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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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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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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482】人次儿童受益，志愿者参与【10198】

人次。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及其他途径传播报道【1573】篇。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2019-2020 儿童服务站】 

1. 湖北 

2020 年 7 月期间，【湖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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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星童力防洪防汛、防溺水】等活

动，共提供【3926.32】小时社区服务，【10889】人次儿童受益，【110】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

【101】篇媒体报道，浏览量【10952】。 

【优质活动/图片】“安康一夏，与粽不同”之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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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浓浓的端午佳节里，云梦县义工联组织志愿者在壹基金道桥儿童服务站开展了“安康一夏，

与粽不同”之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活动。天气渐热，一些孩子因为好奇，喜欢结伴在小河，水塘，

有水域的地方玩耍，为了提高学生自我防护能力，避免学生溺水事故的发生,云梦县义工联组织志

愿老师对道桥儿童服务站的 30多名孩子进行了一次防溺水安全教育课。 

     第一节课，儿童服务站的董老师用一个小游戏为同学们讲解了溺水的特点和危害；云梦义

工联的叔叔阿姨也和同学们一起观看了防溺水安全教育视频。第二节课，义工联周会长和同学们

一起互动演示各种自救方法，还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告诉学生溺水的预防和应对。这既提高了学

生的安全意识，让学生深刻认识到溺水事故的严重后果，教他们懂得要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本次活动，大家一起度过了 与“粽”不同的端午节，也希望所有小朋友们都能安康一夏，

永远健康快乐的成长。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暑期有你快乐多 

文章标题：颗颗童心向党 

文章标题：快乐一天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j7j0cfHLV1zkFtDtm3zc9A
https://mp.weixin.qq.com/s/bH07aQI27qDqAkpxA9enlg
http://m.yingcheng.ccoo.cn/bbs/sxinfo.aspx?id=1012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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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夏 

2020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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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活动，红色主题活动，暑期活动】等活

动，共提供【469】小时社区服务，【4112】人次儿童受益，【106】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

【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微笑儿童服务站-家长会 

  

本次活动，家长陪同孩子前来，对本班开属时间、过程、主要活动进行介绍，上下学接送问

题等进行确认，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并登记孩子信息和家长信息，签署安全协议，加入班群。 

同时，邀请专业的心理老师为我们的家长和孩子讲述家庭关系，纠正家长过往部分错误的教

育方式，不能破坏孩子们的天性，每一个成长阶段的相处方式，重视孩子的智力发育，习惯养

成，性格形成，打破“别人家孩子”的对比，培养积极自信的阳光少年。 

另外，活动还设计了与家长孩子的互动环节，提高家长和孩子的接受度和理解度，深度感受

和改变，打开孩子的天性，家长管的顺心，孩子学的开心。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趣味粘土活动 

文章标题：读书会电影评鉴会 

文章标题：发现自己的闪光点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NZGCiY5aPoQjhWgzSIrPmQ
https://mp.weixin.qq.com/s/Cy9xBRqnU51zNsbekJssnA
https://mp.weixin.qq.com/s/ktF7Wupd2fpQ1SmllO9m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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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辽宁 

2020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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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区开展了乐高积木拼搭、社区播放爱国主义影片、缤纷

夏日“果”真精彩主题活动、少年团之暑期夜跑打卡、暑期防溺水宣讲、多彩艺术课堂等活动，

共各站累计提供【202】天线上课程服务，【6201】人次儿童受益，【9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

布【46】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9607】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东港市爱心义工协会-少年团之暑期夜跑打卡 

 

疫情过后，服务站的老师们再次看到孩子们发现很多孩子都胖了很多，和家长们了解到孩子

们假期在家不是上网课就是在家呆着，看电视玩手机。儿童服务站发起“暑期夜跑打卡”活动。

让孩子们积极地锻炼身体，养成坚持锻炼的好习惯，强我少年。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缤纷夏日 “果”真精彩 

文章标题：传承文化，粽情端午 

文章标题：阳光下成长 快乐中飞翔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GdHLR7RAc5JpHXx5K66Qjw
https://mp.weixin.qq.com/s/m5iZ-Jj5RfYSwt7U9ScwgA
https://mp.weixin.qq.com/s/iPJgCWWHl_Qx1PaZI4TZ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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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甘肃 

2020 年 7 月，【甘肃】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41】家社会组织服务【46】

个站点，开展了【沙画课堂、“用艺术滋养心灵”主题活动、风铃制作、“红心向党 幸福成长”建

党节红色教育】等活动，【10379】人次儿童受益，【588】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03】篇媒体

报道，浏览量【11567】。 

【优质活动/图片】“用艺术滋养心灵”主题活动 

  

艺术作为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能够照见孩子的心灵，让孩子透过艺术的媒材表达内在的心理

需求，拓展孩子的综合能力，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充分体现

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是无穷的，只要提供合适的平台，就会产生无限可能。 

油纸伞是中国传统工艺品之一，手绘油纸伞让孩子们能近距离感受这项传统工艺的魅力，同

时还能提升孩子们的文化素养。而趣味扎染从孩子抓起,既增强了孩子对民间传统艺术的了解,又

培养了孩子乐于学习的探究精神。  

油纸伞和扎染工艺，已有超过千年的悠久历史，可谓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此次活动带

孩子们走进流光溢彩的艺术世界，锻炼孩子们的想象能力和绘画能力，并给予孩子动手创作机会

和乐趣，让孩子们在彩绘的乐趣中品味传统国粹，滋润幸福童年，谱写成长的篇章。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动漫党史一百年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RbskM1u-Pq90YwzvqAa6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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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谨记交通安全知识，安全才是离家最近的路 

文章标题: 小小巧手，缤纷一夏 

5.黑龙江 

2020 年 7 月，【黑龙江】壹基金儿童服务站进展顺利，共【18】个站点分别开展了线上文

化课答疑解惑、国学、儿童礼仪、线上体育锻炼、七一主题活动等活动，并提供【2615】小时社

区服务.共有【198】名教师/志愿者参与，【6665】人次儿童受益，微信推文【62】篇，新闻报道

【13】篇。     

【优质活动/图片】儿童防性侵活动 

 

2020年 7月 4日，建安社区儿童服务站为了让孩子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特别组织了儿童防

性侵课堂，让儿童懂得什么是性侵，身体的哪些部位不是别人随意触碰的，同时也不能随意触碰

别的的这些部位，以此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这次培训有 12名儿童参加。 

在课程中，通过提问和解答方式，来让儿童知道身体上被内衣遮盖的部位都是隐私部位，不

能让外人来碰触。如果有这种现象发生，要立即逃避并告诉家长或老师，以此方式来保护自己，

并提示家长，要注意自己孩子的情绪变化，及时做好非常事件的疏导工作，解开心结，让孩子勇

敢面对一切问题，促使孩子健康成长。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XN9hE8p8Wx6QHZohLA3rGQ
https://mp.weixin.qq.com/s/48ZLEPkqr3L2dbCLDQ7E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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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防性侵课程，老师还把内容延伸至生命的意义，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受到了多

么大的伤害，保护好自己的生命，不虐待自己的生命，因为生命不只属于你自己，更属于家庭，

属于社会，属于国家的，要让自己的生命健康成长，在国家建设上发挥作用。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捐物倡议向阳庆七一儿童表心声 

文章标题：在熟悉的地方，想起你的一颦一笑 

6.陕西 

2020年 7月期间，【陕西】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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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辅导、观影、艺术课堂、

心理疏导、食育课堂、绘画、游戏、手工等常规活动；跳蚤市场、夏令营、生日会等特色活动；

防溺水、党的生日等主题活动】等活动，共提供【11051】小时社区服务，【28063】人次儿童受

益，【652】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46】篇媒体报道，其中含【40】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

【2708】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卫生健康教育活动 

 

林民泰社区减防灾发展中心、陕西四叶草公益服务中心儿童服务站开展卫生教育《哗啦啦洗

手记》，工作人员展示了一节生动有趣的卫生教育活动，在互动式的课堂中孩子们的兴趣浓厚，表

现积极，课后更带着孩子们一起实践正确的洗手方法，看到孩子们把一双双小手用肥皂洗干净伸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ZdVUqqQl4miIe2VTUq4OnA
https://mp.weixin.qq.com/s/zNI86Cg2feT2kIx_qPmSAg
https://mp.weixin.qq.com/s/JzatEpYb6ohwc7bfH79X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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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时，工作人员真的很高兴。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能够激发孩子们的洗手兴趣，了解洗手的重

要性，学会正确的洗手方法。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神奇的海底世界 

文章标题：我制作的手表 

文章标题：太和社区儿童服务站 2020 暑期“微愿望”活动启动 

7.江西 

2020 年 7 月，【江西】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2】家社会组织服务

【15】个站点，开展了【魔方、阅读、美术、手工、舞蹈等常规活动，防溺水等安全课程、游戏

节等主题活动】等活动，【5582】人次儿童受益，【300】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5】篇媒体报

道，浏览量【5021】。 

【优质活动/图片】风筝 DIY 活动 

  

本次活动在 DIY风筝前，孩子们玩翻风筝图片游戏，通过观看风筝图片体验到了风筝的美

丽，激起了大家画风筝的兴趣。观看完风筝起源视频，社工提问时，小朋友都不约而同地举手回

答问题，认为很简单，但是部分细节题被大家所忽略。小朋友们在纸上打好风筝草稿，便拿了风

筝开始进行绘画。小朋友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创意进行创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GXuEZVwdwHZmobzn3E1PfA
https://mp.weixin.qq.com/s/Z-_Fde1YK2dIYRguF_2poA
https://www.meipian3.cn/32f8ns93?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49250025&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d1373a49edd4106f2e19c35d7067862c&user_id=49250025&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38823a1d71dad463defe54f1b7465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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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完以后，社工带领儿童到在空旷的场地放风筝，当天是阴天，风不是很大，但是小朋友们

还是努力奔跑着直到亲手放飞了自己的风筝。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夏日炎炎，有你超甜 

文章标题：听我说谢谢你 

文章标题 ：我给党妈妈过生日！ 

8.吉林 

2020 年 7 月期间，受疫情反复影响，【吉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大部分于线上形式

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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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溺水、安全

过暑假、快乐暑假、安全出行等】等活动。共有【35】名教师/志愿者参与，【2123】人次儿童受

益，服务时长 812 小时，发布公众号 18 篇。   

【优质活动/图片】安全教育课 

 

2020.7.10日，来自安全家园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队员们为儿童服务站的小朋友们和家长上

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安全教育课。课堂上，救援队员从溺水发生的原因、怎样预防溺水的发生、发

生溺水后如何自救与互救 3 个方面，为小朋友们和家长讲授了防溺水安全知识。救援队员模拟了

溺水抢救的全过程，从自我准备到请求周围人员的帮助，再到对溺水者的施救，让参与讲座的孩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fg06Q27H-5bFT6rKMr8_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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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YD02fohgy6-ST6jn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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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家长受益匪浅。在救援队员手把手的教导下，孩子们还学习体验了心肺复苏的技能。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想念你们，胜利社区儿童服务站  

文章标题：磐石市儿童服务站——“小神兽们”归笼啦！  

文章标题：同庆建军佳节，共叙鱼水情深  

9.新疆 

2020 年 7 月期间，【新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受疫情影响明显，所有站点由线下开展服务转

为线上。共有【20】家社会组织服务【22】个站点，在【13】县市共【22】个社区开展了【“珍惜

生命 远离毒品”的宣传教育活动、“让世界充爱”感恩新时代活动、“相伴成长”青少年生日会】

等活动，共提供【2940】小时服务，【6352】人次儿童受益，【146】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5】

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5】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3200】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书法绘画小课堂 

 

链接访惠聚工作队资源，组织儿童服务站儿童开展书法、绘画兴趣小课堂活动。参加人员：

儿童服务站 9-12岁孩子(9 名）。     

访惠聚工作队刘老师在每堂课以先讲解握笔方法和运笔手法，再结合起来给孩子们做示范并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B3m8AQkAZOFn-haxBqYNFw
https://mp.weixin.qq.com/s/W65R-uqSKg9zfXH9ulRUVA
https://mp.weixin.qq.com/s/spSKvBNIDwy9YzqqbJ6a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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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对孩子进行指导。从一开始连握笔都不会到掌握了正确的握笔方法和运笔及能自己按照老

师讲的慢慢写出来，并得到老师的夸奖，孩子们有了很大的进步。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与我共成长”家长成长课堂 

文章标题：暑期“防溺水、遵守交通法规”安全知识课堂 

文章标题：关爱儿童，托起希望--免费义剪活动 

10.川北+山西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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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等常规活动，同时结合节假日及站点特色开展了《人生都有夕阳红 尊老敬老树新风》、《筑

梦成长 向阳花开》、《爱往爱返||来自虎牙儿童的祝福》、《暑期萌芽班》夏令营、《跳蚤市场 1》

—店招设计等主题活动。受益儿童【15143】人次，志愿者【1117】人次，微信推文【97】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龙湖远达社区 | 防溺水安全知识课堂之家长篇 

右图：丰产乡站点 | 安全教育 

11. 广西 

7月，广西【8】家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分别开展了“绘画、课业辅导、棋类”等常规活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ABVEYKgdkU83Rkx-eyDBbA
https://mp.weixin.qq.com/s/dT8UjXUiZCqQrSyXWvmtYg
https://mp.weixin.qq.com/s/cAx-Np-hNu_UuEj3IYJf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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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电安全伴我行、阅读分享、考试技巧”等主题活动，“安全记心中，幸福驻家中、垃圾分

类·从我做起、我学习我快乐词语接龙、自学乐器”等特色活动。受益儿童【3431】人次，志愿

者【47】人次，微信推文【24】篇。 

 

 

 

上图：广西德福社区站点儿童服务站 |  我学习我快乐词语接龙 

12. 广东 

2020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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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个儿童服务站全面开站。为将疫情期间对站

点正常运营影响降到最低，同时探索社区儿童的有效模式，积极引导站点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

提供 430课堂托管服务、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咨询等服务，并开展亲子视频、亲子课堂、亲子阅

读、亲子游戏，以增进亲情交流，加强家庭教育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争取做到站点服务指标不

受影响。据统计，22所服务站累计直接服务儿童【12689】人次，参与志愿服务志愿者【514】

人，专职社工/儿童专岗 28 人，发布项目媒体报道【71】篇。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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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福民社区儿童服务站 | “情浓端午，DIY 手工”主题活动 

右图：育红巷儿童服务站 | 消防演练 

13.  贵州 

2020 年 7 月期间，开展了【26】个儿童服务站站点共开展了【397】次常规活动，【86】次主题

活动，【58】次特色活动，开展了“作业辅导”、“绘画”、“舞蹈学习”、“读书会”、“儿童暑假安全

教育”、“科学小实验”等活动。累计受益儿童【12728】人次，志愿者参与【123】人次,微信公众

号【37】篇，新闻报道【1】篇，自媒体【512】篇（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等）。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黄平谷陇儿童服务站 | 夏日趣味运动会 

右图：天柱县联山站 | “暑”你最开心的爬山主题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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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湖南 

2020 年 7 月期间，【33】家社会组织服务【33】个站点，在【11】县共【33】个社区，以

“线上+线下”的方式开展了众多有意义又好玩的日常活动、主题活动和特色活动。老站点正在

建设自己的品牌系列活动，新站点也不甘落后，链接资源动员社区共同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快乐又

美好的暑期生活。 

湖南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本月总受益儿童【9836】人次，其中主题活动开展【58】次，特色

活动开展【65】次，常规活动开展【360】次，以微信公众号为主要传播途径，共发布推文

【65】篇，阅读量达 3820人次。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松雅社区儿童服务站 | 手绘环保带 

右图：龙骨寺社区儿童服务站 | 创意吸管画 

15. 安徽 

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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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区开展活动，【311】名社会志愿者参与无偿服

务，受益儿童【5329】人次，活动进展微信推文【35】篇.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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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家家景园儿童服务站 | 消防安全活动 

右图： 宣城儿童服务站 | 参观防震减灾科普馆 

16. 山东 

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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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2 县共 46 个社区开展了兴趣阅读、端午节、建党节、暑期夏令营等活动。共【15160】

人次儿童受益，【40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98】篇项目传播。在 7 月份期间受疫情影响，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继续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相结合，仅在当地主管部门以及社区同意情况下，

开展全面线下服务。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灵芝湖儿童服务站 | 防溺水和急救知识讲解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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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云南 

2020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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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名社会志愿者参与无偿服务，受益儿童【4865】余人次，活动进展微信

推文【20】篇，抖音【1】篇。 

7月 1日-2日，“壹基金儿童服务站 2019-2020年（云南/广东）第二期能力建设培训”成功

于云南省昆明市开展，云南、广东两省的儿童服务站站长和专职人员 60余人参与该次能建。 

7月各个站点开展的活动都很好，像绘画、手工、书法、舞蹈等活动都有开展。7月呈贡站

点和会泽木城社区站点对外部资源链接的比较好，呈贡站点是和威特儿体育合作开展拓展类活

动，和晨曦科普机构合作给孩子们上科普课。会泽木城站点是与当地妇联联系收到图书的捐赠。

7 月曲靖麒麟区站点开展的活动是当月最有特色的，带孩子们开展了走进传统文化、汉服礼仪、

成语故事、公祭日、澳门回归、毛泽东诞辰等活动，我觉得现代人对中国的传统丢失严重，大街

上都在过圣诞节，热闹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春节。站点开展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孩子对我们的传统文

化和祖国的历史更加的了解，从小培养孩子的爱国情。 

7月云南众益志愿者服务中心走访了曲靖站点，和站点工作人员沟通从开展活动的准备到活

动后孩子的反馈做了详细的了解，准备做一期“走进传统文化”的活动设计，最后评选活动开展

最优秀的站点。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龙潭社区儿童服务站 | “七一”主题活动 

右图：太和街道双友社区儿童服务站 | 创意手工制作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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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川南 

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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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安全不放假”等活动。累计受益儿

童【1331】人次，志愿者参与【490】人次，微信公众号【10】篇，自媒体【9】篇（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搜狐等），美篇【2】篇，新浪微博【1】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核桃村儿童服务站 | 常规游戏活动 

右图：核桃村儿童服务站 | 健康知识讲座 

19.  重庆 

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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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中期财务审核与补充。现阶段各中小学已经放假，开站的站点积极开展活动，线上线下双重网络

渠道开展活动。站点积极开展了诸如“玩转作业”暑期课业辅导、“珍爱生命，预防溺水”、非遗

夏布染亲子活动、手语舞、垃圾分类实践、世界博物馆艺术大课堂、“安全知识周”、亲子驱蚊香

包制作活动、手工玉米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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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122】个服务站累计受益儿童 78634 人次，线上线下平均开站 22 天。参与志愿者

【4382】人次，执行专职【152】人，发布微信推文 68 篇、微博 51 篇，重庆日报、美篇等其他

新媒体平台报道【34】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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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城北社区状元楼儿童服务站|画脸谱活动 

右图：红星社区儿童服务站|手工玉米活动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一）优质故事 

心灵之窗 

最近儿童服务站新来了一位小朋友—9 岁的小女孩琦琦。在儿童服务站里，琦琦展现出了非

凡的领导风范，还特别乐于助人，平时会主动帮助志愿者姐姐，带领着比自己小的弟弟妹妹们进

行活动。琦琦在服务站里深受站点老师和伙伴的喜爱。 

但是在一次和琦琦父母交流中，站点老师才得知，原来琦琦在家里和在服务站完全是两个样

子。平日在家里的琦琦不愿意和家人交流沟通，每天吃

完饭就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拒绝与家人交流，家长少有机

会与琦琦静下来交谈。这样的琦琦和在服务站那个活泼

开朗的琦琦简直是判若两人。琦琦父母得知琦琦在儿童

服务站的表现也感到惊讶与欣慰，十分渴望琦琦也可以

像在儿童服务站一样多些和家里人相处。站点老师以多

年做儿童服务的经验也察觉出了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老师开始积极和琦琦沟通交流，希望帮助

琦琦与家人和谐沟通。 

为了找寻琦琦不愿与家人沟通的原因，站点老师使出浑身解数，多次耐心和琦琦进行沟通，

终于在一次心灵交流会上琦琦愿意敞开心扉和站点老师深入交流。原来琦琦不愿意跟爸爸妈妈吐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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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心事是因为，她希望自己在父母亲眼中是一个优秀的孩子，她觉得在自己越亲近的人面前，越

难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怕自己说错话了，做错事了父母会责怪自己。其实琦琦的困扰在很多同龄

儿童身上也是常出现，儿童在 6-12 岁这一阶段正是发展尊重、接纳、自由的关键时期。这一阶

段的儿童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去处理一些事情和影响周围的人，这正是琦琦在儿

童服务站表现出来的懂事和乐于助人的原因。而其成长需要获得相对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

尊重和接纳的基础之上。为什么琦琦害怕自己在父母面前不够优秀，因为她怕因为自己的不优秀

而不被尊重和接纳。所以这时候的家长要学会适当的放手和充分的鼓励，培养孩子有为人处世的

能力和自信心。 

找出原因后，站点老师一边和琦琦做思想工作，一边积极和琦琦家长沟通，给家长一些有效

的意见对策。在共同努力下，琦琦和家人的关系开始好转，也渐渐愿意和家长交流了。儿童在成

长过程中建立一个健康的人格是十分重要，但是在流动、留守儿童的家庭里孩子的心理问题难以

及时被发现和解决就容易造成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希望每个儿童都能得到陪伴，能够被关

怀被重视，我们希望每位家长父母都能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情况，有爱的社会是一个个有爱的家

组成，有爱的家需要家人共同经营，儿童服务站正为此做出努力，希望每次努力都能迸发大大的

能量。 

 

（二）优质图片：请参见上文各省的进展部分的图片 

 

以上为对外公布使用的内容 
此为分界线 

以下内容主要用于项目管理，作内部分享讨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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