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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儿童服务站项目月报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2020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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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85】人次儿童受益，志愿者参与【7554】

人次。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及其他途径传播报道【1469】篇。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2019-2020 儿童服务站】 

1. 湖北 

2020年 6月期间，【湖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21】家社会组织服

务【24】个站点，在【21】县共【24】个社区开展了【常规活动，节假日主题活动，特色活动】

等活动，共提供【4499.19】小时社区服务，【7438】人次儿童受益，【107】人次志愿者参与。共

发布【74】篇媒体报道，其中含【5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4745】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壹基金儿童服务站】 关注疫后儿童心理健康 我们在行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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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新冠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如今的孝昌已经逐渐全面复工复产，但国际疫情形势及

国内输入型疫情每天仍在变化中，大多儿童的学习、生活、健康、心理等等都或多或少受到不同

程度影响。 疫情过后的孩子们需要社会组织联合更多资源帮助他们理解现在所发生的事情，降

低他们对于未知变化的焦虑和压力以及疫情过后的心理创伤修复。 2020年 6月 2日下午 3:00，

由壹基金儿童服务站联合平安小课堂主办的“壹基金|儿童服务站 疫后儿童心理健康咨询”活动

在冯山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为落实好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所有儿童、志愿者及家属均需佩戴口

罩、体温测量合格、免洗洗手液消毒后才能进入服务站内。 此次活动以志愿者讲师杨荃琳主讲

的疫后心理疏导，结合李静老师组织的绘画疗愈的方式进行，针对这次新冠疫情暴风眼区所在的

孝昌儿童提供疫情后的艺术心理疗愈定制课程，修复他们因疫情而引发的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

同时也引导孩子懂得如何增强全民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文章标题：下雨天，服务站的一天是这样过的...... 

文章标题：壹基金温泉社区儿童服务站助力亲情互动，开心过六一 

2、宁夏 

2020年 6月期间，【宁夏】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5】家社会组织服

务【8】个站点，在【5】县共【8】个社区开展了【常规活动，主题活动（六一、父亲节及端午

节）及特色活动】等活动，共提供【1031.74】小时社区服务，【11585】人次儿童受益，【250】

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3】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449】人

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七彩成长儿童服务站｜周末的七彩课堂，我们都参加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SpG2qvhgvioTC2c1-gSoTw
https://mp.weixin.qq.com/s/jO_yPHeLXtkNjRvMFb4IZQ
https://mp.weixin.qq.com/s/lmGzth4ex-_hRD6MTLtA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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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4日，在社工们组织下，美术、舞蹈、篮球、非洲鼓等兴趣小组顺利开课了。孩子们

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纷纷报名参加，由小组长负责在指定的训练场地，按照课程要求，自我排

练。虽然没有往年大学生志愿者哥哥姐姐们的专业指导，但每个组员都能严格要求自我，在小组

长的基本指导和带领下，认真练习，珍惜每一次课堂练习，让陪伴他们的社工姐姐们赞叹不已。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七彩成长儿童服务“六一”儿童节之际，爱心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来了 

文章标题：民革宁夏区委会开展儿童福利与保护宣传周暨“庆六一·献爱心”捐 

文章标题：七彩成长儿童服务站 — 别样欢乐，趣味六一 

3.辽宁 

2020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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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辅导、兴趣课堂等常规活动；父亲节、

端午节等主题主题活动；公益小天使爱眼护眼等系列特色活动。】等活动，共提供【1757】小时

社区服务，【7847】人次儿童受益，【62】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55】篇媒体报道，其中含

【43】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9072】人次阅读量。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r1ohxV4yt9xWU9zWeLSz1A
https://mp.weixin.qq.com/s/LbKhF900EILddzWN1R_SPQ
https://mp.weixin.qq.com/s/IZMgTyWE5nVnlWWmE0LH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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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活动/图片】 桓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公益活动第十七期 爸爸的胡子 

               

我们从小就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歌颂着对妈妈的爱，但是这世界上有一种爱更为含

蓄、内敛，这就是父爱。父亲不像母亲那样细心，没有那么多儿女情长，也不善表露自我情感，

但却用肩膀默默撑起了这个家。走进花开绚烂的六月，我们迎来了“父亲节”爸爸的角色在孩子

成长的道路上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爸爸平时工作比较繁忙，孩子与爸爸接触交流的机会也

是比较少的。在孩子的心目中妈妈的爱与悉心呵护是最难忘的，但是爸爸确用悄无声息的爱感染

着整个家庭，成为家里的支柱。 为此，本次“父亲节”本溪弘益桓仁朝阳社区壹基金儿童服务

站开展了孝心主题活动——爸爸的胡子，来激发孩子们爱爸爸、孝爸爸的情感，增进父子、父女

之间的感情，让孩子体会到爸爸工作辛苦知道自己应该对爸爸付出孝心，懂得感恩！本次活动有

50 人参加，孩子们和爸爸合影说出自己对爸爸的祝福。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创城在行动 | 感恩父亲，大声说出我的爱 

文章标题：父亲节送给父亲特别的礼物 

文章标题：创城在行动 | 画笔•童趣“绘”文明 

4.甘肃 

2020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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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个站点，在【42】县共【50】个社区开展了【“爸爸，我想对您说”；不一样的六一；手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eTA0xgdchznU6jraYVDXWw
https://v.kuaishou.com/6CN3sF
https://mp.weixin.qq.com/s/HQHU5ND7STGx9JejKtya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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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发卡制作；“闪光小精灵”活动】等活动，共提供【2030】小时社区服务，【4944】人次儿童受

益，【5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09】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02】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

有【10271】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张家川博爱慈善服务中心—开展端午节彩绘体验活动 

 

    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对我们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让壹乐园张家川博爱儿童服务

站的孩子们更好地体验传统文化风俗，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近日张家川博爱慈善服务中心、县

农发公司、阿阳之窗网共同在壹乐园张家川博爱儿童服务站与四十余名孩子开展了“浓情端午，

彩绘体验”的主题活动。 在张家川博爱儿童服务站志愿者和孩子们欢聚一堂，当萌娃碰上纯 白

石膏，个个化身小画家，孩子们发挥想象描绘自己的作品，呆萌的小黄人、可爱的哆啦 A梦、穿

着华丽公主裙的洋娃娃，还有各式各样的有趣活泼的卡通形象。早已迫不及待的小朋友们，赶紧

动起手来，用绚丽多彩的涂料，天马行空，放开思维地将艺术画面涂抹在洁白的石膏像上欢声笑

语不断，不一会儿，一个个色彩绚丽、栩栩如生的卡通形象就呈现出来了。一个个经典的卡通形

象被赋予鲜活的生命。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彩绘娃娃，大家的脸上也绽放出开心的笑容。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西和县爱暖人间义工协会暖阳行动走进洛峪镇崔马村 

文章标题:“暖阳行动”走进大桥龙凤村和联合村 

文章标题: 专业社工，守护儿童，托起希望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3PjTqfYrmBD-Ifhx4eCpTQ
https://mp.weixin.qq.com/s/QKluMGO4uMbn0rTb4TX8nw
https://a.xiumi.us/board/v5/4Jl2u/216952905?from=single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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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黑龙江 

2020年 6月期间，【黑龙江】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9】家社会组织

服务【19】个站点，在【19】县共【19】个社区开展了【全国爱眼日、父亲节、端午节活动、爱

惜粮食活动、绘画活动等】等活动，共提供【22423】小时社区服务，【8475】人次儿童受益，

【180】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57】篇媒体报道，其中含【57】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

【6159】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阳光少年，多彩童年---服务站主题颁奖活动 

 

“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孩子们自从来到服务站，都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很多

的孩子在参与活动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为了更好的鼓励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北安市壹基金儿

童服务站的老师们一致决定要评选出 15位优秀儿童予以表彰，以激发孩子们学习的热情。6月

21 日下午 1：30分，以“阳光少年，多彩童年”为主题的颁奖仪式在北安儿童服务站召开。考

虑到疫情不宜人员聚集的情况，颁奖现场只邀请了 10位小朋友和几位家长代表。颁奖活动结束

了，老师组织孩子们合影留念，可爱的孩子们在镜头前留下了珍贵的童年记忆。我们相信：小朋

友们会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不断的超越自己，取得更大的进步；北安市壹基金儿童服务站的老

师们将继续以真诚的心，做正确的事，传授他们知识，教导他们做人，相伴他们成长。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儿童慈善日 6.22捐物倡议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ZdVUqqQl4miIe2VTUq4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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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我为爸爸做些什么——父亲节活动 

文章标题：保护环境，我们在行动 

6.陕西 

2020年 6月期间，【陕西】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32】家社会组织服

务【45】个站点，在【35】县共【45】个社区开展了【亲子阅读、作业打卡、环保行动、艺术课

堂、安全教育、父亲节/端午节主题活动】等活动，共提供【2346.50】小时社区服务，【3059】

人次儿童受益，【93】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5】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9】篇微信公众号

推文，共有【2094】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儿童入学支持计划      

为了丰富儿童的节日生活，进一步关心儿童、爱护儿童的良好氛围。6月 2日-3日下午，陕

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沙浮沱读乐园、潘家庄读乐园儿童节“爱心书包/奶粉”赠送活动。 一个书

包、一瓶洗手液、2桶奶粉，凝聚了一片爱心送到小朋友的手中，小小的节日礼物承载着很多人

暖暖的关怀。此次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了节日美好的祝福和问候，也充分体会到了仁爱大家庭的

温暖。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微尘公益|情暖童心】为困境儿童送上最好的六一礼物 

文章标题：世界环保日，保卫汉江 

文章标题：端午安康-义工联开展端午节主题活动 

7.江西 

2020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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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主题、趣味活动、日常基础活动】等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F7S7NhxYPubmcIDnp4MUpA
https://mp.weixin.qq.com/s/4oRlw8gb487Gwmn9z3PYEg
https://mp.weixin.qq.com/s/sI0SOFKuwFDaSezakTZwJg
https://mp.weixin.qq.com/s/wFonmk8d2lYL6ta0wEw1Zg
https://mp.weixin.qq.com/s/fcQ6VJ0uvQZnCLVTaQTt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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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共提供【2831.83】小时社区服务，【3317】人次儿童受益，【5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

布【35】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7】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3831】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防雨防汛安全教育 

 

近期阴雨连绵，为有效提高青少年防雷电、防洪防汛防溺水的安全意识，普及基本防洪防汛

防溺水安全常识，增强青少年自防自救能力。画眉楼儿童服务站开展“防溺水、防洪汛”为主题

的安全教育活动。本次活动的目标是让儿童了解暴雨的危害及正确躲避暴雨的方式；了解汛期的

防汛小知识，增强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给孩子们观看洪水造成的危害的图片。了解洪水的类型

和洪水的主要特点，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

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排、门板、木床

等，做水上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屋、大树、高

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援救。不要单身游水转移，了解 119不仅是火警，也可以是抢险救援电

话，以及 110报警电话，120 急救电话，报警时要告诉警察详细地址和被困人数，切勿惊慌失

措，保持冷静，通过此次教育活动让青少年了解防汛、防洪、防溺水等安全知识，懂得了在汛期

如何做好避险与自救，增强了幼儿防汛、防洪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为营造平安和谐的学习和生

活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儿童服务站｜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idVXV1wdbUOLbtAEvnnCmQ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TYxODQyMQ==&mid=2247488004&idx=1&sn=f64fb7faaa12ccd81d2387d1878943db&chksm=972f7f9ea058f688f8a0168bc71bc84ad890e05f5fec230837f0cf86bb8a0855572f84ae8220&token=1303051911&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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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儿童服务站｜视觉 2020，关注普遍的眼健康 

文章标题：石城 6月 5 日，她们一起见“圾”行事！ 

8.吉林 

2020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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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县共【8】个社区开展了【六一儿童节、父亲节、端午节等节日主题活

动】等活动，共提供【749】小时社区服务，【1610】人次儿童受益，【13】人次志愿者参与。共

发布【14】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4】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694】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六一－我们共同的节日---洮南安静社区儿童服务站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六一儿童节，儿童节又称“国际儿童

节” 儿童节是为纪念保障儿童权利、反对虐待毒害儿童所建立的节日。2020年 6月 1日是

第 70个儿童节，在洮南市安静社区儿童服务站，由于疫情的原因，孩子们一直不能来到喜欢

的儿童服务站度过六一儿童节，六一一早，服务站的夏老师便在群里发了一张自己带红领巾

的照片，还真是“可爱”的老师呢！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有父爱的地方，就会有温暖，灿烂的阳光。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TYxODQyMQ==&mid=2247488004&idx=1&sn=f64fb7faaa12ccd81d2387d1878943db&chksm=972f7f9ea058f688f8a0168bc71bc84ad890e05f5fec230837f0cf86bb8a0855572f84ae8220&token=1303051911&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TYxODQyMQ==&mid=2247488004&idx=1&sn=f64fb7faaa12ccd81d2387d1878943db&chksm=972f7f9ea058f688f8a0168bc71bc84ad890e05f5fec230837f0cf86bb8a0855572f84ae8220&token=1303051911&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TYxODQyMQ==&mid=2247488004&idx=1&sn=f64fb7faaa12ccd81d2387d1878943db&chksm=972f7f9ea058f688f8a0168bc71bc84ad890e05f5fec230837f0cf86bb8a0855572f84ae8220&token=1303051911&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hqn4V5xGEOcFJZRaEe0aGg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MTE5MzQxMg==&mid=2650419940&idx=1&sn=eb8f0e059414cdb94ce52e53bb26ca93&chksm=8f5789cfb82000d988aa593d6c7948ac999bc10d0c7e69338f8f428aec8118272ec573de4a4a&token=1986805041〈=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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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六一快乐行 

文章标题：磐石市儿童服务站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 

9.新疆 

2020年 6月期间，【新疆】壹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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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县共【22】个社区开展了【研学博物馆，点亮童稚心】等活动，共提

供【658.94】小时社区服务，【6318】人次儿童受益，【3】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篇媒体

报道，其中含【1】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82】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研学博物馆，点亮童稚心 

                 

这个六一儿童节，你又拥有了哪些美好的回忆呢？对于阿克苏祥林社区的 30名小朋友来

说，这个六一儿童节过得充实而有趣。2020年 5月 31日，在阿克苏青年志愿者协会联袂阿克苏

地区博物馆，在访惠聚工作队，和祥林社区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给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开启了

一场博悟之旅，在六一这个特别的节日里，给了孩子们一份最美好的礼物。 早在五月中旬，儿

童服务站负责人李娜就开始筹划此次六一儿童节的特别活动，积极地与博物馆的负责人协调沟

通，而后组织志愿者分配任务，只为给孩子们组织一个难忘且有意义的“六一·博悟研学”活

动。 31日上午志愿者队伍顺利的接上了每一个小朋友，顺利地来到了阿克苏博物馆。进入博物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b4sAxPAfJDWbQBLrE0YGzw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zU5ODQyOQ==&mid=2247484938&idx=1&sn=c4227463a13605d34967c6987088ae36&chksm=96cdb938a1ba302e5f1385bff746a47e56e150c1fd160fb3f46e9e6a86a9fcef2cb21ce2e3d1&token=981895247〈=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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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后，“六一·博悟研学”的队伍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一起穿越时空，感受历史文化的熏陶，看着

过去的人们所用过的器皿，所写过的字，所留下的遗迹，小脑袋飞速的转动着，然后一本正经地

向同行的志愿者叔叔阿姨发问，你一定想不到这些小脑袋里蹦出来的问题多么有趣。在各方力量

的支持，和志愿者叔叔阿姨的悉心陪伴下，研学活动进展得格外顺利，也留下了许多精彩瞬间。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TA们在书法的奇妙世界里感受爱 

文章标题：每周三——儿童服务站带 TA们感受硬币书法的魅力#老师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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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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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舞蹈、画画、阅

读、文娱活动等常规活动，同时结合节假日及站点特色开展了欢度童年，拥抱快乐，放飞梦想各

系列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走进戏曲，传承国粹”主题活动、 六一“情系同心 爱音同行”主

题活动、科学小实验之—神奇的泡泡、 DIY 水雾魔法珠、“防拐教育”主题活动、一剪·裁出端

午味儿、走进银行·我是大“父”翁大型父亲节亲子科普活动等特色主题活动。受益儿童

【11363】人次，志愿者【107】人次，微信推文【112】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龙湖远达社区 | 在阳光下成长·快乐中飞翔六一亲子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N_v-pTJoAgmpaPZgz_eUEw
file:///C:/Users/user/Desktop/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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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丰产乡站点 | 阳光自护—安全五防自护课程   

11.广西 

6 月，广西 8 家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开展了守护你们的笑容、每一天都是幸福的时光、制作

幸福相框、欢乐阅读·幸福成长、找朋友主题活动、防溺水·爱生命主题活动、端午佳节·棕是

情、六一观影活动等。受益儿童【4968】人次，微信推文【24】篇。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广西林浪乡儿童服务站 |  六一观影活动 

12.广东 

2020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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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六一儿童节】等活动，

【9967】人次儿童受益，【378】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63】篇媒体报道。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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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政通社区 | 我的节日我做主”DIY 蛋糕欢度六一暨生日会活动 

右图：育红巷儿童服务站 | 让儿童安全课堂“热闹”起来 

  

左图： 麻章镇文化站儿童服务站 | “快乐六一 欢乐童年”特色趣味活动 

右图：芦村儿童服务站 | “传承经典习俗，端午游园会”特色活动 

13.贵州 

2020 年 6 月期间，开展了【279】次常规活动，【58】次主题活动，【36】次特色活动，如“安

全小课堂”、“图书阅读赏析·分享小故事”、“作业辅导”等常规活动，“父亲节-爱在心中，感恩

父爱”、“端午节-粽香浓浓，情满益童”、“禁毒知识教育”、“欢乐陪伴六一，关怀儿童健康成长”

等主题活动，“讲卫生，讲文明，美化社区我先行”、“雨季儿童安全知识教育”等特色活动。累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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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儿童【9741】人次，志愿者参与【125】人次,微信公众号【40】篇，新闻报道【1】篇，自媒

体【384】篇（今日头条、抖音头条、搜狐等）。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黄平谷陇儿童服务站 | “粽香浓浓，情满益童”主题活动现场 

右图：云上大塘站 | “小满砸染”主题活动 

 

上图：阿妹戚托儿童服务站 | “好习惯助我健康成长”活动 

14.湖南 

2020 年 6 月期间，【33】家社会组织服务【33】个站点，在【11】县共【33】个社区，共提

供【1707.54】小时社区服务，【9056】人次儿童受益，【214】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49】篇

微信公众号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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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松雅社区儿童服务站 | “无毒青春·你我同行”禁毒宣传活动 

右图：复胜村儿童服务站 | 我们一起过端阳 

15.安徽 

202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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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半课堂、图书借阅、线上辅导、端午专

题、六一专题、父亲节专题、环保专题】等活动，【8608】人次儿童受益，【631】人次志愿者参

与，共发布【65】篇传播。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家家景园儿童服务站 | 我为父亲做张贺卡 

右图： 宣城儿童服务站 | 课辅陪伴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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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山东 

202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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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开展了父亲节活动、端午节活动、儿童节▪寻找孩子王活动等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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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93】人次，【423】人次志愿者参与本月服

务活动，累计发出【109】篇媒体传播。山东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联合举办儿童节·寻找孩子王

主题活动，以共创绘画形式、站点特色活动形式，庆祝儿童节，让孩子们节日中主动表达自己的

情感，展现自己的特长，促进同辈彼此关系的发展。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北江支路社区儿童服务站 | “保护环境共宣传 垃圾分类同行动”主题活动 

右图：松园村儿童服务站 | 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 

17.云南 

2020年 6月期间，【云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0】家社会组织

服务【10】个站点，在【10】个社区开展【六一节、父亲节、游戏等】等活动，【5302】人次儿

童受益，【43】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5】篇微信公众号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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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回回营社区儿童服务站 | “欢乐六一”的主题活动 

右图：宾川儿童服务站 | 六一主题活动 

18.川南 

2020 年 6 月期间，【四川川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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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手工绘画、游戏】等活

动，【790】人次儿童受益，【36】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6】篇媒体报道。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李家沟儿童服务站 | 常规游戏活动 

右图：核桃村儿童服务站 | 常规书写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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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重庆 

2020 年 6 月，重庆地区 122 个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理补充 2019-2020 年中期结项事宜，因疫

情原因，现阶段重庆地区部分站点在进一步开站中，已开站的站点积极开展活动，线上线下网络

渠道开展活动，如在儿童服务站服务宣传与推广七步洗手法的课程、“特别”的活动--模拟包粽子、

6.1 烘培主题活动、“五防”安全教育暨端午活动、日常陪伴小组活动、“六一”、“端午”主题活动、

父亲节活动（唱献给父亲的歌）等。各站点积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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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122】个服务站累计受益儿童 67504 人次，线上线下平均开站 23 天。参与志愿者【4787】

人次，执行专职【154】人，发布微信推文 76 篇、微博 57 篇，重庆日报、美篇等其他新媒体平台

报道【24】篇。 

 

  

左图：童心欢聚庆六一、义社携手护童路； 

右图：情防控宣传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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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端午节包粽子活动； 

右图：四点半课堂作业陪伴辅导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一）优质故事 

七彩童年 

儿童服务站总是在开展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儿童活动。在一次儿童服务站开展趣味手工活动

的时候，看着孩子们画出的彩色的“蛋”，儿童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好奇地问了一句孩子们：“为什

么要个它上这么多颜色呢？”孩子回答道：“因为单一的颜色太单调了。” 

那么，天空是蓝色的，森林是绿色的，太阳是金色的，那么童年是什么颜色的呢？童年是许多

人在人世摸爬滚打后最为怀念的，因为是童年

人生最为无忧，最为快乐的阶段。童年时，可

以任性，可以笑得最为欢畅，可以整日无所事

事，也可以……所以若要问童年时何种颜色的

话，那童年只能是彩色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

颜色可以形容它，因为只有单一一种颜色的童

年就显得有些单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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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儿童服务站的存在价值就是为了守护孩子们七彩的童年，不让单调的生活蒙上孩子们

七彩的眼睛。在当今社会中，城市的孩子学习压力日益增大。在有限的课余时间内，也很容易被

各种电子产品带入一种“虚拟”世界，而乡村大多孩子由于父母在外务工，他们中的许多也成为

了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陪伴、同辈的沟通，对自我的生活充满着迷茫。而儿童服务站的存在，

就是为让孩子们在缺少陪伴时，为他们提供一个活动空间，让孩子们的童年不再被单一的色彩所

掩盖，大胆地闪耀出七彩的光芒。 

 

（二）优质图片：请参见上文各省的进展部分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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