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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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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壹基金儿童服务站进入新的项目周期，全国共有【22】省【593】个站点，其

中老站点 365 个，新站点数量 228 个。老站点主要开展课业辅导、美术绘画、游戏互动等常规活

动，新站点主要开展物资签收、安装、空间布置等工作。本月站点工作共计【148469】人次儿童

受益，志愿者参与【9358】人次。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及其他途径传播报道【1118】篇。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2020-2021 儿童服务站】 

1. 广东 

2020年 11月期间，【广东】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正常运转。共有【9】家社会组织服

务【24】个站点，在【9】县共【26】个社区开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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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1536 时】线上课程服务，【11985】人次儿童

受益，【97】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39】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

有【2589】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育红巷儿童服务站前往斌庐、隆盛酱园博物馆参观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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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儿童了解自己所生活城市的文化历史底蕴和风土人情，2020 年 11 月 14 日，韶关市乐

善义工会、壹基金·育红巷儿童服务站组织学生前往斌庐、隆盛酱园博物馆进行参观。学生们参

观完后纷纷表示感受颇深，受益匪浅。 

小媛同学——“斌庐”让我对韶关的历史又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今日的“斌庐”，虽没有

磅礴大气的建筑，也没有琳琅满目的文物，但因其陪同韶关历经沧桑，所以沉淀着韶城这座城市

的历史记忆。 

小欣同学——隆盛酱园让我了解了酱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酱的制作工艺流程，涨知识的感觉

很棒！印象最最深刻的是宣传册上的那句：一个城市，无论怎么走，离不开酱醋油盐。 

儿童服务站为儿童带来了一场丰富有趣的博物馆奇妙之旅，让儿童把握好每一次学习，每次

成长一点点，汇聚知识大智慧！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韶关儿童服务站 | 护航“童”行 安全相伴 

文章标题：2020年福民社区“展开科学的翅膀，放飞科学的梦想”主题活动 

文章标题：2020年福民社区开展“九九重阳，关爱永久”爱心义剪主题活动 

2、宁夏 

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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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活动课业辅导、亲子阅读、美术手工等

趣味活动】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567.84 时】社区服务，【3063】人次儿童受益，【316】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uvHCvfwnDG4dWqpWL5nXQ
http://www.zhanjiang.cc/vip/?mod=club&do=ts&Qid=38&Tid=122440
http://www.zhanjiang.cc/vip/?mod=club&do=ts&Qid=38&Tid=12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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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 13】篇媒体报道，其中含【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 594 】人

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 “秋收冬藏，枫叶绘画，感受劳动的快乐”主题活动 

 

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九个节气，在每年的 11 月 7 日或者 11月 8 日，我国古时民间习

惯以立冬为冬季的开始，但是我国幅员辽阔，除全年无冬的华南沿海和长冬无夏的青藏高原地区

以外，各地的冬季并不都是于立冬日同时开始的。立冬节气有秋收冬藏的含义，源于过去的农耕

社会，劳动了一年的人们，利用立冬这一天要休息一下，顺便犒赏一下一家人一年来的辛苦。给

幼儿讲解立冬的来历及习俗，通过到大自然取材，创作绘画，感受劳动的快乐。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消防安全伴我行 

文章标题：勤学共勉之小孩童共学记 

文章标题：冬奥会邮票欣赏——邮票中领略奥林匹克精神 

 

   3.辽宁 

 

2020年 11月期间，【辽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共有【12】家社会组织服务【16】

个站点，在【13】县共【16】个社区开展了【作业辅导、周末公益课堂、手工制作等常规服务，

马头琴、蒙古象棋等兴趣类服务】等活动，站点累计提供【498时】线上课程服务，【996时】线

下课程服务，服务总时长【1494 时】，【6490】人次儿童受益，【231】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shoQx7_wBN4Dqv4W42VcQA
https://mp.weixin.qq.com/cgi-bin/appmsg?t=media
https://mp.weixin.qq.com/s/dkVQnOHq7yZgzZzlTeS6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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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41】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5】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4737】人次阅读量，站点开展特

色活动【79】次、主题活动【89】 次、常规活动【1430】次。 

【优质活动/图片】六官儿童服务站—亲子运动会 

  

11 月 7 日下午，六官儿童服务站为了培养家长和孩子的合作精神，增加亲子之间的感情，11

月 7 日下午孩子们盼望已久的亲子趣味运动会拉开了帷幕。此次亲子运动会的目的是“我运动，我

健康。我运动，我快乐。我运动，我成长。”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积极参加每一项运动，在运

动中锻炼了身体，同时在游戏中也感受到了那份童真与快乐。此次运动会是一场别开生面的亲子

趣味体能活动，能让孩子与家长共同享受童年的快乐时光，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带给孩子们一份

最珍贵、最难忘的童年记忆！更希望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会合作，学会分享。让孩子在游戏中体验

亲情，感受温暖，同时也能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增强体质，磨练意志，健康成长！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东港市爱心义工协会儿童服务站周末特色课堂——非洲鼓 

文章标题：学会保护我们自己之交通安全 

文章标题：秋天的尾巴我们要抓住它 

4.甘肃 

2020 年 11 月期间，【甘肃】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40】家社会组织

服务【46】个站点，在【30】县【44】社区，开展了【火灾安全教育、亲子游、庆国庆、趣味手

工】等活动，【10989】人次儿童受益，提供【3361.81】小时服务，【245】人次志愿者参与，共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vhpv0w4yRmqA5plquKzulA
https://v.kuaishou.com/7ZFBqF
https://m.weibo.cn/5569918312/457056148809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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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85】篇媒体报道，浏览量【9600】。 

【优质活动/图片】 “感恩于心，回报于行”感恩节主题活动圆满成功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全面提升学生的思想素质，让学生懂得感恩父母、感恩老师、

感恩同学、感恩自然、感恩社会、感恩身边的一切。在 2020 年度感恩节到来之际酒泉市瑞泽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联合东关苑社区，汉唐街北社区带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汉唐街北社区站点、东关苑

社区儿童服务站的近 30名儿童举办了“感恩于心，回报于行”主题活动。来自兰州理工大学新能

源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的 26 名志愿者参与到了本次服务当中。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大寨站点创意树叶画 

文章标题: 童趣 

文章标题: 我是快乐的小雪花 

5.黑龙江 

2020 年 11 月期间，【黑龙江】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顺利进行 ，共有【14】家社会组

织服务【14】个站点，在【14】县共【14】个社区开展了【传扬红色经典， 读书会活动，一起听

故事，手工制作，趣味科学小实验，十万个为什么】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639.5】小时线上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kvAxjs4a4yTTWDaoAN8eRw
https://mp.weixin.qq.com/s/UzsoA2-I3yVg1aHdQ_sSIg
https://mp.weixin.qq.com/s/quSWF9anOjgq2eny560_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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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服务，【3839】人次儿童受益，【235】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24】篇媒体报道，其中含

【19】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806】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海林市儿童服务站消防体验活动 

 

2020 年 11 月 9 日，中国消防宣传日。海林市义工协会在消防日前带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儿

童前往海林市消防大队。消防战士们为孩子们讲解如何防火以及如何救助火灾等知识，让孩子们

能够亲身体验“天降神兵”，并且能牢固地掌握消防知识，受益匪浅。以此活动，让孩子了解消

防安全的重要性，从而懂得防火，认识消防设备，了解预防火灾的基本知识。还能让孩子们亲眼

看到消防叔叔们的不易，这个在世界上与我们关系最为紧密的危险职业之一，他们与死神周旋。

消防叔叔身穿整齐的消防装备，脸上带着微笑，他们不畏严寒酷暑，都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为人

民服务着，为表达敬佩之情，孩子们都亲手制作了礼物送给消防叔叔。消防叔叔们亲切地对孩子

们说：“要好好学习哦！”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 为孩子撑起自我保护伞 

文章标题: 爱在身边，相伴你我每一天 

文章标题: 欢乐的跳蚤置换会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jYvPXM1TDtzL67fyp81HzA
https://mp.weixin.qq.com/s/Afz4PC_D32LwEQeoL8xSSA
https://mp.weixin.qq.com/s/3lzCOj2rGTbRJMi2tMq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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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陕西 

2020 年 11 月期间，【陕西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共有【55】家社会组织服务【70】

个站点，在【25】县共【55】个社区开展了【阅读、手工、绘画、四点半课堂等常规活动，生日

会、安全教育、卫生健康教育活动主题活动、传统文化体验、非遗编制等特色活动】等活动，共

各站累计提供【6699.3 时】线上课程服务，【18052】人次儿童受益，【327】人次志愿者参与。

共发布【10】篇媒体报道，其中含【8】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753】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防患未“燃”，安全“童”行 

 

紫阳县丽姐助学公益服务中心、西安市莲湖区赢在生存公益服务中心为响应一年一度的消防

宣传日，也为进一步增强孩子们消防安全意识，提高火灾自救和防范能力，做到发生火警火灾时，

能临危不乱，确保生命安全。11 月 7 日爱心儿童服务站开展了“防患未然，安全童行”的主题活

动，通过消防安全知识小课堂、消防安全演练，让孩子们明白发生火灾时该怎么办，掌握逃生时

的有效方法，了解了灭火器的结构和使用方法，不仅强化了孩子们的防火安全意识和突发应变能

力，还为构建平安和谐的社区铸就了一道有效的消防安全防火墙。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远离烫烫小怪兽 

文章标题：走进田野，寻找秋天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dSk3qQ9MCNeAVjAtzttKWA
https://www.meipian7.cn/382ibi7l?share_depth=3&user_id=ohbsluHviR5_38q0cjfhMqxWlqk0&sharer_id=ojq1ttxujqw063pF0ajjyqEQWTek&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s_uid=34429808&first_share_uid=34429808&share_user_mpuuid=671e7d3c5d7a448c224c04343b3ac6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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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悦朗诵，聚活力”语英朗诵赛活动纪实 

7.江西 

2020 年 11 月期间，【江西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开展顺利，共有【13】家社会组

织服务【14】个站点，在【12】县共【14】个社区开展了【儿童安全、放风筝、户外活动、游戏】

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630】小时服务时长，【5742】人次儿童受益，【84】人次志愿者参与。

共发布【12】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2】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570】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 一样的周末，“不一样”的我们 

 

如果说音乐都是悦耳动听的，那么非洲鼓就是表达快乐的乐器。快乐、活力、热情，都是非

洲鼓的代名词。每月我们都会带领田心服务站的孩子们学习非洲鼓，今天又到了本月学习非洲鼓

的时间，11 月 21 日上午，我们和志愿者老师早早的来到了田心村服务站。 

田心村服务站的孩子们每个周末都会来儿童服务站，我们每周都会给孩子们上一节特色课程，

有非洲鼓、美术、手工、舞蹈等，都是由志愿者老师教孩子们学习。这周，志愿者老师准备教一

首新的非洲鼓音乐《听我说谢谢你》。孩子们在志愿者老师耐心的讲解下学习着新的节拍和鼓点，

很快就掌握了学习内容，能够跟随老师奏出动听的旋律。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有趣的石头画 

文章标题：动起来，为自己喝彩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www.meipian8.cn/39izpi2n?share_depth=2&user_id=&sharer_id=&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s_uid=&first_share_uid=34429808&share_user_mpuuid=671e7d3c5d7a448c224c04343b3ac6d7&share_source=groupmessage
https://mp.weixin.qq.com/s/jQwG205nIZTSQuSIqjYB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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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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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请你弯腰，倾听孩子的心声 

8.吉林 

2020 年 11 月期间，【吉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共有【8】家社会组织服务【8】

个站点，在【8】县共【8】个社区开展了【课业辅导，绘本阅读，积木拼搭】等活动，共各站累

计提供【502】小时线上课程服务，【1830】人次儿童受益，【87】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13】

篇媒体报道，其中含【13】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1088】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新华社区儿童服务站-积木拼搭活动 

 

服务站稍微小一点的孩子们疯狂的喜欢上了积木，他们可以用积木拼搭出自己喜欢的东西，

例如：小火车、小房子等。孩子们奇思妙想，相互交流，互相合作，共同搭建友谊的桥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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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孩子们的

逻辑思维。同时也让孩子们相互交流，培养孩子们的交际能力。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认真的孩子最美丽 

文章标题：留住秋天 

文章标题：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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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uCv8-rk_wIGONuQUcsiA
https://mp.weixin.qq.com/s/TcdVt3L08pvZOXUN_FrNNw
https://mp.weixin.qq.com/s/JGiCGNhLClmtEqh3P6waig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MTE5MzQxMg==&mid=2650422898&idx=1&sn=20ce26dc265031eac38a4579fd19ea0d&chksm=8f578559b8200c4f8562aeffef2bbb198e02903797153dff465f400fb6ab70cb6002551f3cf0&token=1688153364&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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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疆 

2020年 11月期间，【新疆】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受疫情影响，开始由线上工作向线

下服务转移，共有【9】家社会组织服务【10】个站点，在【8】县共【10】个社区开展了【教师

节主题活动】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1280】小时线上课程服务，【4200】人次儿童受益，【18】

人次志愿者参与。共发布【4】篇媒体报道，其中含【 4】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420】人次

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 艺美学堂“行走·自然”户外主题写生活动 

  

季节交替，大自然的变化给孩子们带来了新鲜的感觉，为了让孩子们贴近自然、热爱生活，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感受世界，培养孩子们动手、动脑的能力，增强想象空间和创意思维，启迪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开展了艺美学堂“行走·自然”户外主题写生活动。在这次户外写生活动中，

孩子们用眼睛去观察、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对大自然有了新的认识。孩子们更加热爱自

然、热爱生活。在寓教于乐的环境中陶冶了性情，培养了耐性。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有童年和艺术作伴，梦想来临的时候还远吗？ 

文章标题：周末，小白杨童伴家园的孩子们在国学滋养中度过 

文章标题：绣了 N年十字绣，竟感觉不如小白杨童伴家园的孩子们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NQk6UrjwtFN8aTUhvU2abw
https://mp.weixin.qq.com/s/HbQXi5Qms0W9k61RLTnE-A
https://mp.weixin.qq.com/s/R5Yp51xbVxHqm0LEmns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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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河北 

2020年 11月期间，【河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目前进展平稳，共有【9】家社会组

织服务【9】个站点，在容城县、安新县、雄县等三个县共 9个社区开展了“我是小超人——儿童

自我保护安全教育活动”等活动，共各站累计提供【525】人次儿童受益，【57】人次志愿者参与。

其中含【54】篇微信公众号推文，共有【2949】人次阅读量。 

【优质活动/图片】胡台村儿童服务站-【多彩童年】主题活动 

 

2020年 11月 29日，由雄县友信社会工作志愿服务中心主办“多彩童年”活动，本次活动在

雄县朱各庄镇胡台村胡台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多彩童年”是雄县友信社会工作志愿服务中

心协调胡台村委会，由胡台村委会提前 2天通过大队广播形式进行宣传，对胡台社区 6到 15周岁

儿童提供服务，旨在通过绘画活动展现孩子的自我表现能力，审美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丰富

孩子们课余生活，给孩子们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 

【活动报道】 

文章标题：西里街儿童服务站 | “太阳什么颜色都可以呀！” 

文章标题：倡议书//世界儿童日 壹起点亮儿童未来 

文章标题：英华儿童服务站志愿者招募 助力公益 壹起行动 

11.川北+广西 

11 月，川北+广西【43】家执行机构共【45】个站点（川北自筹 26个站点，乐山政府合作 17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07VYbdR3DMxgCxw-uloBmw
https://mp.weixin.qq.com/s/F717eHv3d0OoxH6ipDQe1g
https://mp.weixin.qq.com/s/WCbU4M8IPsSQN6n4E-ZnfAhttps:/g.eqxiu.com/s/sS2MsUB2https:/www.meipian9.cn/39r2jtnv?first_share_to=&s_uid=67319832&share_depth=2&sharer_id=ojq1tt9QUGcGp2Fqxb957q1hDs0w&user_id=ohbsluJy4Aql-iTje_Attce5TN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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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站点，广西自筹站点 2个）一起开展了“书法课、绘画课、武术课、茶艺课、四点半课堂”等

常规活动，“国学，绘本，手工、“话剧”、“分装温暖包”、“周末影院”、“掬水月在手，

弄花香满衣”、“成长总在不经间”、“消防安全教育”“DIY鸡蛋彩绘主题活动、“香喷喷的

爆米花制作主题活动”、消防在心中·安全伴我行安全教育”等主题活动，“趣味英语·当红叶

遇上音乐，“手工涂鸦”、“健康伴成长·欢乐庆羌年”、趣味橡皮泥”“预防校园欺凌安全教

育”等特色活动。受益儿童【11832】人次，志愿者【621】人次，微信推文【109】篇。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虎牙儿童服务站 | “当红叶遇上音乐——许洋老师和孩子们的节奏素养课” 

右图：龙湖远达社区站点 | 武出精彩 

12.山东 

山东省（河南）共有【44】家社会组织服务【46】个站点（河南 5个）。 

11 月，山东省（河南）46个站点（河南 5个），在 32县共 46个社区开展了常规活动、主题

活动和次特色活动。常规活动主要以“四点半课堂”、手工、阅读、体育等；特色活动包括“有

感而发，让写作成为习惯”、“团队拓展游戏--传递呼啦圈”、“童年经典游戏--丢沙包”等；

主题活动包括“远离校园欺凌，阳光伴我同行”、“葫芦丝小组”、国际跳棋赛”、“圆盘绘”

等。在 11 月份活动期间，46 个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共计受益儿童【18176】人次，志愿者【536】

人次，媒体传播【116】篇。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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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NO.577.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大河社区站点 | 开展“葫芦丝小组”主题活动现场 

右图：NO.742.灵芝湖站 | 我是“小小非遗传承人”--彩丝铁艺 

13.湖北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湖北【31】家执行机构共有【39】个站点。 

11 月，湖北 39 个执行站点开展了【284】次常规活动、【34】次主题活动和【54】次特色活

动，主要以绘画-“创意树叶画”、课业辅导、手工、阅读、体育等常规活动；火灾演练、安全教

育小课堂等特色活动，重阳节活动“重阳节主题绘画”“寻秋之味、悦享食光”等主题活动；受

益儿童【13752】人次，志愿者【714】人次，微信推文【49】篇；新闻媒体+政府报道【8】次，

自媒体报道【17】余次（中国人民日报——人民号、今日头条、搜狐等）。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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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NO.357 孝感市澴西学校儿童服务站 | “我是护牙小卫士”主题活动现场 

右图：NO.357 澴西学校儿童服务站 | 百变折纸 

 

NO.656 冯山社区儿童服务站 | “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重阳节绘画活动 

14.湖南 

2020 年 11 月期间，【湖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开展了“拥抱梦想，希

望起航”亲子成长小组之鲜花花树制作、“乐在编程”公益课、我从哪里来”儿童性教育课堂、

爱心午间一小时活动等主题活动，"放飞梦想，拥抱希望”家庭亲子文化节活动、做情绪的主人心

情播报、脚步丈量家乡“大湾地图”等特色活动。 

湖南省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本月总受益儿童【13068】人次，其中主题活动开展【53】次，特色

活动开展【45】次，常规活动开展【730】次，以微信公众号为主要传播途径，共发布推文【41】

篇，阅读量达【1862】人次。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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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N0765龙骨寺儿童服务站 | "放飞梦想，拥抱希望”家庭亲子文化节活动 

 

上图：N0765 龙骨寺儿童服务站 | “拥抱梦想，希望起航”亲子成长小组之鲜花花树制作 

15.安徽 

2020年 11月期间，【安徽】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23】家社会组织

运营【23】个站点，在 23个社区开展了小小记者体验课、小小卖报童、参观中共皖南特委旧址爱

国主义活动、三点半课堂、图书阅览、益智玩具拼图、辅作业、亲子绘本阅读、活动室玩耍等活

动，共计【3652】人次儿童受益，【482】人次志愿者参与，发布【23】篇微信推文。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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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左图：宣城市壹基金儿童服务站 | 小小记者体验课 

右图： 黎阳街社区壹基金儿童服务站 | 参观中共皖南特委旧址爱国主义活动 

16.贵州 

2020年 11月期间，贵州【21】个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开展了主题、特色、

常规等活动，共计【325】场日常活动、【56】主题活动、【39】特色活动，共提供【2353】小时

服务时长，【11400】人次儿童受益，【251】人次志愿者参与，间接受益人次【1373】人次。发

布【28】篇微信推文，共有【19361】人次阅读量，及【404】篇媒体报道。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阿妹戚托儿童服务站 | 奇妙的扎染 

右图：从江加勉站 | 消防演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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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河南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河南省【10】家执行机构共有【13】个站点。 

11 月，河南省 13个执行站点中在如火如荼的筹备中，因为物资到货时间的不同，目前只到

货 8个站点的物资，现已基本安装完毕。剩余 5各站点预计两周后到货并安装完毕。12 月全省 13

个服务站开始正式运营。 

11月受益儿童【100】人次，志愿者参与【285】人次。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NO.1006 张庄新村儿童服务站 | 组装服务站物资现场 

18.山西 

11 月伊始，山西省接收到久久盼望的儿童服务站物资。各执行机构的志愿者穿梭在临猗【10】

个农村社区、城乡结合社区站点。志愿者们搬运物资、清点物资、测试设备，各司其职，顺利完

成对儿童服务站物资的接收工作。期间主要志愿者参与【40】人次。 

【优质活动/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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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川南 

11 月，【川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进展顺利，【6】个站点开展了 12次常规活动，2次主题

活动，1 次特色活动，在注意防范的同时也开展线下常规活动和新站点物资安装的活动。累计受

益儿童【1585】人次，志愿者参与【116】人次,微信公众号【6】篇，自媒体【9】篇（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搜狐等）。 

【优质活动/图片】 

  

左图：大通门儿童服务站 | 站点绘画活动 

右图：李家沟儿童服务站 | 儿童与站点专职交流 

20.云南 

2020年 11月期间，【云南】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3】家社会组织服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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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务【3】个站点，主要开展了常规课业辅导及新站物资安装等活动，受益儿童【934】人次，志愿

者参与【26】人次，传播【12】篇。 

【优质活动/图片】 

 

上图：麟东社区站点 | 小小建筑家积木搭建活动 

 

21.重庆 

11 月，重庆【111】个老站点，【49】个新站点进展顺利，壹基金儿童服务站累计受益儿童

【58824】人次，线上线下平均开站 27天。参与志愿者【4572】人次，执行专职【168】人，发布

微信推文 102篇、微博 57篇，重庆日报、美篇等其他新媒体平台报道【47】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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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站的站点积极组织各种类型的线

下活动，“让爱住我家”亲子趣味活动、防性侵教育、消防安全教育宣传活动有奖问答、四点半

课堂作业辅导、一起来做南瓜灯活动等，站点内容丰富，在保证孩子们安全的前提下，吸引更多

的社区儿童参与。 

【优质活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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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金带镇滑石村儿童服务站 | 南瓜灯作品展示 

右图：金带镇滑石村儿童服务站 | 南瓜灯作品展示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故事一 

萱萱（化名）是一名博才金峰小学在读的四年级小女孩，她的妈妈是一名社区的工作人员，

平时对她特别的严厉，有一次社工在辅导她作业

的时候她突然嚎啕大哭，社工特别着急的问她怎

么了，她说她不想写作业了，这些根本就不是老

师布置的作业，老师布置的作业她在学校早早的

就做完了，这些都是妈妈给她安排的课外作业。 

从萱萱的口中了解到，她每个周末都要上辅

导班，还有写不完的家庭作业，社工从她的嘴里

听到“我讨厌妈妈，她就是一个坏妈妈”，从萱萱

的情绪反应可以看出，她对她妈妈的做法十分不满，甚至对母亲很厌烦。在了解情况以后，社工

去社区找了萱萱的妈妈聊了关于萱萱情绪波动的问题，社工表示，长期的持续下去不仅萱萱跟妈

妈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这个时期的萱萱还容易产生逆反心理。社工建议妈妈要和萱萱多沟通，

多听听孩子们的想法，对萱萱的健康成长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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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窑塘儿童服务站不仅给辖区儿童创造了一个课后安全庇护及朋辈交流学习的空间；专

业的社工服务接入也对儿童有非常好的正向发展引导与促进，促使儿童正向价值与正向品格的持

续塑造。 

故事二：为什么会有人坚持公益：志愿者邬山风老师的独白 

公益，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积极、健康而又快乐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复杂、繁忙而

又高强度的社会节奏当中，两点一线的生活让我们没有多少空余时间，去寻找一些能让我们发自

内心地快乐的事。生活单调而枯燥，我们用游戏、综艺、电视剧、短视频、酒吧来填充我们稍有

的闲暇时光，但每当我们在夜深人静时，静静地思索，总感到心底有一丝莫名的空旷…… 

2020 年，新年伊始就被一场灾难肆虐，新冠肺炎在全国蔓延。原本应该车水马龙的街道寂静

无人，本该走亲访友的日子，却无奈闭门不出。每次看新闻，总是要流眼泪，不是被抗疫英雄的

事迹感动，就是为这天灾人祸而感到痛心。终于，等来了解封的日子。我们都想做点什么。可是

我们毕竟是个体，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我们

每个人内心依然都有爱，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都希望社会和谐，人们互敬互爱，没有疾困，

没有冷漠…… 

而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谋利，虽然

这社会缺了钱寸步难行，但是如果人人做事都

是为了钱，为了自己，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

样呢？这次来到壹基金儿童之家，是我第一次

接触公益。在这之前，总感觉和这样的公益组织有着一层隔膜。我每天关注的总是自己的学业和

生活，就算是偶尔想要做点什么，也是无从下手。但这次疫情当中，那些默默为抗疫贡献自己力

量的英雄事迹触动了我。 

我作为一名 90 后，已然成年了，其实应该更多地担负起一些对社会的责任。在儿童站给小朋

友们上英语课之前，我和几位前辈在办公室聊天。有一位叔叔给我讲他们的过往，当年做义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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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那些困难辛苦，没有固定办公室随时可能要换地方~~他们去做那些事情，也并不是为了获得

多少报酬，若是他们把这些精力放在其他事上，这么多年下来，不是也有一定收益吗？可是，他

们没有，没有为了获得什么才去做这些。不对，他们获得了！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甚至不曾

在同龄人群身上看到的，那对生活的热爱！那种热血！他们谈论起那些曾做过的事时，眼中闪烁

的熠熠光芒！ 

如鲁迅先生所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

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

等候炬火。所以，我体会到了那句：尽我所能，人人公益！ 

 

 

（二）优质图片：请参见上文各省的进展部分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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