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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联合公益计划月报 

零废弃联盟发展项目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2020年 9月，据不完全统计，零废弃联盟共有【9】家伙伴机构，在【116】个社区开展了【75】

场垃圾分类活动，参与人数总【1829】人次，直接受益人【2260】人次，间接受益人【12615】人次，

志愿者参与【253】人次，累计垃圾减量【3007】kg，其中厨余垃圾减量【948】kg，有害垃圾减量【117】

kg，可回收物减量【1397.6】kg，其他垃圾减量【682.4】kg。媒体传播【112】次，点击阅读量【23391】

人次.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网络秘书处主要工作进展 

1) 传播：发布壹起分社区计划全国培训会回顾文、发布培训会讲师专题“如何破局获得街道百

万级资金采购服务”（长沙市源方环保公益发展中心 谭瑶春）、发布 8月壹起分伙伴月报。 

2) 牛奶包回收季活动开启：招募了 30 家壹起分伙伴参与，已经发放了工具包、邮寄了牛奶包

再生制作的文具。 

3) 筹款：筹备 2020年壹起分社区计划伙伴联合筹款，，并发出招募。 

 

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区域协调中心协助沟通区域内伙伴，摸底区域内伙伴参加 2020年壹起分社区计划伙伴联合筹款、

动员参加牛奶包回收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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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山西天龙救援队 

2020年 9月 27日，山西天龙救援队在太原市小店区康馨苑社区开展旧物置换活动，分别在康馨

苑小区和蓄研所小区设置两处旧物置换点，全天共为居民共置换约 800公斤旧物。当天下午，山西天

龙救援队在太原市晋源区姚村社区开展旧物置换活动，为社区居民共置换约 400公斤旧物。 

 

光盐创绿志愿者服务中心 

九月里，光盐的伙伴们利用厨余垃圾堆肥发酵后的土壤来养殖黑水虻，部分黑水虻变黑了，很快

又开始产卵并进行下一阶段的繁殖。看到这些，社区门面的中药店里，将熬制中药的残余药渣收集起

来，一起放入堆肥坑中发酵。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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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恒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0年 9月 19日上午，稳恒者喻义巷儿童服务站的小伙伴参加净滩活动，孩子们面对自己捡拾

来的河岸垃圾，一开始有些抵抗，但是当志愿者们为他们讲解不同种类的垃圾分类知识，并同他们开

展壹起分小游戏后，孩子们的积极性起来了，都开始了对不同种类垃圾的分辨，并在志愿者们的帮助

下开始了兴致勃勃的分类游戏。 

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 

9 月 13 日，善水环保联合家家景园社居委在家家景园二期小广场开展牛奶包的回收活动，活动

不仅包括牛奶包的回收，还有垃圾分类飞行棋游戏，现场志愿者们带小朋友玩游戏，教小朋友们认识

垃圾，怎么进行垃圾分类，并且现场也有居民志愿者参与，帮忙宣传垃圾分类，活动结束，总共回收

低价值可回收物 12.4千克，有害垃圾 8.9千克。 

9月 30日下午，合肥善水的伙伴在家家景园二期小广场，开展垃圾积分兑换活动，放假前一天，

来兑换物品的人很多，特别是一个老爷爷，挑着牛奶盒来兑换，牛奶盒清洗的也是很干净，还有一位

居民，为了减轻志愿者的工作，直接一捆十个牛奶盒捆好，来进行垃圾分类的收集工作，活动现场热

闹非凡，人流攒动，玩游戏的小朋友也很多，跟在志愿者小姐姐后面愉快的分类。活动结束总计回收

低价值可回收物 27千克，有害垃圾 15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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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温江区自然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0年 9月 6日，自然土社工携手凉水社区在柳岸锦城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宣导活动，服务 80人。

2020 年 9 月 12 日上午，自然土社工携手大学城社区开展牛奶盒手工活动，吸引到小区内 20 对亲子

家庭参与，用牛奶盒制作收纳盒。2020 年 9 月 19 日上午，自然土社工在大学城 社区开展啤酒瓶环

保手工活动，共计 16对亲子家庭参与。 

 

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9 月 19 日，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宝龙分馆举办“三山两塔”环保纸艺 DIY 活动，福建省环保

志愿者协会环保培训师林京应邀授课，读者亲子家庭和福建省港航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省残疾人体

育运动管理中心、省榕城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省技师学院等省直机关等单位的志愿者共 30人参加。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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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下午，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环保讲师们作为考评员参加了福建省第一期垃圾分类处

置专项能力考核鉴定考试。 

 

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青岛市李沧区上流佳苑社区金水源小区垃圾分类工作自今年 4月开始启动，在社区两委的统筹引

领，你我创益的专业规划，社区志愿者的积极行动，以及社区居民的密切配合下，开展五个月以来，

垃圾分类定点定时投放已经成为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社区也建立了奖励机制持续

强化分类行为。居民们人人动手，全员参与，已经初步养成分类新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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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仓发展网络建设项目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2020 年 9 月，义仓发展网络以第四届“你好，邻居”全国义仓日倡导活动、第二届第一次理事

会等方面开展工作。本月义仓发展网络落地开展活动情况为：覆盖【56】余个社区，志愿者参与人次

达【748】余人次，服务人群达【7684】余人次。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网络建设和治理 

义仓发展网络第二届第一次理事会 

2020 年 9 月 19 日，义仓发展网络第二届第一次理事会在成都成功举办。本次会议共有 20 人参

加，包含轮值主席、理事以及壹基金、区域支持中心代表。会议为预备会和正式会，预备会商议义仓

发展网络主要服务对象和工作的路径，如何搭建义仓发展网络社会化筹资体系，商议下一阶段的 3年

行动方案；正式会首先回顾 2017 年-2019 年义仓发展网络工作总结及第一届第六次理事会，商议义

仓发展网络主要服务对象、工作路径和搭建义仓发展网络社会化筹款资本体系事宜，审议义仓发展网

络下一阶段的三年行动方案，就山东和湖北区域支持中心进行推选和商议，最后邀请了壹基金、区域

支持中心对义仓发展网络工作的反馈和建议。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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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倡导 

第四届全国义仓日倡导活动暨第二届“义仓好邻里 百佳志愿者”表彰会 

9 月 20 日，由中国社会工作学会指导，义仓发展网络项目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

的第四届全国义仓日倡导活动正式启动。此次活动隆重表彰了第二届“义仓好邻里·百佳志愿者”；

举办了“你好，邻居”论坛，就后疫情时代的邻里互助与社区治理进行了研讨；同时联动各地义仓伙

伴开展一勺米、义集、一个观众的剧场等主题倡导活动。活动主会场设在成都，并在沈阳、郑州、杭

州、上海、长沙、武汉、西安、昆明、江门设置分会场。 

义仓·课程直播 

“亮光计划-让我们一起让社区互助生长起来”培训班在 9 月共直播和录制了 4 次，课程为《如

何做社区公共生活空间运营》、《如何培育互助类社区社会组织》、《社区互助类项目的志愿者动员

怎么做》、《如何做社区行动类的基金会筹款》，让学员们了解社区互助怎么做，如何动员和培育并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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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筹款。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湖南长沙市培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在国庆中秋来临之际，芙蓉社区联合培源

社工开展了一场以“中秋国庆喜相逢，小家大家共欢乐”暨“义仓好邻里•百佳志愿者”优秀志愿者

表彰为主题的大型志愿服务宣传活动，共计300余名居民参与。 

9月17日，社工组织芙蓉社区志愿者在辖区范围内开展了以三人组队的“一勺米”公益活动，当

天社工和15名志愿者共计走访5个社区，敲门50户家庭向居民进行大米筹集，本次所筹集到的大米，

社工在大型活动当天熬成“佰家粥”供大众饮用，此活动不仅增加了居民之间的互动，同时也让参与

者体验到了作为志愿者服务他人的乐趣与成就感。 

9 月 22 日，芙蓉社区优秀志愿者表彰活动于上午九点半正式开始，此次获奖的志愿者分别从个

人事迹、推动社区互助的群体带动能力、个人在社区邻里的口碑评价等方面进行评选，全市共计评选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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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8名，这些志愿者大多为党员志愿者，她们发挥着自己的余热，不图回报，一心为居民服务，并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着更多人加入到志愿服务行业中来。同时为庆祝传统节日的到来，活动还设置了

有趣的猜灯谜环节，内容紧紧与党建、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党的理论、相关政策等结合，并现场慰问

了社区孤寡老人，为他们送去温暖。 

广东江门市恒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社区互助、激发和支持居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本次义仓日活动广东区域分

会场以“守望相助守护爱”为主题，举行“义仓好邻里·百佳志愿者”表彰活动。邀请广东区域内义

仓小伙伴推选的社区百佳志愿者共聚一堂，彼此认识，分享义仓服务经验。 

9月 20日上午，来自广东省内 7家机构共 25名社区志愿者齐聚江门市益杯咖啡馆进行“义仓好

邻里·百佳志愿者”表彰活动。各地义仓成员伙伴在开展社区关爱服务、防疫抗洪、社区发展、院落

微更新等工作中涌现出一大批邻居互助和志愿服务工作先进典型，他们是社区党员、是普通居民和学

生，他们主动参与营造和谐邻里关系和社区公共事务，在服务邻里、疫情防控、传播文明、推动互助、

社区治理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今年的义仓日，广东义仓区域支持中心将充分发挥“好邻里”“志

愿者”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为社区志愿者发声，推动邻里互助、社区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 

河南郑州市和勤青年志愿互助中心 

在义仓网络的支持下，由义仓办公室指导，龙泉驿有邻社工服务中心和龙泉驿星光社区银杏志愿

服务队开展的“一个观众的剧场”志愿服务活动于 8月 26 日下午 3时，在星光小区顺利开展。此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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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要是为社区空巢独居老人提供陪伴关爱服务。在前期入户走访后，在队长鲍孃孃的组织下精心

编排了小合唱曲目。2020年是义仓日的第四年，也是“温暖二七，公益淮河”品牌服务的第四年，

为了进一步活跃“公益街区”建设氛围，同时传递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的文化，2020年 9月 22日上

午，在义仓发展网络办公室和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淮河路街道办事处联合路砦社区、

和勤公益、龙腾社工特举办“你好，邻居”——2020年全国义仓日河南分会场活动。 

活动在一支欢快的舞蹈中拉开帷幕，非洲鼓、民族舞、豫剧等节目轮番上阵，充分显示了社区自

组织的多样性；在活动现场的两侧，还有爱心单位参与便民服务，义诊、义卖、义剪等公益服务喜闻

乐见，也凸显了淮河路街道“公益街区”建设的丰硕成果。 

在此次活动开始之前，伙伴们还发动了“一勺米”公益传播挑战，个人或者小团队在合适的时间，

敲开所住小区的邻居家的门，向他们问好，介绍自己，并倡导他们捐赠“一勺米”，来帮助辖区困难

群众。在此次挑战中，共有 3 家社工机构发起，，共有 46 人在 5个社区参与挑战，“一勺米”公益

传播挑战以及此次活动共计服务 160人次。此次挑战中，小朋友成了主力军，他们每人拎着一袋大米，

脸上带着自豪的笑容。“我们家的邻居特别好，一下子给了两大碗”、“我这袋子米估计得有十多斤

呢”大家一起分享着募集大米时的乐趣，互相不认识的邻里通过小小的一勺米变得熟络起来。用一句

问候打破邻里冷漠，这也是“一勺米”公益传播挑战的初衷。 

 

武汉市东西湖区予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9 月 20 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予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武汉市武昌区融智家庭社区指导中心、

金银湖街道花城社区居民委员会共同开展了“一勺米公益挑战赛”义仓主题日活动。参与公益挑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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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居民们以家庭为单位分成小组，每个小组需要敲开社区邻居家的大门，向居民喊出一声“你好，

邻居！”，同时募集一勺米，并通过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参与公益挑战活动的过程。 

在金银湖街道的支持下，本次义仓主题日活动在花城社区落地开展，共有 15 户家庭及志愿者共

40 余人参与，累计走访近 150 户家庭，活动覆盖了 1200 余名社区居民。在这次义仓日主题活动中，

参与家庭们不仅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温暖和善意，拉近了邻里关系，同时也欣喜看到了孩子参与实践

的成长。孩子们从最初的怯生生的敲门，到后面流利地喊出：“你好，邻居！”，还因此结识了新的

小伙伴，大人与孩子都是满满的收获。 

完成公益挑战赛后，予童中心还对义仓网络评选出来的 12 名湖北义仓优秀志愿者代表进行了现

场表彰，对每位志愿者在服务邻里、疫情防控、传播文明、推动互助、社区治理等方面的突出表现表

示感谢，并对到场志愿者代表授予了“义仓好邻里·百佳志愿者”荣誉证书及奖品，共同合影留念。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