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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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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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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

人次儿童受益，志愿者参与【69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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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篇，微博【63】条，媒体报道【261】篇。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2018-2019儿童服务站】 

1. 重庆 

2019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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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暑期生活，站点基本保持每天开站，并利用空闲的时间

进行“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儿童主题活动、葵花朵朵亲子手工活动、“童趣无限 趣味游

戏”手工粘土活动、“蛋糕课堂”，“社会实践 ”、”四点半课堂”、“八一”建军节，我为军

人画幅画、“绘彩虹”主题活动、“环保知识寓教于乐，快乐暑期健康成长”、壹乐园夏令营

--"sweet love "英文趣味亲子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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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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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川北+广西 22 个执行站点开展了主要以绘画-“我心中的海洋世界”、课业辅导、

手工、阅读、体育等常规活动；“防震演练”、“急救心肺复苏”、“欢庆建国 70 周年”特色

活动，“折扇之美”传统文化、“牛奶涂鸦家”科学小课堂等主题活动；受益儿童【11972】

人次，志愿者【231】人次，微信推文【3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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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广东 

8 月份，广东省 16 所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正常运转，开展了游戏、阅读等常规活动，消

防、交通及防灾减灾等安全类主题活动，八一建军节、清凉一夏等特色活动。本月 16 所儿

https://mp.weixin.qq.com/s/nXZitfYevfVDkbeDtmn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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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服务站累计服务儿童 8883 人次，参与志愿服务志愿者 493人，专职社工/儿童专岗 27人，

发布项目媒体报道 52篇。  

4. 贵州 

2019年 08月期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贵州共 28个站点开展了【595】次常规活动，【88】

次主题活动，【80】次特色活动，分别开展了手工、阅读、绘画等常规活动，交通安全小课

堂、“以书为友，品读智慧”、“小小绘画家”等主题活动，“故事会”、“朋友的生日”、“神奇

的泡泡画”、“苗家板凳舞”等特色活动。本月，累计受益儿童【12724】人次，志愿者参与

【679】人次,微信公众号【40】篇，新闻报道【10】篇，自媒体【193】篇（今日头条、搜

狐等）。  

5. 湖南 

八月份，2018-2019年湖南省壹乐园儿童服务中期结项资料通过全国项目组审核，湖

南省 2019-2020年湖南省儿童服务站腾讯平台上线，以及确定申请 2019-2020年湖南省儿

童服务站的 31家机构，31 个站点，为湖南省儿童服务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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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开展常规活动和主题

活动及户外拓展活动，其中主题活动开展 31次，特色活动开展 24次，户外拓展活动开展

2次，常规活动开展 340次。受益儿童达到 5897人次，【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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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人次阅读量。  

6. 安徽 

2019年 8月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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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站点，在【9】县共【9】个社区开展活动，共提供【823.48】小时社区服务，【1838】

人次儿童受益，【40】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篇微信公众

号推文，共有【49】人次阅读量。 

7. 山东 

2019 年 7 月 25 日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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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乡社区开展了开展了主题、特色和常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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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名志愿者参与，931 名儿童受益，7523 人次儿童参与了

项目活动。 

在八月份期间，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完成山东省 2017-2018 年壹基金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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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站终期财务整理、山东省 2018-2019年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中期财务及报告整理、山东省

2019-2020 年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合作伙伴招募、尽职调查资料审核以及腾讯公益上线工作。 

8. 云南 

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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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个站点正常开站，540名社会志愿者参与无偿服务，受益儿童 6764人

次，活动进展微信、微博、抖音等推文 26篇。 

8 月份站点开展的活动都比较好，活动内容新颖、活动设计完整，使小朋友在假期里有

了不一样的体验。云南协调机构云南众益志愿者服务中心于 8月 17日到武定站点走访时收

到来自小朋友家长的反馈，来接孩子的大多都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他们表示这个服务站很好，

孩子假期里可以有学习的地方这个假期孩子的作业早就完成了，不像以往作业是收假前一天

来赶，孩子都在服务站有伙伴一起玩也开心，减轻了他们的压力。 

8 月 9-10 日在昆明开展了云贵两省执行机构第二期能力建设，为伙伴之后的工作方向

做出了指导也再一次强调了儿童服务站的执行要求。 

目前，曲靖木城社区没有开展活动，但是装修已经完成，预计 9月初开站。 

9. 川南 

2019年 8月期间，【四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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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共【2】个社区开展了【观看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我的梦》

公益巡演、暑假户外活动、“八一建军节”沐书香之馨 】等活动，共提供【186.98】小时社

区服务，【3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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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60】人次阅读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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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8mFNdH62WCt0RLqfn3VQ 

微信推文一：https://mp.weixin.qq.com/s/ffIBjjYnF1sPgSMbpJJmjg 

https://mp.weixin.qq.com/s/GO8mFNdH62WCt0RLqfn3VQ
https://mp.weixin.qq.com/s/ffIBjjYnF1sPgSMbpJJmjg


 

4 
 

11. 甘肃 

2019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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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课、儿童防拐课堂、

国学夏令营、户外徒步】等活动，共提供【3800.85】小时社区服务，【7114】人次儿童受

益，【183】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12】篇媒体报道，其中含【93】篇微信公众号推

文，共有【8876】人次阅读量。 

微信推文一：https://mp.weixin.qq.com/s/ffIBjjYnF1sPgSMbpJJmjg 

微信推文二：https://mp.weixin.qq.com/s/jZrgQQ5-py6Q1ioWJxdgbQ 

12. 宁夏 

2019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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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活动,特色活动】等

活动，共提供【538.49】小时社区服务，【1703】人次儿童受益，【0】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

布【14】篇媒体报道，其中含【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312】人次阅读量。 

13. 新疆 

2019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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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县共【10】个社区开展了【主题活动、常规活动】等活动，

共提供【725.28】小时社区服务，【3476】人次儿童受益，【20】人次志愿者参与。 

14. 黑龙江 

2019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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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5uZGTQ5MqKApUdg8-N1lQ 

15. 吉林 

2019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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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课业辅导和娱乐活动，一些

主题活动和特色活动】等活动，共提供【722.71】小时社区服务，【1006】人次儿童受益，

【39】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0】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0】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

https://mp.weixin.qq.com/s/ffIBjjYnF1sPgSMbpJJmjg
https://mp.weixin.qq.com/s/jZrgQQ5-py6Q1ioWJxdgbQ
https://mp.weixin.qq.com/s/W5uZGTQ5MqKApUdg8-N1lQ


 

5 
 

有【1565】人次阅读量。。 

微信推文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MTE5MzQxMg==&mid=2650417122&idx=1&sn=

34678f0b3ac6027d6c6ee659ee67da33&chksm=8f579cc9b82015df6c1f6864c8d54c128d

a80d890e0882ad30f6f97ebf744c9c8d328677c34a&token=1886980428&lang=zh_CN#rd 

16. 辽宁 

2019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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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假期作业辅导、快乐周末、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共提

供【870.15】小时社区服务，【3451】人次儿童受益，【279】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1】

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1】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461】人次阅读量。 

微信推文一:https://mp.weixin.qq.com/s/Y-B5Rlc0VRgl9N0AOaKMoA 

17. 江西 

2019年 8月期间，【江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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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社区开展了【小组活动，趣味活动，夏令营，安

全教育】等活动，共提供【1082.00】小时社区服务，【1758】人次儿童受益，【83】人次志

愿者参与。共发布【31】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2】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820】人次

阅读量。 

微信推文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TYxODQyMQ==&mid=2247487519&idx=1&sn=5840c

63ef4f8833b235bb34f3e46efed&chksm=972f7d85a058f4931a786b6698c4cc38c61b4c7e468e2

3867bfb13348476d1effe9dcf2e0ebb&token=2007330264&lang=zh_CN#rd 

 

18. 湖北 

2019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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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作业辅导、手工、美术、研学、

安全教育】等活动，共提供【968.87】小时社区服务，【4070】人次儿童受益，【260】人次志

愿者参与。共发布【13】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2】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957】人次

阅读量。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MTE5MzQxMg==&mid=2650417122&idx=1&sn=34678f0b3ac6027d6c6ee659ee67da33&chksm=8f579cc9b82015df6c1f6864c8d54c128da80d890e0882ad30f6f97ebf744c9c8d328677c34a&token=1886980428&lang=zh_CN#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MTE5MzQxMg==&mid=2650417122&idx=1&sn=34678f0b3ac6027d6c6ee659ee67da33&chksm=8f579cc9b82015df6c1f6864c8d54c128da80d890e0882ad30f6f97ebf744c9c8d328677c34a&token=1886980428&lang=zh_CN#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MTE5MzQxMg==&mid=2650417122&idx=1&sn=34678f0b3ac6027d6c6ee659ee67da33&chksm=8f579cc9b82015df6c1f6864c8d54c128da80d890e0882ad30f6f97ebf744c9c8d328677c34a&token=1886980428&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Y-B5Rlc0VRgl9N0AOaKMo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TYxODQyMQ==&mid=2247487519&idx=1&sn=5840c63ef4f8833b235bb34f3e46efed&chksm=972f7d85a058f4931a786b6698c4cc38c61b4c7e468e23867bfb13348476d1effe9dcf2e0ebb&token=2007330264&lang=zh_CN%23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TYxODQyMQ==&mid=2247487519&idx=1&sn=5840c63ef4f8833b235bb34f3e46efed&chksm=972f7d85a058f4931a786b6698c4cc38c61b4c7e468e23867bfb13348476d1effe9dcf2e0ebb&token=2007330264&lang=zh_CN%23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TYxODQyMQ==&mid=2247487519&idx=1&sn=5840c63ef4f8833b235bb34f3e46efed&chksm=972f7d85a058f4931a786b6698c4cc38c61b4c7e468e23867bfb13348476d1effe9dcf2e0ebb&token=2007330264&lang=zh_CN%2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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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管理工作进展 

1. 站点硬件升级、采购 

2019-2020年儿童服务站全国项目进行了第一次硬件物资升级竞标会，根据三方的物资

配备、空间涉及以及报价情况，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给出了修改意见，并计划在 9 月 11

号开站二次竞标。 

2. IT 系统迭代升级 

儿童关怀部团队本月就儿童服务站 IT 系统迭代升级工作与 IT 系统开发商进行了两次

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升级需求，并对应功能落地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3. 培训、督导机制意见收集 

和全国项目组一起，对拟定好的培训、督导机制进行讨论。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 

（一）优质故事 

故事一 

让孩子懂得分享 

这天儿童服务站里，儿童们三五成群的凑在一起玩游戏，只有灿灿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坐

在椅子上低着头不说话。我走过去问：“灿灿，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呢？为什么不和小朋

友一块玩呀？”灿灿：“他们都不和我玩。”呜呜……接着小眼泪就流出来了，我说：“那你

知道为什么吗？”“他们说我老抢他们东西，都不和我玩。”“灿灿，首先呢你要知道抢别人

的东西是不对的哦，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做，知道吗？我们和小朋友玩要讲道理，是不可以去

抢别人的，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一起玩，懂得分享，这样大家才会喜欢你，才会愿意和你做

朋友。”灿灿听了点了点头惭愧的说“我知道了，老师。” 

灿灿听了我对她说的话，沉思了一会，这几天慢慢走到一些小朋友们的前边，试探性的

问到：“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我不抢你们的玩具了。”“来吧，那你过来吧！我们一块玩。”

灿灿兴奋地跑过去，主动帮他们拿玩具，当看到其他小朋友有需要，她也会主动去帮助他们，

渐渐地，好多小朋友都跑过来和灿灿一起玩。“灿灿是我的好朋友，我要和她一起玩耍。”“她

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我们都是好朋友。”灿灿看着小朋友们都想和她做朋友，

开心极了。“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在那次以后我也留意到灿灿的确是有了很大的改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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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交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其实在孩子的小社会里，学会生存、学会交往、学会每一天都快乐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所以我们千万别轻易说孩子，因为他们需要正确的交往方法，需要在哭泣后获得解决问

题的思路。 

 
故事二 

让爱在平凡中传递发光 

 有人说，人生中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又能收获别人的爱就是最幸福的。万分庆幸能

在机缘巧合的七月在卓老师的引领下走进了惠州市手牵手公益服务中心举办的关爱留守儿

童支教活动，在这里为期我将近两个月的支教工作。清晰记得我报到踏进教室的第一天，我

看到的是一个个与自己想象中有差别，黝黑、粗糙的皮肤，凹进深邃眼睛，同样以好奇的眼

神与我对视的孩子们，那一天，我们没有上课，而是围成一个大圈坐在一起进行自由的言谈，

进行一分钟的自我介绍，这是我们打开彼此沟通的第一步，相信也正是这迈开的第一小步奠

定打下了我们后来慢慢累积的深厚情感。 

我们上课的地方在一个小祠堂里，每天 9点钟开门，我留意到有些离家很远的孩子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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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徒步而来，也有家长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很准时准点的把孩子送到来，甚至有时比老师

还来的早，六七点钟就已经候在那里了。每一次家长们接送孩子时都会对我说一声:老师，

辛苦你了，谢谢!微不足道的一句话却让我心头湿了很久很久。为了让孩子们更好的全面发

展，我对所有的孩子们在课堂中的不同表现进行总结，并深入分析其原因，有效并有针对性

地对孩子们进行个别教育，使孩子们共同提高。同时，我打破一贯的教学常规和作风，雨天，

带着孩子们走出教室到户外进行废物回收利用，阳光下一起打羽毛球，跳绳，骑车，围圈讲

故事，排着队做操，在雨中跳舞，一起动手共同合作画画做手工，在不愿动手到渐渐想去尝

试，在鼓励动手参与的过程中学到团队合作和默契，让他们感受学中玩，玩中学的趣味和快

乐。每次在完成后，不管做得好与不好，我都会告诉他们:你们真是棒，记住不要放弃不要

气馁，下次你们可以做的更好哦!正是因为这样的坚持和努力，慢慢的孩子们心中就种下了

一粒种子，让他们认识到了赏识的美好和懂得了感恩的重要性。当看到孩子们的脸上都洋溢

出灿烂自信的笑容时，你会觉得他们是那么的纯真可爱。太多太多欢乐的记忆。孩子成长的

路上，需要的不是一个板着脸教自己墨守成规，一题不对就怒目相对拳脚相加的老师，而是

一个可以陪她们成长，分享知识，经验和见解的哥哥姐姐。而我则想通过我们所有的课堂学

习告诉我的孩子们:贫穷并不可怕，艰苦也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在这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

我还能看到你们的坚强懂事，我们积聚在一起还难得有一颗积极上进的心。 

 播种一份爱收获千万份爱。正是这样，你对孩子的用心和爱，他们都会牢牢的刻记在

心里，尽管他们并不善于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感谢及埋藏在心中的那份情感，但是当孩子们对

我说，老师长大了我也要成为你向你这样的时候，我真的流泪了。孩子们的心思很细腻，总

是会突然的收到送给我的爱心小纸条，一幅画，一个千纸鹤，或是在家里给捎过来的一袋从

山上摘的稔果子，说:“老师，送给你”。一股暖流从心底流过，每次当收到这样的礼物，真

的让我格外珍惜感动。我想，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吧。 

很清楚记得周二那天，生理期的疼痛折腾了我一个上午不能上课，当我哎哟哎哟的缩成

一团半躺在沙发上的时候，这时，一声“小不点老师，你肚子疼好点了吗？”我侧仰着抬头

一看，原来是小珍同学。我赶紧坐起来问到:小珍同学，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没上课啊?其他

小朋友呢?”“还有十分钟，我就提前打卡下课啦，小朋友都问你去哪了，我问了卿老师，卿

老师说你不舒服，小朋友们都去摘树菠萝了，说小不点老师今天没来，明天要留出一块给你

吃，我就先过来看看你，你看，我还给你带来了树菠萝种子呢，已经发了芽的哦”!看着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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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大汗淋漓的小珍同学，既心疼又感动，顿时，我就眼湿了，我想她应该是一路小跑着过来

的吧，天气那么晒，真是难为她了。我想，这也许就是付出的收获，只要我们愿意去努力坚

持，我们就能收获那一份纯真珍贵的感情，而这，正是千金难买最宝贵东西。 

虽然，我的能力有限，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哪怕我只能改变一点点，我也能为

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从繁华的城市走进大山深处，支教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教会了

孩子们多少东西，而是让孩子们能感受到在社会中还能有一群这样充满有爱的人一直关心着

他们，这份爱一直他们身边，从不曾消失或离开。我也殷切期望及呼吁社会各界能够有更多

的同样有爱心和责任心的人士加入，给山区的留守孩子们开启一扇与大千绚烂世界连接的窗

户，为他们传递知识和温暖，送达欢乐和希望。相信，世界变得更美好，不是因为一个人做

了很多，而是因为每个人都多做了一点点。尽我所能，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因我而美丽!   

（二）优质照片 

  

左图：N0.566壹乐园儿童服务站琅琊站点；右图：N0.575壹乐园儿童服务站五李社区站点 

  

左图：永丰县水陂头村站点--非洲鼓；右图：【388】小舞蹈、小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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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小生日，大梦想”生日会 

  

左图：陇南光明公益联合会--“神奇”的科学实验； 

右图：合阳县爱心飞扬儿童服务站（金水社区）-交通安全知识培养 

上图：NO.534西宁街道站点，以“家和太阳”为主题的绘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