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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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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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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813】人次儿童受益，志愿者参与【12071】

人次。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及其他途径传播报道【1423】篇。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2019-2020 儿童服务站】 

1. 湖北 

2020年 9月期间，【湖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正常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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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活动、主题活动、特色活动】等活动，

共各站累计提供【5642.36】小时线上课程服务，【21464】人次儿童受益，【3039】人次志愿者

参与。共发布【59】篇媒体报道，其中含【41】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714】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仙桥社区儿童服务站-亲子月饼圆又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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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3日下午 14时，壹基金·仙桥社区儿童服务站与沙洋县公益小天使及康泽眼科医院联

合开展了弘扬美德圆中秋“我的月饼圆又甜”线下亲子活动，通过中秋节手工月饼制作体验活动，

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文化。 

孩子们跟着老师的步骤，用心的学习合面、揉面、搓糖丸，搓面团，将糖丸包进小面团里，

最后把包好的月饼放到模具里用力按压成型，这样月饼就做好了，并且还有了各种各样美丽的花

纹。最后一步就是将成型的月饼放进烤箱，十五分钟后，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月饼就出炉啦! 

此次亲子活动，孩子与家长充分参与、体验，进一步促进了亲子关系。同时，让孩子们在温

馨的氛围中，感受团圆和分享的乐趣，体验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绘本防拐课 

文章标题：我和我的小书包 

文章标题：跆拳道特色课程 

2、宁夏 

2020年 9月期间，【宁夏】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正常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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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活动及特色活动】等活动，共

各站累计提供【625.5】小时线下课程服务，【5038】人次儿童受益，【113】人次志愿者参与。

共发布【5】篇媒体报道，其中含【5】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311】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七彩成长儿童服务站——周末时光，别开生面，绘具精彩 

http://www.onefoundation.cn/
mailto:https:/mp.weixin.qq.com/s/k2-56CChviuFyp1oIRSh5w
mailto:https:/mp.weixin.qq.com/s/TOy0QUtnOVaERrZnWH5Eog
mailto:https:/mp.weixin.qq.com/s/GRYY3a_Ib92qnwWVo54R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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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2日，儿童服务站为孩子开展了“别开生面，绘具精彩”为主题的彩绘面具 DIY活动，

让孩子们在纯白的面具上涂鸦，发挥想象力，体验一次放飞想象的艺术之旅。孩子们先是带上纯

白的面具，美美地体验了一下，然后由老师为孩子介绍有关彩绘面具的知识和技巧，孩子们认真

听讲，不时拿起来操作。不等老师介绍结束，孩子们纷纷拿起摆在面前的面具，根据自己喜欢的

样子细细描绘起来。每个孩子十分投入，手中握着画笔，专注地描绘着手中的面具。孩子们把自

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发挥在了面具上，一幅幅各具特色、五彩斑斓的面具呈现在大家面前。戴上

自己绘制的独具一格的面具，孩子高兴极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兴趣美育中得到提升，

也锻炼了他们的感知能力和动手能力。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巾帼大课堂——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文章标题：浓浓尊师意，回馈恩师情 

文章标题：电影快乐日 

3.辽宁 

2020年 9月期间，【辽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正常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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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书法、陶笛、奥数、手工制

作、马头琴、舞蹈、计算机、蒙古象棋、作业辅导、创意美术、教师节主题活动、纪念九一八、

七夕节爱心义卖、老师您辛苦了、万豪搏击体验第一期、特长课、素描课程、街舞课程、美丽秋

http://www.onefoundation.cn/
mailto:https:/mp.weixin.qq.com/s/KWwJZNqePfMZ5NoG569xyw
mailto:https:/mp.weixin.qq.com/s/szdiXQd2zaHiTkDzgoQslw
mailto:https:/mp.weixin.qq.com/s/389eellqQvY0aUU8wbij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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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题画展】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803】小时线上课程服务，累计提供服务时长【1542】小

时， 【5886】人次儿童受益，【55】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61】篇媒体报道，其中含【33】

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5148】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七夕节“爱心义卖”活动 

  

8月 25日是中国的传统的情人节，本来这个节日好像和孩子们没太大的关系，但因为孩子们

的一片爱心让这个雨后的七夕节变得更加浪漫。本次的义卖玫瑰花的善款全部用于今年的 99公益

日所用，我们希望这种爱能传递下去。 

活动之前，服务站的 27名小朋友们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集合地点民族广场，小朋友们身着统

一的公益小天使马甲，排起整齐的队列，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有条不紊的刷脸签到，测量体温，

领取义卖的装备，并由工作人员向服务站的小朋友们解释本次筹款的用意，了解 99公益日的由来。

拿到玫瑰花的孩子们热情高涨，一瞬间奔向四面八方。开始孩子们以为卖花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可是当看到一对对情侣走过来走过去的时候，很难为情开口，这时才意识到很难把自己的爱心传

递给他们，当再次鼓起勇气，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卖出了一朵，很多朵，通过这件事情发现卖

玫瑰花其实也没有这么难，只要有一颗勇敢坚持的心。本次活动共计义卖接近 200支玫瑰花，27

名本溪弘益桓仁朝阳社区壹基金儿童服务站的小朋友们参加，活动募得爱心款 787元。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合家欢乐度中秋，情满牡丹迎国庆”——牡丹社区举办文艺汇演 

文章标题：先贤智慧之光照亮前方 

http://www.onefoundation.cn/
mailto:https:/mp.weixin.qq.com/s/RzeLO0j7-cljuWLkLfXVFw
mailto:https:/m.weibo.cn/5569918312/454429847087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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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甘肃 

2020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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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教师节、中秋节主题活动；KT猫简笔画、绘本阅读、剪纸等日

常活动；泥塑、户外野炊亲子体验、放飞梦想青少年体验式素质拓展训练】等活动，【11940】人

次儿童受益，提供【4064.05】小时服务，【7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98】篇媒体报道，浏

览量【6607】。 

【优质活动/图片】画未来的我 

 

为了帮助站点儿童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树立远大的理想，有动力为理想而不断努力，在实

现自己理想的道路上不断成长，榆中县水坡儿童服务站举办了以“我，画未来的我”为主题的活

动，活动开始前，专职向孩子们介绍了本次活动的目的，和他们一起回顾了最近他们在站里的表

现，目前的学习状况，并引导他们在纸上画下未来的自己。 

和专职预想的一样，他们希望中未来的自己要么是医生，要么是老师，要么是军人。但是，

其中有一个孩子的表现令专职们很惊讶，他想象中未来的自己很具体。他说他希望未来的自己能

是一名科学家，这一想法来源于他读过的课外书籍《世界未解之谜》，他觉得世界还有很多值得

探索的东西，如书中提到的“黑洞”这个概念，自己虽然无法完全理解，但却觉得很神奇，这样

http://www.onefoundation.cn/
mailto:https:/m.weibo.cn/5569918312/454645496047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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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汇很是吸引他。同时，他还提到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研究出一款扫地机器人，因此他在纸上

画下了一个扫地机器人。他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努力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做出贡献，就像那些医学家

研究新冠疫苗一样，用自己的汗水帮助到很多人。 

此次活动共有二十名孩子参加，活动中孩子们积极思考，积极分享自己的想法，氛围活跃，

收获满满。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拒绝餐桌上的浪费，从你我做起”主题倡导活动 

文章标题:感恩教师节，浓浓师生情 

文章标题:我和他的差距 

5.黑龙江 

2020年 9月期间，【黑龙江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开展顺利，共有【18】家社会组

织服务【19】个站点，在【19】县共【19】个社区开展了【口才课，水墨画学习班、开学第一季、

浓情献给我们最敬爱的人、珍爱生命，预防蘑菇中毒—让暖意永在孩子心、铭记 918.历史回眸】

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778】小时线上课程服务，【3774】人次儿童受益，【285】人次志愿

者参与。共发布【33】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3007】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和庆儿童服务站-水墨画兴趣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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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画作为国画的一种源远流长，为了让孩子能够学习这项技能，和庆公益儿童服务站邀请

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杨仲臣老师为孩子们教授水墨画。杨老师从握笔姿势开始教孩子们，一

个个的纠正孩子们的姿势，又一笔一笔上的开始绘画。第一次拿笔的孩子们很兴奋，杨老师教，

孩子们认真的学习，希望孩子们能够喜欢上水墨画，继承这项古老的技艺。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认识溺水的特点与危害 

文章标题:世界和平日-远离战争、珍爱和平 

文章标题:用爱伴你成长 

6.陕西 

2020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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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手工制作、益智游戏、插画、美术、

儿童性教育课堂、科普活动、垃圾分类、保护水资源；国庆节、中秋节主题活动；关爱环卫工人、

小小消防员特色活动】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5659.5】小时线上课程服务，【21503】人次儿

童受益，【328】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9】篇媒体报道，其中含【25】篇微信公众号推文，

共有【36435】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环保公益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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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爱在路上公益服务中心、宁陕县义工联合协会、西安市未央区环保志愿者协会等单位

开展环保公益活动。 

组织开展“乐山乐水 2020年江河卫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垃圾分类我最棒”等大

型环保公益活动。豆村儿童服务站 20名儿童联合西安公安暖蓝志愿者分队在西安市黑河饮水工程

源头黑河水库大坝，通过护水干警对黑河水源的讲解、护水安全防备、科普知识宣传以及护水爱

心签名、行走河道观赏黑河水的美丽，增强了儿童对水资源的保护意识和生态环境维护的责任担

当。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科技点亮梦想 智慧成就未来——青二社区科普日活动 

文章标题：疫情过后，公益读书会又开始啦 

文章标题：“我是小小消防员”一场特别的职业体验活动 

7.江西 

2020年 09月期间，【江西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12】家社会组

织运营 【15】个站点，在【12】个县 共【15】个社区开展了绘画、集体生日会、国旗护卫队训

练、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知识课程、节约粮食、梦想胶囊、游戏、开学第一课、防拐、红色文化】

等活动，共提供【3124.11】小时服务时长，【6034】人次儿童受益，【178】人次志愿者参与，

间接受益人次【89】人次。发布【32】篇微信推文，【1】媒体报道，共有【4582】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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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老师，我知道什么是可回收垃圾什么是有害垃圾了”服务站的常客郭舒涵小朋友高

兴地对我说道。由于我们的生活垃圾越来越多，不仅影响了自然环境，更是危害到人们的健康，

然而儿童对垃圾的危害及如何处理缺乏了解。老师通过讲解不同的差异，倡导大家对垃圾循环利

用，比如告诉孩子们厨余垃圾其实是可以用来做环保酵素的，我们家里的空矿泉水瓶，旧报纸，

空啤酒瓶等都可以回收再利用。垃圾分类的意义，从小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保护环境的良好

行为习惯，个个孩子都来做保护环境的小卫士。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文章标题：手工制作 课桌上的小雏菊 

文章标题 ：安全系列教育 

8.吉林 

2020 年 9 月期间，【吉林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行顺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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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中秋节等主题活动，安全教育、书

法、科学等常规服务】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351】小时线上课程服务，【2022】人次儿童受

益，【35】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2】篇媒体报道，共有【1520】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庆祝教师节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mailto:https:/mp.weixin.qq.com/s/JtpYPbw46F9EItrBuPmD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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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https:/mp.weixin.qq.com/s/89sWukVGVfAku2ncqZzJ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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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20年 9月 10日，团结社区儿童服务站的三位志愿者老师为了让孩子们懂得感恩老师的辛

勤培育，组织开展了《庆祝教师节～感恩老师》主题活动，这次活动有 12名同学参加。 

活动开始，志愿者陈老师为孩子们讲解了教师节的来历和意义： 我国的教师节是 1985年 1

月 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每年的 9月 10日定为我国的教师节。

尊师重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早在公元前 11世纪的西周时期，就提出“弟子事师，敬同于父”，

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更是留下了“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等一系列至理名

言。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被中国人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孜孜不倦育桃李；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春风化雨，谆谆

教导塑栋梁。孩子们在每天的学习中，感念老师的教导之恩。 

大家跟着志愿者王老师学习了手语舞《感恩老师》并给志愿者老师献上了鲜花。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壹基金磐石儿童服务站—科学课 

文章标题：迟来的教师节祝福 

文章标题：欢迎新同学/社区儿童服务站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Gpj-xHRLgR8qRjZP2bTOQw
mailto:https:/mp.weixin.qq.com/s/BqSLV4gjPaS6ks1yH1A4Pw
mailto:https:/mp.weixin.qq.com/s/WT3hFmwOwvxWOcjq4PMV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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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疆 

2020 年 9月期间，【新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受疫情影响采用线上服务和线下服务

相结合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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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节主题活动】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3250】小时课程服务，【8000】人次儿童受益，【15】

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篇媒体报道，其中含【3】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756】人次阅

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儿童服务站巴什乌尔其村站点-“彩虹下的五星红旗”绘画活动 

 

 

 

 

 

绘画是孩子们表达情感最直观的方式之一，本次活动以“彩虹下的五星红旗”为主题，引导

孩子们通过绘画形式描绘他们心中的故事世界，释放自己的创意。 

课堂上，社工先给孩子们介绍了我们祖国的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也叫五星红旗，

有一颗大的五角星和四颗小的五角星合成。接着，社工给孩子们发放了蜡笔，绘画本等绘画材料。

孩子们纷纷拿起画笔，在洁白的画布上划出一道道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心目中的五星红旗。社工

一边引导启发，一边指导孩子们描线涂色，忙得不亦乐乎。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孩子们心中的

五星红旗逐渐呈现在面前。在社工的指挥下孩子们都与自己的作品合影留念，都带着笑容回家了。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寻找爱心人士，支持儿童服务站 

文章标题：“绚丽的秋天”树叶画主题创作 

文章标题：我的物品·我整理 

http://www.onefoundation.cn/
mailto:https:/mp.weixin.qq.com/s/3wGoVT5PD2c6n3lS_DOw2g
mailto:https:/mp.weixin.qq.com/s/epdXTKVq55MLtIbwP-dq9A
mailto:https:/mp.weixin.qq.com/s/2Lpd3V3DpgX8nKK-Mvz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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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0.川北+山西 

9月，【川北+山西】壹基金·儿童服务站进展顺利，【38】家站点开展了“四点半课堂”、

“书法指导”、教师节手工制作、常规家访、日常作业辅导、“书法课、绘画课、武术课、茶艺

课”等常规活动，“电影赏析《八佰》”、“合理使用网络  健康伴我成长”龙头山秋游活动、

“创文明·清除“牛皮癣”、“球形万里”、“手工制作”、等常规活动，“预防意外事故主题

讲座”等主题活动，“手工涂鸦”、“羌绣教学”、“开学第一课——团体绘画”、“中秋灯谜

会”“水果 PARTY”等特色活动。受益儿童【12811】人次，志愿者【1014】人次，微信推文【64】

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琼江社区 | 中秋灯谜会 

右图：擂鼓镇站点 | 教师节手工制作 

11. 广西 

9月，【广西】壹基金·儿童服务站进展顺利，【8】家站点分别开展了中元节、观察豆芽生

长的过程活动、寄语教师节活动、组织孩子们做手工、“克服浮躁”活动、“想对爸爸妈妈说的

话”等特色活动等。受益儿童【4111】人次，志愿者【2】人次，微信推文【29】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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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广西德福社区 | 开学第一课之安全教育 

12. 广东 

2020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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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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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6】人次，参与志愿服务志

愿者【489】人，专职社工/儿童专岗 28人，发布项目媒体报道【142】篇。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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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政通社区站点 | “多彩童年，我行我秀”绿色环保时装设计主题活动 

右图：大塘社区儿童服务站 | 大塘村第二届莲藕丰收节活动 

13.  贵州 

2020 年 9 月期间，【贵州】壹基金儿童服务站【26】个儿童服务站站点共开展了【422】次常

规活动，【75】次主题活动，【56】次特色活动，主要开展了“入学安全教育”、“非遗小课堂”、

“趣味运动”、“感恩教师”等活动。累计受益儿童【13176】人次，志愿者参与【216】人次,

微信公众号【39】篇，自媒体【324】篇（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等）。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阿妹戚托儿童服务站 | “低碳伴我行，环保时装秀”为主题的环保活动 

  

右图：阿妹戚托儿童服务站 | “走进传统文化，相约皮影戏”主题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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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湖南 

2020 年 9 月期间，【湖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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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区开展了众多有意义有好玩的日常活动、主题活动

和特色活动。总受益儿童【10836】人次，其中主题活动开展 63 次，特色活动开展 43 次，常规活

动开展 720 次，以微信公众号为主要传播途径，共发布推文【55】篇，阅读量达【2025】人次。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复胜村儿童服务站 | 小记者采访家乡的长辈们，了解家乡的老物件 

  

左图：复胜村儿童服务站 | 站点整理 

右图：窑塘儿童服务站 | 儿童财商教育活动 

15. 安徽 

202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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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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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服务【14】个站点，在【14】县共【14】个社区开展四点半课堂、绘画、环保、小小牙医、青

志协开展的开学第一课等活动，【5426】人次儿童受益，【362】人次志愿者参与，发布【38】篇

微信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黎阳街社区儿童服务站 | “中秋灯会我来做”特色主题活动 

  

上图： 家家景园儿童服务站 | 全国爱牙日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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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儒林西苑儿童服务站 | 绘画《大轮船》 

16. 山东 

202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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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社区开展了劳动体验、户外活动、课业辅导等活动。共【23681】

人次儿童受益，【642】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41】篇项目传播。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芬芳斥山儿童服务站 | 劳动体验-拔花生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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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云南 

2020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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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开展了趣味英语小课堂、4点半辅导班、安全教育等活动，【5231】人

次儿童受益，【134】人次志愿者参与，发布【25】篇微信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昭通益众儿童服务站 | 户外活动 

18. 川南 

202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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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次常规活动，【13】次主题活动，【5】

次特色活动，分别开展了“四点半课堂”、生日会常规活动，“大通门游览活动”、“老师，您

辛苦啦！”等主题活动，“我们一起去逛街！”、“夏令营”等特色活动。累计受益儿童【3121】

人次，志愿者【136】人次，微信推文【10】篇；自媒体报道【5】余次。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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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生辉家园儿童服务站 | 户外游戏 

  

上图：核桃村儿童服务站 | 9·18 日爱国教育主题绘画 

 

19.  重庆 

2020 年 9 月，【重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进展顺利，【122】个服务站累计受益儿童【75625】

人次，线上线下平均开站【23】天。现阶段各中小学已经开学，上开学第一课，开站的站点积极

开展活动，线上线下网络渠道同步开展活动，活动丰富多样，有【“环保先锋”神奇纸筒小组活

动、安全游园活动、“垃圾分类，环保童行”社区活动、儿童成长教育、安全教育、兴趣发展、

“开学第一课”，“提倡光盘 拒绝浪费”】等活动，活动参与志愿者【4835】人次，执行专职【153】

人，发布微信推文 81 篇、微博 58 篇，重庆日报、美篇等其他新媒体平台报道【32】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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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九龙西苑社区儿童服务站 |“欢乐双重奏”庆国庆迎中秋活动 

右图：盘龙社区儿童服务站 |画井盖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一）优质故事 

一颗苹果 

一个月前，一位奶奶带着一个叫小瑜的孩子来到了儿童服务站。那天，来站点登记的孩子很

多，房间里挤满了人，奶奶身边这个长相俊美的男孩却一直低着头沉默，一句话也不说，跟周围

热闹的环境形成了很大反差。我们担心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缺陷，心里有一丝顾虑，生怕孩子在

站点出什么岔子。但是架不住奶奶的一番轰炸式诉说，我们

想了想，觉得奶奶带孩子不容易，也不忍心让孩子天天干瞪

眼羡慕来站里玩耍的其他小朋友。于是，我们登记了他的信

息，并告诉他可以来儿童服务站快乐地玩耍了。然而小瑜并

没有露出一丝欢喜或兴奋的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湖水。 

除了安静，我们觉得小瑜跟别的孩子很不一样，但是又

说不出哪里不一样。头两天放学后，在奶奶的生拉硬拽中，

小瑜背着重重的书包来到服务站，像第一次见他时一样，没有一丝情绪。然后他就一言不发地像

个木桩一样坐在凳子上，歪着头抠指甲，也不写作业。我们不论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让人摸

不着头脑。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天，还是老样子。这时候听到外面有家长在议论，小瑜在家又挨打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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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听到这里，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经过一番了解，小瑜家里没人辅导作业，自己也不

会读题目，常常无法独立完成作业，为此挨了不少的批评和打骂。小瑜因此轻度抑郁症，总是活

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心疼他，也意识到儿童服务站项目存在的意义，我们决定对小瑜多一些关

注和爱。 

此后，每次小瑜来到儿童服务站时，我们总会拿个小凳

挨着他坐，陪他写作业，看他做自己的事情。虽然只是一个

简单的改变，但渐渐地，小瑜居然开始自己背着书包主动来

站点，不再需要被奶奶拖着来了。他做作业的速度比较慢，

经常是最后一个离开站点，但我们从来都没有怨言，每天都

愿意陪着他，鼓励他。一向沉默的他说话渐渐多了，笑容也

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有一次来服务站时，小瑜忘记了拿作业本，回家拿了作业本再回来站点时，

他拿了一个苹果塞到我手里，羞涩地说了句：“老师，你吃个苹果”。 

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场面。见到内向的小瑜终于愿意打开心扉，我太欣慰了。我兴奋地向身

边的人分享着小瑜“神奇”的转变，沉浸在一片喜悦中。我没想到，陪伴真的能改变一个孩子，

让他愿意打开坚硬的壳。而要解决像小瑜这样孩子的问题，需要家庭、社区乃至社会的共同努力。 

（二）优质图片：请参见上文各省的进展部分的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