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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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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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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686】人次儿童受益，志愿者参与【10474】

人次。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及其他途径传播报道【1739】篇。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2019-2020 儿童服务站】 

1. 湖北 

2020 年 8 月期间，【湖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24】个站点在【21】

县共【24】个社区开展了童星童力防洪防汛、防溺水等活动，共计【15015】人次儿童受益，【239】

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63】篇媒体报道，共有【3964】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绿色环保袋把欢乐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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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高孩子们的环保意识，树立绿色生活理念，提高动手、动脑能力，关爱留守儿

童。今天道桥镇中心小学儿童服务站开展绿色环保袋把欢乐袋回家活动。手绘是不借助任何机械

性，以亲手使用五颜六色的彩笔绘制出色彩鲜艳图案，手绘作品也能流露出亲切感是其他印刷品

所不能表达出来的，手绘画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快捷性。 

孩子们第一次接触手绘帆布包绘画，大家对于这个课程都很好奇，于是很认真也很耐心地画

着每一幅色彩斑斓的图案，有恐龙、爱心气球、美丽的荷花、蜘蛛侠等，大家开心极了。经过一

个多小时的绘画，每一位孩子都很认真地完成一份属于自己的手绘帆布包的作品。一个个充满童

心、制作精美、色彩艳丽绿色帆布包，出现在孩子们的手中，即时尚又环保，还能把创意做义卖，

孩子们格外开心。通过孩子们自己努力完成这一幅幅美丽的作品，提高了孩子们的艺术细胞和成

就感，综合培养了孩子们的观察能力、掌握色彩能力,更承载了孩子们对生活环境的呵护。 

2、宁夏 

2020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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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区开展了游学、课程辅导等活动，共提供【685.85】小

时社区服务，【5615】人次儿童受益，【180】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2】篇微信公众号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阳光公益行参观体验游学主题活动 

   

2020年 8月 19日—20 日，银川市民族综合福利院组织儿童服务站 35名儿童在 6 名志愿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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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下开展了“阳光公益行—银川当代美术馆艺术之旅”和“自强不息奋进有我，游学航空营地、

射击打靶”的主题活动。 

本次两天的阳光公益行主题活动旨在通过集体游学和体验活动，丰富儿童的假期生活，开阔

眼界，让孩子们感受生活中的自然美，接受美的熏陶,培养专注力和耐力，坚定自己的梦想，为实

现自己的梦想快乐成长。同时促进儿童间的朋辈交流，通过志愿者陪伴，拉近与孩子之间的距离，

感受来自社会的关爱。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创意美术课——头发的联想 

文章标题：大手牵小手，集邮说黄河 

3.辽宁 

2020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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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区开展了安全课堂、课业辅导等活动，各站共累计提供

【1915】小时服务，【7411】人次儿童受益，【243】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56】篇媒体报道，

共有【23495】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我能保护我自己”主题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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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炎炎夏日，牡丹社区儿童服务站为了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提高孩子们的安全意识，

特邀请利州社工儿童安全讲师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我能保护我自己”的主题公开课。课堂

上孩子们接受了关于防火、防高空坠物、防溺水、防烫伤等相关知识及自救预防的方法。并且学

习了“海姆利克急救法”的操作。课堂上孩子们高兴地领到了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教材，并认真翻

看学习。同时，课堂上孩子们对老师讲课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也踊跃的举手发言。做小游戏的时候，

孩子们也都积极参与。叠椅子、拼拼图、找危险每个孩子都信心满满。生动有趣的一堂课很快就

接近了尾声。大家与老师合影留念，期待下次课的到来。 

4.甘肃 

2020 年 8 月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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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感受传统文化、足球比赛、绿植种植等活动，【10501】人次儿童受益，

【260】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20】篇媒体报道，浏览量【10178】。 

【优质活动/图片】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之秦腔体验课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中国传统艺术，感受秦腔的魅力，由酒泉市瑞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执行的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汉唐街北社区站点、东关苑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秦腔

体验课”的主题活动。这次体验课邀请了原肃州区秦剧团演员、秦腔表演艺术家刘辉老师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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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讲解。此次秦腔体验课活动，通过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引导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艺术的美，

使辖区儿童对戏曲艺术有了直观的感受，培养了幼儿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感，得到家长们的支持和

肯定。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播希望的种子收胜利的果实 

文章标题: 来，我们先邀约一场足球赛 

文章标题: 天空之城 

5.黑龙江 

2020 年 8 月，【黑龙江】壹基金·儿童服务站进展顺利，共【19】个站点分别开展了垃圾

分类、课程辅导等活动，并提供【1725】小时社区服务，共有【226】名教师/志愿者参与，累计

【6166】人次儿童受益。     

【优质活动/图片】七彩假期、温暖童心——垃圾分类活动 

  

日常生活中，“垃圾”无处不在，家庭公寓里的垃圾筒、街头巷尾的垃圾箱、城市郊区的垃

圾场等，对垃圾进行有效处置的一种科学管理方法。 在本次活动中首先向孩子们介绍垃圾为什么

要进行分类，如何合理分类、处理垃圾时注意事项等。 孩子们先把活动包中的标明垃圾各类的图

片先摘下来，认清楚是什么物品，打开垃圾桶。志愿者老师耐心地指导每个孩子拿出面前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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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们卡片上的图片分别属于哪类垃圾，并投放到垃圾桶中，孩子们一边辨认物品，一边培养良

好的垃圾分类习惯，老师同时给予评分和鼓励。活动氛围轻松愉快，孩子自信心满满，很有成就

感。 

6.陕西 

2020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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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区开展了儿童夏令营、卫生教育等活动，共提供【7577.8】

小时社区服务，【25003】人次儿童受益，【15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80】篇媒体报道，

共有【4500】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夏令营活动 

  

榆林市微尘志愿者协会、宝鸡市金台区志愿者服务联合会、西安市未央区环保志愿者协会等

单位组织开展儿童夏令营活动。为了提升乡村儿童认知水平及社会交往能力，小白鹿儿童服务站

组举办“绿种子夏令营”活动。通过为期 15天集体生活，举办儿童美术教育、自然教育、卫生健

康教育、集体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升儿童的认识水平，激发儿童的艺术潜力，促进儿童身

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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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西 

2020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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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阅读、美术、手工等活动，共计【6494】人次儿童受益，【133】人次

志愿者参与，共发布【58】篇媒体报道，浏览量【5860】。 

【优质活动/图片】破茧锐变抗逆力小组活动 

  

8月 11日，组织孩子们进行了“破茧锐变”抗逆力小组活动，编花篮，小朋友们分成私人一

组，脚勾脚，编唱歌边转圈，这个游戏考验小朋友们的平衡能力，锻炼了她们的团结协作的能力，

小朋友们都完成的很棒。8 月 13日，组织小朋开展“套圈圈”活动，在轻快的音乐中，孩子们进

行分组比赛，看谁套的多，“呀，差一点就要中了”，“这次我要认真些，我也可以套进去......”。

套圈圈游戏不仅发展了孩子们的目测、投准能力，还提高了手部的精细动作，更能培养幼儿对体

育活动的兴趣，体验游戏的快乐。小组活动结束后，每个组员都有很大的进步，有的孩子最开始

的时候对自己不相信，不愿尝试不愿担当，慢慢地变得自信，有勇气承认不足并作出尝试，用积

极的行动、想法影响其他组员。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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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吉林 

2020 年 8 月期间，【吉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8】家社会

组织服务【8】个站点，在【7】县共【8】个社区开展了文艺汇演、快乐暑假等活动。共有【65】

名教师/志愿者参与，【1732】人次儿童受益，服务时长【620】小时，发布媒体推文【80】篇。   

【优质活动/图片】同庆建军佳节 共叙鱼水情深 

  

2020 年 8 月 1 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3 周年，为了让服务站的小朋友们知道建军节的来

历，并和广大人民一起庆祝节日，通化市东昌区爱心志愿者协会联合东昌街道佟江社区和新华社

区儿童服务站的小朋友们，同庆建军佳节，共叙鱼水情深。小朋友们通过线上的教学方式学习舞

蹈、练习唱歌，用字的歌声、舞蹈、用自己的行动来一起庆祝节日！ 

9.新疆 

2020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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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区开展了阅读、

线上课堂等活动，共提供【2260】小时服务，【4355】人次儿童受益，共发布【6】篇媒体报道，

共有【810】人次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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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活动/图片】线上“31天阅读”活动 

  

良好阅读习惯带来的益处会伴随人的一生，是孩子们发现快乐、学习知识和获得宝贵精神财

富的重要方式。读书的最黄金时间莫过于童年少年时代, 读书可以使我们明理, 可以使我们达志。

为了培养孩子们良好的阅读习惯，银川路社区益善儿童服务站开展了线上“31天阅读”活动，旨

在通过连续 31天的阅读坚持，让孩子们感受阅读的美妙，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著名思想家培根

也说过：“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因此，人从幼年起就应该

通过教育培养一种良好的习惯。 

10.川北+山西 

2020年 8月期间，【川北+山西】8 家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38】家儿童

服务站一起开展了“四点半课堂”、唱歌、舞蹈、画画、阅读、象棋、围棋、军旗、跳棋和五子

棋、小游戏、文娱活动等常规活动，同时结合节假日及站点特色开展了“欢乐之夏·快乐大本营”

暑期之庆八一·致敬最可爱的人、剪纸等主题活动，“欢乐之夏·快乐大本营”暑期之“我是小

小科学家、“泥水变身活动”、道德银行实践活动、“欢乐之夏·快乐大本营”暑期之茶艺体验

活动、长卷画绘画活动、暑期不孤单·线上辅导来陪伴；七夕，赴四川科技馆浪漫之约；萌芽暑

期夏令营、萤火夏令营等主题活动。共计受益儿童【24779】人次，志愿者【1095】人次，微信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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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116】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龙湖远达社区 | “欢乐之夏·快乐大本营”暑期之庆八一·致敬最可爱的人剪纸活动 

右图：营山商会站点 | 筑梦成长夏令营之消防安全 

11. 广西 

2020年 8月期间，【广西】8 家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8】家儿童服务站

分别开展了建军节、小学生礼仪课堂、趣味数学课堂、观看电影《龙猫》、美食绘画活动、阅读

课外书籍、开展了“课业辅导、游戏、课外阅读、室外运动、自由活动，观看视频”等常规活动，

“防溺水安全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宣讲、保护环境”等主题活动，“垃圾分类、变废为保”

等特色活动等。受益儿童【3049】人次，志愿者【64】人次，微信推文【23】篇。 

 

上图：鹤城新区儿童服务服务站 |  纸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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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广东 

2020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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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提供四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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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做到站点活动不受影响。据统

计，22所服务站累计直接服务儿童【29852】人次，参与志愿服务志愿者【698】人，专职社工/

儿童专岗【28】人，发布项目媒体报道【189】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太平镇文化站 | 趣味蛋挞 DIY 

右图：东新街道站 | 传统文化之手工活动《门扣》 

13.  贵州 

2020 年 8 月期间，【贵州】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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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包括作业辅导、

绘画、亲子趣味活动等。累计受益儿童【13775】人次，志愿者参与【211】人次,微信公众号【33】

篇，自媒体【429】篇（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等）。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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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阿妹戚托儿童服务站 | “大手牵小手，快乐一起走”亲子趣味活动 

右图：黄平谷陇站点 | “这个夏天，音你不同” 

14. 湖南 

2020 年 8 月期间，【湖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33】家社会组织运营 

【33】个站点，在【11】个县共【33】个社区开展了【321】场日常活动、【132】主题活动、【95】

特色活动，共提供【3960】小时服务时长，【11452】人次儿童受益，【156】人次志愿者参与，

间接受益人次【1120】人次。发布【89】篇微信推文，【9】篇媒体报道，共有【5850】人次阅读

量。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复胜村家乡记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 | 家乡记忆·夏日梦工厂——相见欢与守护天使 

右图：星港社区儿童服务站 | 交通安全主题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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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安徽 

2020 年 8 月期间，【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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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名社会志愿者参与无偿服务，

受益儿童【6367】人次，活动进展微信推文【67】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广德社区儿童服务站 | 手工制作 

右图： 阳光天使儿童服务站 | 室外活动 

16. 山东 

2020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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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课堂、户外拓展、暑期夏令营

等活动。共【24132】人次儿童受益，【537】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21】篇项目传播。部分

地区受疫情影响，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继续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相结合，仅在争得了当地主管

部门以及社区的同意的站点，开展全面线下服务。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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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十三村儿童服务站 | 游览鲁庄故道游乐园 

右图：大河社区儿童服务站 | 声乐小课堂之葫芦丝课 

17. 云南 

2020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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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开展了绘画、手工、舞蹈等常态化活动，受益儿童【4254】余人次，【123】

名社会志愿者参与无偿服务，活动进展微信推文【23】篇。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803 站点 | 绘画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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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川南 

2020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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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区开展了户外阅读、户外足球、生日会等活动， 共

计【3072】人次儿童受益， 【166】人次志愿者参与，发布【24】篇微信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大水塘彝族社区儿童服务站 | 开站仪式 

 

19.  重庆 

2020年 8月期间，【重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122】个服务站累

计受益儿童【86542】人次，线上线下平均开站 24天。现阶段各中小学暑假接近尾声，开站的站

点积极开展活动，线上线下网络渠道开展活动，活动内容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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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参与志愿者【5240】人次，发布微信推文【75】篇、微博【64】

篇，重庆日报、美篇等其他新媒体平台报道【41】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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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塔耳门社区儿童服务站 |“环保小先锋”环保课堂 

右图：学善社区儿童服务站 |“守护童年，安全伴成长”暑期安全知识社区活动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一）优质故事 

绘本作文课是我们服务站近两个月新增服务内容，主要针对 3-5年级的孩子。只能容纳 20

多人的站点空间里，挤满了热情高涨的孩子们。这个月开站的时间里，每天要开设两堂绘本阅读

课程，才能基本满足社区里孩子的需求。志愿者和老师亲和力强、教学方式特别新颖，孩子们的

参与热情特别高。这一天的课程是“螃蟹”。课前，孩子们刚进教室，就发现了老师放在课桌底

下的一只小螃蟹，好奇地围了过来。想要保密的老师瞬间被

拆穿，和孩子们笑成一片。一片欢腾的气氛中，绘本作文课

开始了！课堂上，每一页 PPT后面的半开放句式补充环节是

孩子们的最爱。Ta们张开想象的翅膀，为故事接上一些奇

妙而意想不到的后续情节，在孩子们的描述下，小螃蟹的钳

子、走路姿势、眼睛、壳、钳子上的毛等等在孩子们的描述

下都变得活了起来！当情节来到小螃蟹开理发店的环节，孩子们提出了设计海报、选址、广告代

言等方案，每一个孩子都展现出了自己对生活的细致观察。 

互动课程之后是亲子共读时间，常来站点的小悦悦和妈妈一起读绘本《咕噜牛》。刚看到封

面，悦悦就说“今天的小老鼠变了”。一头雾水的妈妈在悦悦的指引下，在书架上找到了几个月

前她们读过的《波西和皮普》，比较后发现，原来两本书的插画师是同一个人，老鼠的样子很相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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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原来悦悦是发现了两本书里小老鼠的相似之处。没想到，5岁不到的孩子就能敏锐地捕捉到

大人没有发现的细节。 

大人们总认为孩子什么也不懂，殊不知其实孩子们对平时接触到的信息很敏感，Ta 们需要像

绘本互动课程这样的机会与人沟通、表达，在专人的指引下得到锻炼，并在和人的互动中获得肯

定。这是学校的应试教育无法完全满足的。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可以为孩子们提供应试教育以外的资源，让缺乏优质教育资源的孩子获得

更多多元发展的机会。我们希望为这里的孩子提供更多形式的课程，既感受到乐趣，又能收获知

识。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