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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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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5月，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在全国【19】个省，共计【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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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87】人次儿童受益，志愿者参与【5696】

人次。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传播报道【1258】篇。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2019-2020 儿童服务站】 

1. 湖北 

2020年 5月期间，【湖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25】家社会组织服

务【24】个站点，在【11】县共【12】个社区开展了【劳动节母亲节主题活动、站点常规活动】

等活动，共提供【4054.75】小时社区服务，【4433】人次儿童受益，【42】人次志愿者参与。

共发布【53】篇媒体报道，其中含【46】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3463】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有味道的劳动节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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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

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

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提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和要求。劳动教育具有修德、益智、健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在培育

时代新人方面具有德智体美四育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在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为了培养孩子

们的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以劳动为中介培养孩子良好劳动价值观，使劳动习惯贯穿于日常行为

的一举一动中，壹基金龙湾社区儿童服务站以“劳动教育”为理念，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了“我爱

劳动，劳动使我快乐”为主题的线上活动。 劳动教育正是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精神与责任心、意

志力的好方法。在这个特殊的五一假期，我们鼓励小朋友们积极参与家务劳动，培养孩子的自理

能力，相信孩子的独立能力，耐心陪伴孩子成长。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妈妈，我爱你——仙桥社区儿童服务站母亲节活动 

文章标题：《我和我的小饺子》——仙桥社区儿童服务站线上主题活动方案  

文章标题： 还没开学，如何确保孩子上网安全 

2. 宁夏 

2020年 5月期间，【宁夏】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8】家社会组织服

务【8】个站点，在【5】县共【8】个社区开展了【线上的每日写作业学习签到，课业辅导、书

法、阅读、绘画、家务参与、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及开学心理辅导】等活动，共提供【828.25】小

时社区服务，【2655】人次儿童受益，【24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8】篇媒体报道，其中含

【6】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726】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银川市民族综合福利院/五月爱在路上慰问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kxMTY2Mg==&mid=2247488696&idx=1&sn=433b22d0377c45f3d7cd9d623e7322fb&chksm=96e7e8b9a19061af8734c17b7435c843fc6f3666d7842fee2ca46924f446eb1a740103957911&token=1195923643〈=zh_CN#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kxMTY2Mg==&mid=2247488640&idx=1&sn=5eb3aa6b339810898eef1eead47923c1&chksm=96e7e881a1906197d24d09be885ac4aa662dd43326c6e8f35f1faa7cf66d3443c0f8baa026df&token=1195923643〈=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OTU0NzQ0MQ==&mid=2247483744&idx=2&sn=3b0865e0914ace9f590af7dd0b335c4b&chksm=ec2c34bedb5bbda8ccc8b0874aa45fcfe99591f7c7bfaa1d3fe3c36a024068d7e3e8398b16a0&xtrack=1&scene=90&subscene=93&sessionid=1590392721&clicktime=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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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空气清新而甜润，它裹挟着生命之音，为我们带来了开学的喜讯。5 月 10 日至 11

日，七彩成长儿童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携手社会爱心人士慰问近 30 家孤残、贫困儿童家庭，为孩

子家庭送上生活物资，与孩子们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等各方面的需求，表达了我们的问候

与关怀。大部分孩子已经接到了复学通知，正在做返校准备，希望早日回归校园。家长也表示孩

子们开学后他们将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复工复产之中。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爱在路上 

文章标题：我们一同穿新衣 

文章标题：壹基金东湖社区儿童服务站与众不同的“520” 

3. 辽宁 

2020 年 5 月期间，【辽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8】家社会组织服

务【9】个站点，在【8】县共【9】个社区开展了【文明主题宣讲、红色文化传播、节日主题、

常规服务】等活动，共提供【1586.6】小时社区服务，【7452】人次儿童受益，【37】人次志愿者

参与。共发布【41】篇媒体报道，其中含【3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5016】人次阅读

量。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t9sXOGWg_i-tHdMX3_FhXw
https://mp.weixin.qq.com/s/wzj_M0RyHDImiXF_kF3I0w
https://mp.weixin.qq.com/s/BmvKyUffv3u8ghtNyBqi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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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活动/图片】 牡丹社区儿童服务站受邀参加“德润万家 扶润文明”宣讲活动 

 

家是最小国、国在千万家，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缩影，反映着整个社会文明的程度。 

本月我们服务站的小朋友，有幸受邀参加了 2020 年沈阳市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德润国万家 

扶润文明”宣讲活。 活动中，宣讲人王文义爷爷给大家讲了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同时在王文

义爷爷宣讲的过程中，对利州公益及我们服务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王爷爷教导孩子

们从小就要有孝道，对父母、对祖父母、外祖父母都要孝顺，不做家中的不霸王。同时对待

家人以外的人也要以诚相待。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致敬英雄，弘扬红色志愿 

文章标题：2020 年壹基金儿童服务站辽宁地区项目合作机构招募通知 

文章标题：桓仁朝阳社区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之公益小天使公益活动第十一期 

4. 甘肃 

2020年 5月期间，【甘肃】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45】家社会组织服

务【46】个站点，在【42】县共【50】个社区开展了【“感恩母亲”主题活动；防疫知识普及；

民俗手工活动。】等活动，共提供【613.17】小时社区服务，【1405】人次儿童受益，【38】人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weibo.cn/5569918312/4490257615431730
https://mp.weixin.qq.com/s/gUttr4xFes2UH0smbFbcSw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AxNjMxMw==&mid=2648872845&idx=1&sn=4c1082a8622bb591aa2a0b144b5ecb51&chksm=f0fbae9bc78c278d2589eed3333ed500114e10d43f1d2ee845c8e8fc6d65ace3f2b67e1a2359&token=1162740926&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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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参与。共发布【98】篇媒体报道，其中含【96】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8788】人次阅

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兰州市西固区天籁志愿服务中心—音乐艺术鉴赏 

 

生命就如吉他奏出的乐章，组成这乐章的一支支歌中，旋律有高有低，节奏有快有慢，情感

有扬有抑。无论演奏是否成功，都应认真对待，全身心付出。如那几根弦，学会调节，掌握方

法，弹奏正确，才能产生共鸣，奏出升华之章。 天籁公益理事长李磊邀请公益班所有老师和家

长到教学点进行了参观，并为大家弹奏古典吉他音乐，为大家介绍古琴的制作过程，与大家共同

鉴赏音乐艺术，随后大家还坐到一起畅谈。同时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食品和水果，请大家去撸猫

猫。墙上的一张张照片都是公益班的每位成员携手一起走到现在的点点滴滴，大家看着共同走过

的时光，心中感慨万千。大家坐在一起说着共同走过的这段心路历程，天籁是一个大家庭，大家

都是这个家庭中的一份子，有欢乐，有心酸，有温暖••••••大家一起携手走过了 6 年的风风雨雨。 在

这 6 年中，我们见证了每一个孩子与家长、还有各位志愿者老师的成长，孩子们从沉默寡言、陌

生到互相认识，到熟悉，再到袒露自己，主动向他人展现自己，亲如一家人••••••大家携手相伴一路

向前，希望天籁走的越来越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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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瑞泽社工第二届“手绘春天•筝舞蓝天”系列活动圆满结束  

文章标题:天籁志愿者培训与月捐宣传活动 

文章标题:儿童服务站近期工作动态  

5. 黑龙江 

2020 年 5 月期间，【黑龙江】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18】家执行机构共

【19】个站点，在【17】个项目区县开展了【 中国航天日主题活动、世界安全生产日主题画

作、美丽春天，你我共享、5.12 国际护士节】等活动，共提供【3323.5】小时社区服务，

【7899】人次儿童受益，【348】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41】篇媒体报道，其中含【39】篇

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277】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非常 5.1，劝导行人正确佩戴口罩 

 

     缤纷的五月，春天的季节。是一场雷鸣后大雨来临，南飞的大雁跋山涉水归家的日子；是

杏花开遍山野“她在丛中笑”的烂漫季节；是鹤岗市南山大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的孩子们五指山公

园劝导行人正确佩戴口罩‘控制疫情、人人有责’志愿活动的热情。孩子们红红的彩衣、稚嫩的劝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KwMMaOEtoA2Jl_PN57ZhgA
https://www.meipian6.cn/2xz94634?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15653758&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fa6c140b3e965bcc22853c33776ffcc3&user_id=15653758&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f9f59b71b682e953fbcaa30e8545c626
https://mp.weixin.qq.com/s/8vghZs4LiHQ1NmdY1-wp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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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市民的配合、微笑与赞誉，这是五.一期间一道亮丽的风景！ 本次活动参与的有志愿者、家

长及孩子们，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增加了社会实践、丰富了节日生活、增长见

识和社会参与度，与家长有了更加亲密的亲子关系。认识了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并且自己的行动

也是劳动的一种体现。生命多彩，付出就有回报。孩子们过了一个有意义多彩的五一劳动节。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最美游子吟---母亲节祝福活动 

文章标题： 来三合村儿童服务站，我们一起“穿”回古代 

文章标题： 《护士节致敬医护》 

6. 陕西 

2020年 5月期间，【陕西】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45】个站点在

【35】县共【43】个社区开展了【课业辅导、阅读打卡、手工、防疫物资发、安全教育、环保教

育、艺术课堂、国学文化、防性侵教育、母亲节主题】等活动，共提供【1794.16】小时社区服

务，【1175】人次儿童受益，【8】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6】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8】

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120】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图书捐赠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I_Z0OE9o3az5cUOAcJcG2Q
https://mp.weixin.qq.com/s/KQI7LthUU53te5PXWuA8oQ
https://mp.weixin.qq.com/s/2zhWCi1JYo6QOzx3s8IB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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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县蓓蕾天使公益杨柳社区儿童服务站携手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扬帆计划，为留

守儿童捐建阅览室，共捐赠了 578本爱心图书，此次爱心图书捐赠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包含少

年儿童文学杂志、经济生活、励志、艺术、地理、自然、等各类书籍。这次送来的图书，极大地

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课余时间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从小沐浴在书香里

健康成长！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寸辉母爱，恰似花开|和平村儿童服务站母亲节特辑 

文章标题： 抗疫动态（二十二）：“社区有招”沙滹沱村特别关爱流动儿童和家庭 

文章标题： “创新创业 疫情防控 美丽社区”榜上有名啦！ 

7. 江西 

2020年 5月期间，【江西】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2】家社会组织服

务【16】个站点，在【12】县共【16】个社区开展了【儿童安全、劳动节母亲节节日主题】等活

动，共提供【2831.76】小时社区服务，【748】人次儿童受益，【65】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

【33】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6】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5886】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开学季，我们为你们保驾护航！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2i0t-af4KRu5bGWg0LMi2A
https://mp.weixin.qq.com/s/a8Gofb-EbW70MNjyhlAX-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DAyNTk5OQ==&mid=2653434006&idx=4&sn=902475a5761cf67f8d36e4c591b089db&chksm=f21718f6c56091e0c89069004b91cd5fa04361d79ce98ace420c95cc6bff5d31065c63d9768a&token=1052515659&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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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认识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最怕什么。教孩子们预防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的知识，如何正确洗手、如何正确使用口罩、在学校和家里应该怎么做。还请学生代表上台现场教

学，实际操作，其他学生在下面一起练习。最后，志愿者嘱托同学们要成为一个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爱国者，

一个本领过硬、勇于逆行的担当者，一个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践行者。 活动开始前，服务站工作人员给孩子

们发放口罩。今天的活动的孩子们说收获颇多，不但认识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及如何预防，还知道了钟南山爷

爷和白衣天使们的感人事迹。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像钟爷爷一样报效祖国，为国家作贡献！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快看！石城这群“小黄帽”在干啥？ 

文章标题：儿童服务站｜安全交通伴我行 

文章标题：【新时代文明实践】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8. 吉林 

2020年 5月期间，【吉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8】家社会组织服

务【8】个站点，在【8】县共【8】个社区开展了【儿童日常活动规划、中期结项】等活动，共

提供【485】小时社区服务，【2400】人次儿童受益，【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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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我是小小摄影师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23m_ZeyCPrGSZEYuNl6HSg
https://mp.weixin.qq.com/s/23m_ZeyCPrGSZEYuNl6HSg
https://mp.weixin.qq.com/s/23m_ZeyCPrGSZEYuNl6HSg
https://mp.weixin.qq.com/s/qE3OrE9JjkPxRywwTJCXwA
https://mp.weixin.qq.com/s/At05YuD7SE5NpmsBeYrE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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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随着落花走了，夏天披着一身的绿叶儿在暖风里蹦跳着走来了。 初夏的风，暖暖的，

吹在身上很舒服；初夏的天，碧空万里，湛蓝湛蓝；初夏的阳光，从密密层层的枝叶间透射下

来，地上画满大大小小的粼粼光斑。远处时不时送来布谷鸟的叫声，它在告诉我们：“春已去，

夏已来。”在这如画的季节，让我们走进自然，去发现身边的美好，去爱护环境，关爱大自然！

服务站开展了“我是小小摄影师”的活动！ 初夏的美停留在孩子们的手间！印在孩子们的心间！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快乐劳动，幸福成长”磐石市儿童服务站开展五一劳动节线上主题 

文章标题：【壹基金·新华社区儿童服务站】今天我是小家长 

文章标题：长大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楼宇消杀活动  

9. 新疆 

2020年 5月期间，【新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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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县共【22】个社区开展了【母亲节活动、感恩之旅，体验感恩之

美”小组活动、阅读、绘画乐翻天、防灾减灾演练】等活动，共提供【798.91】小时社区服务，

【2712】人次儿童受益，【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2】篇媒体报道，其中含【8】篇微信

公众号推文，共有【557】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防火安全”主题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YlNRqQa6jEi8nB7AeFYb3w
https://mp.weixin.qq.com/s/YlNRqQa6jEi8nB7AeFYb3w
https://mp.weixin.qq.com/s/YlNRqQa6jEi8nB7AeFYb3w
https://mp.weixin.qq.com/s/HFfFLIXErc1koGrM-vPGyw
https://mp.weixin.qq.com/s/yG-61I7QAItCHNkWZqem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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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普及防火安全知识，增强社区青少年的防火安全意识，2020年 5月 19日下午，浩

乡儿童服务站开展“防火安全知识讲座”儿童受益 25≧人次；活动期间，社工首先为儿童播放

了防火安全宣传片，通过观看视频，让大家正确认识火灾，辨别和应对不同类型火灾，如何正确

使用灭火器，发生火灾时如何正确逃生等消防安全常识。之后的防火知识有奖竞答环节更是让儿

童所学加以巩固，大家踊跃举手发言，在掌握了更多防火安全知识的同时，也领取了心仪的奖

品。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让社区儿童学习到了许多在课内学不到的防火安全知识，提高儿童的

防火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受到了社区儿童和辖区居民的欢迎和认可！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启迪【智护天使 |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守护天使”安全防护 

文章标题：守望相助战疫情——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收到深圳市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文章标题：启迪【智护天使 |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母亲节亲子 DIY 活动 

10. 川北+山西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川北+山西 36家执行机构共有 38个站点（包括宜宾灾后儿童服务

站 3个）。 

5月，川北+山西 38家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一起开展了“四点半课堂”、”“书法课”、“武术

课”、阅读、绘画、草编等常规活动，同时结合节假日及站点特色开展了母亲节-“心怀感恩”、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23RQNqv4uxhqeV8qhdPrKQ
https://mp.weixin.qq.com/s/TN78dse2N7DlodJjTjj4bA
https://mp.weixin.qq.com/s/e1vzMC39GY9e_nZw0CMO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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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野生动物、“感受千年历史 走进巴蜀文化”、“快乐劳动 幸福成长”劳动节主题活动、“千锤

百炼 勇攀高峰”户外拓展、我是小小救助员、“关爱健康 热爱运动”团队建设、“突破自我 勇

于发声”阅读活动、“亲近自然、快乐野餐”、“生日有约”等主题活动。受益儿童【9904】人

次，志愿者【204】人次，微信推文【97】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龙湖远达社区 | 烘焙幸福的味道—母亲节特色活动      

右图：王村站点 | “快乐五一，厨艺大比拼”之水果糖葫芦  

11. 广西 

5月，广西 8家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开展了四点半小课堂、“与你分享我家门前的风景”、

“五一劳动节—争做最美劳动者”、“母亲节—妈妈我爱你”、书法公益课、“心理及防疫健康讲

座”等活动。受益儿童【2639】人次，微信推文【11】篇。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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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广西阳圩镇儿童服务站 |  绘画小课堂 

12. 广东 

2020年 5月期间，【广东】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8】家社会组织

服务【22】个站点，在【18】县共【22】个社区开展了【你笑起来真好看、感恩母亲】等活动，

共【9856】人次儿童受益，【387】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64】篇传播。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政通社区 | “你笑起来真好看”世界微笑日主题活动 

右图：育红巷儿童服务站 | DIY 礼物送给最爱的妈妈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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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福民社区 | 手工折纸活动 

13. 贵州 

2020 年 5 月期间，开展了【93】次常规活动，【55】次主题活动，【12】次特色活动，开展了

“绘画”、“作业辅导”、“入户走访”等常规活动，开展了“感恩教育”、“交通安全，伴我行”、“劳

动节”、“防灾减灾”、“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阳光亲情·母亲节送祝福”、“世界微笑日”

等主题活动，累计受益儿童【2682】人次，志愿者参与【17】人次,微信公众号【35】篇，自媒体

【199】篇（今日头条、抖音头条、搜狐等）。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珉城社区儿童服务站 | “我是劳动小能手”线上主题活动 

右图：户外活动放风筝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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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湖南 

2020 年 5 月期间，【33】家社会组织服务【33】个站点，在【11】县共【33】个社区开展了

【常规活动、特色活动、主题活动】等活动，【8951】人次儿童受益，【186】人次志愿者参与。

共发布【45】篇传播。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花’心思对你说”母亲节手工制作活动现场 

右图：龙骨寺社区儿童服务站 | “听春风絮语，享精彩童年”开站启动仪式暨母亲节活动 

15. 安徽 

2020 年 5 月期间，【安徽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4】家社会组

织服务【14】个站点，在【14】县共【14】个社区【4.30 课堂、五一劳动节、母亲节】等活动，

共【4380】人次儿童受益，【32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73】篇媒体报道（含微信公众号

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www.onefoundation.cn                

电话：0755-25339511     传真：0755-25332611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号鸿昌广场 55楼（邮编：518000） 

16 

 

 

  

左图：龙狮桥社区儿童服务站 | 快乐厨房之厨神小当家 

右图： 家家景园&新华社区儿童服务站 | 感恩母亲节插花活动 

16. 山东 

2020 年 5 月，【山东】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44】家社会组织服务

【46】个站点，全面开展线上活动。山东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主要开展了五一劳动节活动、

减灾日活动、520 家庭活动、六一儿童节活动等。在本月活动期间，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总体服

务城乡儿童【14659】人次，【259】人次志愿者参与本月服务活动，累计发出【69】篇媒体传播。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西孔村儿童服务站 | 趣味运动会 

右图：芬芳斥山儿童服务站 | 劳动节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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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云南 

2020年 5月期间，【云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3】家社会组织

服务【16】个站点（含 18-19年曲靖政府 6个站点），在【9】县共【16】个社区开展【民族舞

蹈、母亲节、羽毛球、乒乓球、趣味五子棋活动、域咸灾日活动、反校园欺凌等】等活动，共提

供【1191.69】小时社区服务，【5763】人次儿童受益，【29】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2】篇

传播。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阳光公益田心儿童服务站 | 常规活动-绘画 

右图：思源社区 | 童心童趣——趣味小课堂活动 

18. 川南 

2020 年 5 月期间，【四川】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7】家社会组织服

务【8】个站点，在【2】县共【8】个社区开展了【家访和开站】等活动，【420】人次儿童受

益，【42】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9】篇媒体报道。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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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阳城社区儿童服务站 | 我爱你，不止 520 那么简单绘画活动 

右图：海河社区儿童服务站 | 家长及儿童委员会 

  

左图：李家沟儿童服务站 | 站点人员进行家访 

右图：柑子尔儿童服务站 | 站点人员与儿童在去家访途中 

19. 重庆 

2020 年 5 月，重庆地区 122 个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正在整理 2019-2020 年中期结项事宜。因突

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儿童服务站的线下活动一度受到影响而暂时关闭。现阶段部分站点在缓慢开

站中，开站的站点积极开展活动，未开站的站点工作人员利用线上网络渠道开展活动，儿童服务

站服务宣传与推广、国际生物多样性主题宣传活动、安全教育读本发放、“我是小小劳动者”活

动、五一劳动节活动、母亲节感恩手工活动、“早起半小时，健康一家人”早餐打卡活动、我和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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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约会、我爱运动主题线下活动、6.1 游园主题活动、亲子手绘活动、“家庭心理学微信读

书会”的特色活动、微笑日活动、“我劳动，我光荣”五一节活动等活动紧密结合，开展多种多

样的线上线下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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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122】个服务站累计受益儿童【48150】人次，线上线下平均开站【22】天。参与志愿

者【3450】人次，执行专职【146】人，发布微信推文【54】篇、微博【57】篇，重庆日报、美

篇等其他新媒体平台报道【17】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文庙社区儿童服务站生物多样性主题宣传 

右图：逸景社区儿童服务站小朋友共同学习防疫手册上的知识 

 

左图：哨喽社区儿童服务站小朋友签署文明就餐承诺 

右图：新盛社区儿童服务站小朋友绘画作品展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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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一）优质故事 

花花和爷爷——春天的花儿开了 

五月初,院内花儿真的开了,丁香、牡丹、月季，红的、绿的、紫的……朵朵芬芳,飘香怡

人。儿童服务站"五月的篇章-手工制作"主题活动中，我们第二次见到了花花。爷爷陪着花花来

到了儿童服务站,当她置身在疫情后重新开放的儿童服务站中，我感到了一种别样的生机。 

第一次见花花是在一个月前的走法。花花的家离站点大概有 10多公里,家里院落很整洁,进

门处有一小块菜地和果园,收拾得特别有条理,

绿油油的韭菜边上,铺膜的菜垄上已经移栽了辣

椒、黄瓜苗,长势喜人。花花和爷爷、姐姐正在

菜地里浇水呢,我们说明来意,他们很高兴。 

花花早就听说同村的小伙伴去儿童服务站,

有志愿者哥哥姐姐陪伴辅导功课,组织各种游

戏,煞是热闹。疫情期间,站点的活动搬到了线

上，美术课、手工制作等课程一样让小朋友们玩得很开心,从没有体验过这种活动的花花表示特

别羡慕。 

听说我们儿童服务站可能在五月份开放,花花抱着爷爷的胳膊,期待着爷爷赶紧答应我们的邀

请。她希望有活动一定要通知她参加,我们微笑着点点头，答应了她。于是，我们在五月的活动

中如约见到了花花。看到志愿者哥哥姐姐正陪着小朋友手工制作,她忍不住撒开步子,稍稍向爷爷

和我打了招呼后,就像只欢快的小鸟加入了小组活动中。 

她爷爷告诉我,花花的爸爸走的早,妈妈组建了另外一个家庭,再也没有回来过。爷爷独自抚

养姐妹三人长大，好在姐妹三人懂事很早，很少让他操心。花花上小学四年级,多才多艺,学习成

绩名列前茅，性格活泼的她很招老师喜欢。老师多次建议爷爷给花花报艺术培训班，培养唱歌跳

舞方面的特长，但爷爷深知家里的经济条件很难实现，觉得遗憾和愧疚。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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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去花花家家访的那天，我们一下记住了她。她人如其名,秀气大方,她说唱就唱,歌声真

的很动听。她说她总唱给爷爷听,希望爷爷快乐；将来想成为一名歌手或者老师,带给大家快乐。

岩石的背后如何能开出这么一朵美丽的花啊！ 

一个小小的儿童服务站能给她带来什么呢？也许我们能给她爷爷无法表达出的赞赏之词，也

许能给她一群喜欢听她唱歌的小粉丝，也许是一次外出游学的机会……我们没有专业的音乐老

师，没有华丽的舞台，但这个地方有一群人在陪她一起长大，见证她美丽的童年。未来的某一

天，她总会想起这些美好的画面，内心泛起一丝甜蜜。 

回来的路上,我看到一处果园,满院的梨花,芬芳四溢。我想到花花,愿她的人生和这个春天的

果园一样甜美。 

（二）优质图片：请参见上文各省的进展部分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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