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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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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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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687】人次儿童受益，志愿者参与【10026】

人次。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及其他途径传播报道【1385】篇。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2019-2020 儿童服务站】 

1. 湖北 

2020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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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7.02时】线上课程服务，【29561】人次儿童受益，【2261】人次志愿

者参与。共发布【66】篇媒体报道，其中含【3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711】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澴西学校儿童服务站-快乐徒步 趣味手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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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澴西学校儿童服务站抓住小长假的尾巴，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手工活动，让孩子们

相约徒步捡树枝，把自己准备的树枝用彩泥装饰，变成别具一格的创意，好玩又有趣，让孩子们

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首先孩子们统一集合，进行徒步去儿童服务站，路途中一起捡一些枯树枝。课堂中，志愿者

老师抛出问题，引导孩子们思考。捡来的树枝可以做什么？通过老师引导和孩子们的讨论后，孩

子们便认真的用彩泥装饰树枝。不到一会，一根根普通的树枝在孩子们的巧手中变得格外美丽。 

此次活动通过让孩子们集体徒步，让孩子身体素质得到锻炼，在徒步和手工活动中，志愿者

老师让孩子们分组比赛，从而提升了孩子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孩子们用捡来的树枝变废为宝，也

真真切切的让孩子们感受到了艺术来源于生活的乐趣。孩子们表示，非常期待下一次的徒步和手

工。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期待已久的吉他课开课啦  

文章标题：Ta们满头大汗却还想再来 

文章标题：壹基金温泉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唯有书香”亲子活动 

2.宁夏 

2020 年 10 月期间，【宁夏】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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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98时】线上课程服务，【3336】人次儿童受益，【260】人次志愿者参与。

共发布【9】篇媒体报道，其中含【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513】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 “大手牵小手，快乐玩游戏”亲子趣味游戏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ZHl6kzAVI7Cgh47UoxFzzA
https://mp.weixin.qq.com/s/mx1ULGZMdt-R7Iou0e_NXA
https://mp.weixin.qq.com/s/d8UuTbfzmqPpxXFHxFYO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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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亲子与家庭间的相互了解，增强亲子感情，培养亲子间沟通交流技巧，2020年 10

月 7日下午，七彩成长儿童服务站组织 23位家长和 42名儿童开展“大手牵小手，快乐玩游戏”

为主题的亲子趣味游戏活动，让家长和孩子在快乐活动中沟通、合作，让亲子关系更加亲密。下

午 2点钟，家长们陪伴孩子来到操场上，和孩子们一起列队，分成四组，认真倾听游戏活动规则。

每组推荐两个家庭，每项活动家长带一个孩子参加比赛。本次趣味游戏活动，设置简便可行的游

戏规则，适合家长和孩子的不同年龄的互动，游戏项目有穿针引线、找蝌蚪（趣味夹弹珠）、翻

扑克牌、拍托乒乓球接力四个项目。“和孩子一起参加游戏还是挺开心的，大家一起参与，一起

开心，希望以后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参加。”有位妈妈说道。 

通过此次活动，让我们和儿童一起看到了家长们依然充满童趣的一面，也让家长们融入到孩

子的世界中，促进亲子间彼此建立一种相互接纳、信赖和尊重的感情。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儿童服务站—周末欢乐多 

文章标题：志愿陪伴.爱心同行 

文章标题：大手拉小手.情暖九月九 

3.辽宁 

2020年 10月期间，【辽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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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作、兴趣活动，中秋、国庆、重阳等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M_rFFaw3mKU5crBDDCiwIw
https://mp.weixin.qq.com/s/yS9eibHfqXIvhHY2Z7JOZg
https://mp.weixin.qq.com/s/mI65ABe13Yk6F5e0NdAW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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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活动； 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爱国主义】等活动，站点开站【170】天，累计提供服务总时长

【1645时】；站点【6497】人次儿童受益，【132】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43】篇媒体报道，

其中含【1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6553】人次阅读量。站点开展特色活动【49】次、主题

活动【79】 次、常规活动【177】次。 

【优质活动/图片】六官儿童服务站--中秋节做月饼活动 

 

10 月 1日上午，六官儿童服务站开展了中秋节做月饼活动。在志愿者奶奶帮助精心准备和指

导下，孩子们有模有样的跟着奶奶学起了做月饼，孩子们认真地学习，默默地记着制作流程，孩

子们奇思妙想，相互交流，互相合作，都很期待看到自己做的月饼熟后的样子。一定要把做好的

月饼带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尝一尝，月饼做好后孩子们还去探望了孤寡老人，送上了孩子们亲手

做的月饼，有的老人行动不方便，孩子就拿起月饼亲自喂到老人口中，老人们很是感动。通过活

动不仅开发了孩子们的智力，提高孩子们的想象力，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还让孩子们学会了

关心老人，奉献自己的爱心！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六官儿童服务站的孩子们欢度中秋国庆 

文章标题：我光盘，我骄傲 

文章标题：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爱国主义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v.kuaishouapp.com/s/Er9aYvrl
https://mp.weixin.qq.com/s/1tCCPYdGs3vr48CUSPjHoQ
https://mp.weixin.qq.com/s/cOPY2RuAmPaiwMyuLiA7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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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甘肃 

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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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安全教育、亲子游、庆国庆、趣味手工】等活动，【11474】人

次儿童受益，提供【4072.18】小时服务，【104】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95】篇媒体报道，

浏览量【9600】。 

【优质活动/图片】 “童沐书香”走进兰州新区图书馆 

 

兰州新区图书馆环境优美，读书氛围浓厚。为了帮助彩虹城儿童服务站的小朋友们熟悉图书

馆的环境，感受阅读氛围和书香熏陶，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知识，2020年 10月 17日上午，兰州创

晖工作人员带领小朋友们来到兰州新区图书馆开展了“童沐书香”走进兰州新区图书馆活动。        

清晨，小朋友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怀着激动又期待的心情，在工作人员带领下走进兰州新区

图书馆。图书馆工作人员张老师热情地接待了大家，并带领小朋友们有序地参观了少儿阅览室，

小朋友们认真聆听张老师讲解，并在阅览室进行了短暂的阅读。         

接下来，在工作人员和张老师的组织下，同学们参观了图书馆的书画展并画了一幅“我眼中

的兰州新区图书馆”主题画，小朋友们用彩笔和白纸画出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作品，有的小朋友

在画的旁边还写上了自己喜欢的诗词。小朋友们通过亲身体验绘画带给自己的快乐，激发了对于

绘画的喜爱之情。         

最后，小朋友们在图书馆视听体验区一起学习了国旗国歌含义和少年儿童红色故事《鸡毛信》

等爱国主义教育知识。 本次活动通过三种不同的形式，让小朋们全方位深层次地了解了兰州新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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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小朋友在活动中体验了阅读和绘画的乐趣，了解了国旗国徽的含义，通过《鸡毛信》让

小朋友们学习：遇到困难不退缩，碰到危险沉着应对，做一个新时代的机智少年！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博物馆是个好地方 

文章标题: 无彩也灿烂 

文章标题: 尊老爱老，情暖重阳 

5.黑龙江 

2020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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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国庆迎中秋演出；传承红色基因，

做新时代好少年； 外教英语沙龙；读书会活动；高效率学习】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539】

小时线上课程服务，【2628】人次儿童受益，【84】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8】篇媒体报道，

其中含【1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441】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传承红色基因，做新时代好少年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信精神和第八次全

国少代会精神，在庆祝少先队建队 71周年之际，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员会、少先队黑龙江省工作委

员会在全省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少先队校外实践体验示范性活动，黑河市爱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lmKzmRmYOcY9zwPOQ_wKVQ
https://mp.weixin.qq.com/s/bIMTfS5o4oXRLgtOPZk3Ew
https://mp.weixin.qq.com/s/GUSnj9TLaFKanRNWxZJi_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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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区壹乐园儿童服务站积极响应，通过学习英雄故事、办板报、画画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引领孩子们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为红领巾添光彩！ 

2020年 10月 11日，孩子们陆续地来到儿童服务站，在服务站老师的带领下，先分别各自讲

述了自己知道的抗联英雄杨靖宇的故事，黑河英烈王肃的故事……孩子们纷纷表示:当时是多么的

艰辛和不易，向英雄学习！向英雄致敬！不忘艰苦岁月，不忘国耻，勤奋学习，奋发图强，振兴

中华！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弘扬社会文明 一起关爱老人 

文章标题: 秋天的颜色——美术公益课堂 

文章标题: 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精神 

6.陕西 

2020年 10月期间，【陕西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开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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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

儿童性教育课堂；国庆节、中秋节、重阳节主题活动；亲子趣味运动汇等特色活动】等活动，共

各站累计提供【3071】小时线上课程服务，【22904】人次儿童受益，【382】人次志愿者参与。

共发布【22】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3539】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故事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Q8OcfAz6yBJCltpx2zUDhA
https://mp.weixin.qq.com/s/5U9jnUNnew617YW03-SRMg
https://mp.weixin.qq.com/s/0bO28fSrC5z6AB-CmQiN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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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市蒲公英公益志愿者协会、宁陕县义工联合协会等单位举行儿童故事汇，为孩子们分享

了立体绘本《我的情绪小怪兽》，通过故事让孩子们认识情绪，了解情绪，并且学会处理自己的

情绪，做情绪的主人。立体书总是会让孩子们惊喜，当打开绘本孩子们被一只五颜六色的小怪兽

给吸引住了：“这是我的朋友---情绪小怪兽，他感觉很糟糕，很混乱，他也不明白到底怎么了？

看看你，小怪兽！你都变成一团乱麻了。你把所有的颜色都混在了一起，正如你身上的颜色，我

知道了，你可以把这些情绪装到各自的瓶子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哦，孩子们迫不有

待的想要知道怎样把颜色装到瓶子里。 

随着老师的讲述，孩子们的目光全都在老师的书上，不但认真听讲，而且还能积极回答问题。

当所有的情被区分认识以后， 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当看到一只粉色的小怪兽，孩子们有说是幸福，

有的说是爱，还有的说是喜欢......和孩子一起听一个故事，看一本书也是一种乐趣。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祖国在我心中”—青二社区青少年迎国庆活动 

文章标题：月圆天下，共话美好 

文章标题：关爱老人从“小”从“心”做起 

7.江西 

2020 年 10 月期间，【江西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开展顺利  ，共有【12】家社会

组织服务【15】个站点，在【12】县共【15】个社区开展了【环保袋涂鸦、重阳节敬老、蓬头稚

子学礼仪课程、中秋国庆主题活动、吟诗制画、小实验大智慧、绘画】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

【1340】小时线上课程服务，【8254】人次儿童受益，【124】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8】篇

媒体报道，其中含【2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3564】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 “安全小超人”交通安全主题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www.meipian.cn/366ncf8k
https://mp.weixin.qq.com/s/7-VEs2116bT6el8aydDjjQ
https://mp.weixin.qq.com/s/OJS7jySNdL3ifmuQoZ5J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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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游戏让青少年认识了交通标识，学习了交通规则，了解了视野盲区及戴

安全头盔的必要性，让青少年更直观的感受到安全出行的重要性。 

活动现场设置 6 个游戏，给青少年介绍活动内容及相关规则，并给青少年发放活动积分卡，

给游戏负责人发印章，每个青少年按要求完成每个游戏则可获得 1 个印章。 

在 6 个游戏环节里，青少年们体验了酒驾、认识了交通标志、知道了视野盲区，学会了戴头

盔，知道了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 

在分享环节，青少年们积极踊跃分享自己在游戏中学到的交通知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酒”、“不能在车周边玩耍，更不能钻进车底”、“骑车要戴安全头盔”、“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黄圈圈

里面有两个小人就要注意儿童”、“学到了一些交通标志，比如左转弯”、“司机上车前一定要看清楚

车辆周边有没有人”、“头晕的时候开车很危险，除了喝了酒，生病和很困的时候也不能开车”...... 

青少年们分享着自己学到的小知识，让大人们大开眼界，纷纷表示活动开展得很有意义。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一起画我们的“家” 

文章标题：吟诗制画悟古诗 

文章标题 ：小实验，大智慧 

8.吉林 

2020 年 10 月期间，【吉林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开展顺利，共有【8】家社会组织

服务【8】个站点，在【5】县共【3】个社区开展了【课业辅导，绘本阅读，积木拼搭，九九重阳

节，浓浓敬老情，十一国庆、减灾防灾】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508】小时线上课程服务，【1148】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FOYaaoetZf3YmtynvcvT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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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yidH6Dp31Z6ohOP4De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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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儿童受益，【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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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魅力大绳 

 

秋天的脚步近了，气温一天比一天低，为了丰富孩子们的课外生活，增强体质，增进孩子间

的友谊，服务站开展了一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跳大绳比赛”。  

整个活动高潮迭起，活动结束后大家都意犹未尽。孩子们都希望以后能开展更多的更加丰富

多彩的活动。 

本次比赛体现了阳光、活泼、团结向上的精神，孩子们在这样的活动中愉悦了身心、增强了

集体的凝聚力，增进了孩子们之间的团结与协作，促进了孩子们身心的健康发展。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动物的奥秘 

文章标题：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 

文章标题：儿童服务站家长课堂 

9.新疆 

2020年 10月期间，【新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受疫情影响转线上+线下开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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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ow08Uj1L_KeWFY6WTKMsZg
https://mp.weixin.qq.com/s/ZMeuf6SHR_7UF3JL7M13Rg
https://mp.weixin.qq.com/s/ZjUIjG2J3f6svjlBxip8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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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1280】小时线上课程服务，【12080】人次儿童受益，【46】人次志愿

者参与。共发布【8】篇媒体报道，其中含【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960】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 “关爱盲人，共浴阳光”特色活动 

 

今年 10月 15日为第 28个年头的“国际盲人节＂，我站于 10月 24日开展了“关爱盲人，共

浴阳光”特色活动。为了让孩子们体会盲人生活的不易与艰辛，懂得关爱盲人生活，倾听盲人世

界。通过活动让更多的孩子知道盲人的日常生活，唤起人们沉睡已久的爱心，温暖盲人的世界，

呼吁社会的关注，在人们心中建立这样一种意识:盲人和我们一样拥有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应和

我们共享文明成果，他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让我们手与手相牵，心与心相连。凝集爱，唤真情，

努力营造一个＂关心残疾人，关爱弱势群体＂的良好氛围。相信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将关爱传递

出去，共同尽责，盲人的世界也会充斥着光明。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厨师小当家 

文章标题：“游在画中，乐在其中”绿色健康环保主题活动 

文章标题：“小跳蚤，小卖家”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 

10.川北+山西 

10 月，【川北+山西】壹基金儿童服务站进展顺利 【38家】站点一起开展了“四点半课堂”、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z1-xJybi0kuFhZv18xfuuA
https://mp.weixin.qq.com/s/jDk3ZZmyPSx1GfouPECX6A
https://mp.weixin.qq.com/s/uCzOW8YwcB4uvcWcgA0s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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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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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贴画、石头画等常规活动，“中秋、国庆欢度双节”“创文明·清除“牛皮癣”实践

主题活动、“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应当倍感珍惜”、“《别惹蚂蚁》观影”等特色活动。受益儿

童【10388】人次，志愿者【787】人次，微信推文【66】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乐山夹江县弱漹站点 | 迎中秋，庆国庆活动 

    右图：擂鼓镇站点 | “我和国旗合个影”线上活动 

 

11. 广西 

10 月，【广西】壹基金儿童服务站进展顺利，【8】家站点分别开展了，活动分别开展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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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9】人次，志愿者【73】人次，微信推文【25】

篇。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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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广西百色中和德福县德保站点 | “我读书，我快乐”活动 

12. 广东 

2020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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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迎国庆、庆中秋

趣味游园活动、月饼 DIY、美术创意、阅读等活动。据统计，22所服务站累计直接服务儿童【19480】

人次，参与志愿服务志愿者【354】人，专职社工/儿童专岗 28人，发布项目媒体报道【107】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大塘社区儿童服务站 | “欢庆国庆 我爱祖国”活动——制作小红军背包 

右图：新中社区儿童服务站 | “我和我的祖国”国庆节创意手工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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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贵州 

2020 年 10 月期间，【贵州】壹基金儿童服务站进展顺利，【26】个儿童服务站站点共开展了

【452】次常规活动，【80】次主题活动，【48】次特色活动，主要开展了国庆节灯笼手工制作、

古诗词朗诵、中秋彩绘、消防安全记心中等活动。累计受益儿童【14256】人次，志愿者参与【213】

人次,微信公众号【32】篇，自媒体【362】篇（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等）。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阿妹戚托儿童服务站 |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活动 

右图：大塘站点 | 帮助社区广场“晒稻谷” 

14. 湖南 

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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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同行，双节同庆”、“手工卡纸”、口腔保

健知识讲座、快跑，细菌部队来了、“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等主题活动，“欢庆中秋”趣味

粘土 DIY活动、禁毒大搜索、我们的自然朋友、树叶有“画”要说、青春设“防”计划等特色活

动。本月总受益儿童【12541】人次，其中主题活动开展【71】次，特色活动开展【52】次，常规

活动开展【726】次，以微信公众号为主要传播途径，共发布推文【59】篇，阅读量达 2954人次。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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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窑塘儿童服务站 | “趣味小铺”之冰皮美人“对对碰”中秋主题活动 

右图：忠防社区儿童服务站 | 树叶贴画 

15. 安徽 

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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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区开展卫生安全小课堂、儿童服务站慈善捐赠会、

喜迎国庆中秋、手工课、图书阅览、普法课堂等活动，【5708】人次儿童受益，【353】人次志愿

者参与，发布【30】篇微信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黎阳街社区儿童服务站 | 普法课程进课堂 

右图： 宣城市壹基金儿童服务站 | 秋景图——树叶粘贴画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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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山东 

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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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社区开展了国庆节主题活动、中秋节主题活动、重阳节主题活动、

课业辅导活动、课外活动等。本月共【20932】人次儿童受益，【472】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

【137】篇项目传播。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生金刘社区儿童服务站 | 国庆节主题活动 

上图;芬芳斥山儿童服务站 | 音乐陶笛活动 

17. 云南 

2020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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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开展了迎中秋，庆国庆、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等活动，【5432】人次

儿童受益，【101】人次志愿者参与，发布【52】篇微信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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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双龙社区站点 | 趣味英语小课堂 

上图：宾川县儿童服务站 | “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活动 

18. 川南 

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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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5】

人次，志愿者【293】人次，微信推文【10】篇；自媒体报道【5】余次。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核桃村儿童服务站 | 双节同庆、欢乐同行 

右图：柑子尔村儿童服务站 | 国庆中秋绘画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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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重庆 

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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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24】

人次，线上线下平均开站【19】天。现阶段各中小学已经开学一段时间，小朋友已经完全适应新

学期的学习氛围，开站的站点积极开展活动，线上线下网络渠道同时开展活动，有【编程机器猫、

手工 DIY 糕点、我爱祖国手抄报展示、“手工插花”活动、“小小萌犬”手工活动、手工课孩子

们积极动手、我爱祖国板报、“让爱不再孤单”活动】等活动，参与志愿者【3957】人次，执行

专职【153】人，发布微信推文 94 篇、微博 68 篇，重庆日报、美篇等其他新媒体平台报道【45】

篇。 

   

左图：关塘村儿童服务站 | 插花艺术活动 

右图：学善社区儿童服务站 | 创意美术工坊——蔬菜篇 

   

左图：白土社区儿童服务站|手工 DIY 糕点 

右图：康居西城社区儿童服务站|“童心飞扬，创意无限”主题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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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故事一：“ 送爱回家 ” 

“老师，我不想回家啊！哇......”，时间接近晚上 7 点，站点只剩一个叫小琴的孩子没走，我

轻轻问她，“你的作业已经完成了，怎么还不走呀？”，她激动又大声地跟我说她不想回家，还

没等我回话，孩子就大声地哭起来，怎么都不愿意走。 

印象中，小琴平时不这样，我感到疑惑，

跟小琴的外婆聊了聊才知道，原来是小琴的妈

妈回家了。小琴从小随外公外婆长大，妈妈原

来在外务工，今年小琴和家中老人移民搬迁到

新家后，才开始和小琴一起长期生活。我更加

疑惑了，一个多年不见妈妈的留守儿童，回到

妈妈的怀抱不是应该开心才对吗？于是我继续

了解情况，知道了留守儿童与家人相处的困难。 

小琴从小和妈妈分开，平时只能从大人嘴里或电话里听到“妈妈”这个词，她对“妈妈”是

没有概念的。一个面孔陌生的女人，突然跟自己共住一屋，朝夕相处，小琴自然会不习惯这种变

化。同时，移民搬迁也让小琴感到不适应。从老家搬迁到新居，房子变了，原来同村的小朋友不

常见的到了，学校里的同学许多都不认识，放学回新家需要记新的方向和路线……。生活环境、

学习环境、身边陪着长大的家人了，小琴这个 8 岁的孩子熟悉的事物在短时间内全都变了。她还

在努力适应。 

清楚了小琴的情况后，我跟孩子妈妈取得了联系，也电话沟通了学校班主任，了解了孩子在

校的情况。随后几天，都是妈妈来儿童服务站接小琴，与小琴妈妈交流后，提醒妈妈留意小琴的

心理状况，要耐心与她沟通，并每天接送她上下学。放学后，小琴来儿童服务站写完作业，我送

她回家，慢慢过渡成由妈妈来接；在学校里，班主任老师也特地留意最近小琴的细微变化。现在，

我快成了小琴家的常客，也是家长的好朋友，小琴也慢慢变得自信，跟妈妈的新生活更加亲密了。

以前的小琴，或许有过难过，有过担忧，随着相处时间增加和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些问题都会慢

慢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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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理解。对待 ta 们，我们应该多一些关注和耐心。我相信小琴

未来适应了妈妈的陪伴，适应了环境更好的新家，一定会有一段幸福的童年。 

故事二：一笔一画 

西北师大的大学生志愿者宝杰同学已经参加了拱北沟儿童服务站的公益活动近两个月了。这

个面相憨厚可亲的男孩，永远是一副笑脸，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吸引着每一个他身边的伙伴当

然还有儿童服务站的孩子们。他说，每个人都有对于美好的向往。不因所处的生活环境而差异，

虽然实际上生活环境很会改变一个人的品行、以及未来的人生道路。但是在最初的祈愿上，向往

美好总是一种珍贵的能力，顽强而坚韧，深信一切终会改变，人生终会幸福美满，精神终会自由

而富足。         

他指导拱北沟儿童服务站的孩子们学习铅

笔画。一笔一画、倾注着专注的认真，引导着

孩子们对美好事物的本真向往。固然是铅笔画，

一样展现出美好事物的灿烂夺目，工具不是最

重要的物件，最重要的是每个孩子敢于展示并

描绘的能力和意愿。         

都说儿童是希望，可是任何希望的苗木都

需要肥沃的土壤来立足；当现实的物质基础差强人意时，那些关爱与呵护就更为可贵。儿童是社

会、国家共同的未来，无论他来自农村或城市、无论他的原生家庭有着怎样的欠缺，但是成长是

无法阻挡的规律，最好的预成长方式，是陪伴是尊重，也更需要宝杰同学这样有爱心的青年引领

的对美好的向往与实现，是让每一个个体充满自信与乐观的心态，不盲从，不屈从，迸发积极进

取的心智，才能真正的未来可期。 

 

（二）优质图片：请参见上文各省的进展部分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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