服

务站运营期间共有【240】名志愿者参与，【1143】名儿童受益，【11481】人次儿童参与了项

目活动，总共有【91】篇新媒体途径传播报道。 

(10) 甘肃  

2019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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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色】等活动，

共提供【3310.02】小时社区服务，【9107】人次儿童受益，【366】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

【83】篇媒体报道，其中含【7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8825】人次阅读量。 

微信推文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jE2MjQ2Nw==&mid=2247485989&idx=1&sn=d

a35c5fd67ac544d8dfcbf976a30767e&chksm=f969e5e#__NO_LINK_PROXY__ 

微信推文二：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YxMzM1Ng==&mid=2650232623&idx=1&sn=c

c13b633dbd15c239938e0c3553b7eb8&chksm=87a26dacb0d5e4ba36113b13271a22cb89c18175c

7e7a2f29d373078fb5ab28bdecdd3ee7e1c&token=288987657&lang=zh_CN#rd 

(11)  吉林 

2019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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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活动、主题活动和特色活

动】等活动，共提供【628.32】小时社区服务，【1097】人次儿童受益，【194】人次志愿者

参与。共发布【17】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7】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879】人次阅

读量。 

微信推文一：https://www.toutiao.com/a1638472692151300 

微信推文二：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zU5ODQyOQ==&mid=2247484576&idx=1&sn=8

915d0977e4d78a991f6469661fa8c1a&chksm=96cdbb92a1ba328432b75446ff9e520e667b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jE2MjQ2Nw==&mid=2247485989&idx=1&sn=da35c5fd67ac544d8dfcbf976a30767e&chksm=f969e5e#__NO_LINK_PROXY__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jE2MjQ2Nw==&mid=2247485989&idx=1&sn=da35c5fd67ac544d8dfcbf976a30767e&chksm=f969e5e#__NO_LINK_PROXY__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YxMzM1Ng==&mid=2650232623&idx=1&sn=cc13b633dbd15c239938e0c3553b7eb8&chksm=87a26dacb0d5e4ba36113b13271a22cb89c18175c7e7a2f29d373078fb5ab28bdecdd3ee7e1c&token=288987657&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YxMzM1Ng==&mid=2650232623&idx=1&sn=cc13b633dbd15c239938e0c3553b7eb8&chksm=87a26dacb0d5e4ba36113b13271a22cb89c18175c7e7a2f29d373078fb5ab28bdecdd3ee7e1c&token=288987657&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YxMzM1Ng==&mid=2650232623&idx=1&sn=cc13b633dbd15c239938e0c3553b7eb8&chksm=87a26dacb0d5e4ba36113b13271a22cb89c18175c7e7a2f29d373078fb5ab28bdecdd3ee7e1c&token=288987657&lang=zh_CN#rd
https://www.toutiao.com/a163847269215130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zU5ODQyOQ==&mid=2247484576&idx=1&sn=8915d0977e4d78a991f6469661fa8c1a&chksm=96cdbb92a1ba328432b75446ff9e520e667b704799215a4cd2fee0f6f965d5be8843b7a1b721&token=59303302&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zU5ODQyOQ==&mid=2247484576&idx=1&sn=8915d0977e4d78a991f6469661fa8c1a&chksm=96cdbb92a1ba328432b75446ff9e520e667b704799215a4cd2fee0f6f965d5be8843b7a1b721&token=59303302&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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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99215a4cd2fee0f6f965d5be8843b7a1b721&token=59303302&lang=zh_CN#rd 

(12)  江西 

201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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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次，7个站点共

有【111】人次的志愿者参与，【3302】人次儿童参与了项目活动。总共有【0】篇媒体报道，

【34】篇省协调机构及伙伴机构微信推文，省协调机构专职占云鹏与执行机构 13 名工作人

员参加了项目中期培训。 

微信推文一：https://mp.weixin.qq.com/s/J7CBF04lUi3JHydNKIfdUQ 

微信推文一：https://m.weibo.cn/5104034813/4395012030718524 

(13)  陕西 

2019年 7月期间，陕西省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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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4】人次儿童参与了项目活动，【83】篇项目组及伙伴机构微信推文。 

微信推文一：https://mp.weixin.qq.com/s/0rsD1vIIly7hioAtk66pbg 

微信推文一：https://mp.weixin.qq.com/s/M6e9hxi4Sy-lUnuKjsWw3w 

(14) 新疆 

201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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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县共【10】个社区开展了【常规活动、主题活动、特色活动】

等活动，共提供【728.94】小时社区服务，【2680】人次儿童受益，【7】人次志愿者参与。共

发布【1】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797】人次阅读量。 

微信推文一：https://mp.weixin.qq.com/s/uquQd6zh3JDdqrkeGNKPEw 

微信推文二：https://mp.weixin.qq.com/s/d6Lj4CIlUgUvoen4FpjmiQ 

(15)  宁夏 

201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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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县共【4】个社区开展了【常规活动，特色活动，主题活动】

等活动，共提供【264.06】小时社区服务，【880】人次儿童受益，【4】人次志愿者参与。共

发布【4】篇媒体报道，其中含【4】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5495】人次阅读量。 

微信推文一：https://mp.weixin.qq.com/s/_0t6U5g_fqlPnKIzfu6JFw 

微信推文一：https://mp.weixin.qq.com/s/nOKZG9WBVoDv-OEjJ7gWMQ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zU5ODQyOQ==&mid=2247484576&idx=1&sn=8915d0977e4d78a991f6469661fa8c1a&chksm=96cdbb92a1ba328432b75446ff9e520e667b704799215a4cd2fee0f6f965d5be8843b7a1b721&token=59303302&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J7CBF04lUi3JHydNKIfdUQ
https://m.weibo.cn/5104034813/4395012030718524
https://mp.weixin.qq.com/s/0rsD1vIIly7hioAtk66pbg
https://mp.weixin.qq.com/s/M6e9hxi4Sy-lUnuKjsWw3w
https://mp.weixin.qq.com/s/uquQd6zh3JDdqrkeGNKPEw
https://mp.weixin.qq.com/s/d6Lj4CIlUgUvoen4FpjmiQ
https://mp.weixin.qq.com/s/_0t6U5g_fqlPnKIzfu6JFw
https://mp.weixin.qq.com/s/nOKZG9WBVoDv-OEjJ7gW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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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湖北 

201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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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县共【9】个社区开展了【】等活动，共提供【1012.40】小时

社区服务，【5779】人次儿童受益，【194】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5】篇媒体报道，其

中含【12】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049】人次阅读量。 

微信推文一：https://mp.weixin.qq.com/s/DQ_sgr5Xz0ndzwlFOmhkAg 

微信推文二：https://mp.weixin.qq.com/s/U4cTHJ033kHzKD3U9rfOBw 

(17)  黑龙江 

2019 年 7 月期间，【黑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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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站点，在【6】县共【7】个社区开展了【益智活动、体育活动、口才历练、

语文朗读大赛、书法、公益小天使置换】等活动，共提供【671.96】小时社区服务，【1686】

人次儿童受益，【96】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篇微信公众

号推文，共有【131】人次阅读量。 

微信推文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TQxNjU3Mg==&mid=2247488667&idx=2&sn=8

c7498f7a558c4a38b8f6a003baa30b0&chksm=9730658#__NO_LINK_PROXY__ 

(18) 辽宁 

201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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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活动：作业辅导、兴趣课堂”，

“主题活动”，“特色活动”，“专职能力建设培训”，“暑期夏令营”】等活动，共提供【810.15】

小时社区服务，【2425】人次儿童受益，【333】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5】篇媒体报道，

其中含【5】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888】人次阅读量。 

微信推文一：https://mp.weixin.qq.com/s/RmzpCEsZ0v-yNx__WbHmaA 

微信推文二：https://mp.weixin.qq.com/s/HnTKRdTpDV6Ry4FBJurhww 

（三）项目管理工作进展 

1. 站点硬件采购 

启动 2019-2020年儿童服务站项目硬件采购，在机构官网发出招标公告； 

2. 尽职调查 

项目组开展 2019-2020 年儿童服务站全国项目的尽职调查工作，重点考核了有意向参

与站点的选址情况、服务对象类型，为下一年项目的开展保驾护航。 

https://mp.weixin.qq.com/s/DQ_sgr5Xz0ndzwlFOmhkAg
https://mp.weixin.qq.com/s/U4cTHJ033kHzKD3U9rfOBw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TQxNjU3Mg==&mid=2247488667&idx=2&sn=8c7498f7a558c4a38b8f6a003baa30b0&chksm=9730658#__NO_LINK_PROXY__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TQxNjU3Mg==&mid=2247488667&idx=2&sn=8c7498f7a558c4a38b8f6a003baa30b0&chksm=9730658#__NO_LINK_PROXY__
https://mp.weixin.qq.com/s/RmzpCEsZ0v-yNx__WbHmaA
https://mp.weixin.qq.com/s/HnTKRdTpDV6Ry4FBJurh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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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三年规划 

开展儿童服务站 2019-2022年工作进行三年规划，初步确定了项目问题及解决路径、项

目目标等内容。 

（四）传播筹资工作进展 

 本月各地暑假正式开启，各省儿童服务站的服务量到达另一个高峰。总体来说，各站点

服务运营正常，活动丰富，受益人数达标。具体各省情况如下： 

1.传播 

（1）机构层面传播：壹基金微信公众号推文【1】篇，； 

（2）项目伙伴层面传播：微信公众号传播【577】篇，微博【73】条，媒体报道【97】篇。 

（3）与合作伙伴南都“好公益平台”达成一致，在腾讯 99公益日期间，参与好公益平台发

起的广告大赛，并在其 99 公益主题页上展示项目，助力“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乐捐项目传

播筹资。 

2.企业合作 

（1）与迪士尼合作的电影小课堂活动，计划全国 340 个站点参与。本月启动 DVD 光驱采购

和对接视频发货，以及电影鉴赏课程设计。 

（2）与比亚迪进行前期合作沟通，向其各事业部基金会发出邀约，提供可能的合作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站点捐赠、员工公益参与、资金使用专项计划。 

（3）借新项目周期硬件采购之机，邀请宜家中国以多种形式与儿童服务站项目开展合作，

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捐赠（儿童空间及体验设计）、站点捐赠、员工公益参与。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一）优质故事 

【广东省 No.512 金川社区站点】 

“你这做的什么呀？”手工课上我问了一句。 

“这是我的梦想之窗啊！”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啊？” 

“我想开一个小卖部！” 

“嗯……，为什么呀？” 

“这样我就可以把所有的零食和玩具都拿出来，与小伙伴们分享，他们肯定会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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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成为一个让大家开心的人。我做的这个就像万花筒一样，里面什么都有，快来看。” 

“哇，真的什么都有呢，眼花缭乱的玩具和令人垂涎欲滴的零食，要啥有啥呀。” 

他边说边拿着刚制作好的“梦想之窗”四处观望，仿佛自己已经进入一个神奇的世界，

看着他的笑脸想必那里的小卖部一定是一个承载欢声笑语的乐园。 

孩子的笑容是那么的纯真，孩子的想法更是那么的天真，吃和玩就是一个孩子最基本的

快乐。看到这些孩子天真的脸上洋溢着喜悦，我的内心感到十分满足。 

 

 

【黑河市鸿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儿童服务站小故事分享】 

姐姐、妹妹 

在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里，有这样一对特殊的双胞胎姐妹，两个孩子从小父母离异，由

奶奶陪伴长大，姐姐先天性脑瘫，进行过手术，行动不能自理，上学靠奶奶贴身陪伴，姐

妹两个很要强，学习成绩很好，奶奶不会辅导她们，在服务站里，遇到不会的题她们总会

很有礼貌的请教老师，姐妹两个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姐姐由于脑瘫视力不太好，不能独自走路，但是姐姐的记忆力很好，加上奶奶和老师

的鼓励，姐姐自信，自强，经常会得个一百分，来到儿童服务站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这份

快乐，妹妹更加优秀，差不多次次考试得第一。儿童服务站的兴趣培养课上，无论是绘画

课还是小主持人培训和其它科她们两个都积极参加，每一科都认认真真的学，面对老师提

出的问题，他俩总是第一个举手。 

老师为他们点赞，同学为她们加油。她们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多彩的课堂丰富了知

识，真好！姐妹俩很珍惜不想错过每一堂课。 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妹妹悄悄在白板上分别

写着:“徐老师最好”、“王老师我爱您” ，姐姐也在纸上写着“王老师徐老师最好最漂

亮，我爱您”，拉着老师来看，小女孩开心的笑容暖心的话语，老师心里很感动。祝愿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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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成长每一天。 

 

 

（二）优质照片 

  

左图：四川川北站点小手拉大手 齐心保平安 

右图：四川川北茶坊社区站点，常规绘画课堂 

左图：重庆岩湾社区儿童服务站日常活动现场图 

右图：NO.534西宁街道站点，急救包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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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2019年 7月 17 日上午，湖南雅塘村社区站点手工陶艺“动物王国之大象” 

左图：贵州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双江镇站点，拿着自己剪出的五星笑得好开心呀 

左图：广东站点，“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右图：广东 No.519始兴东升社区站点，特色活动：“快乐成长·清凉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