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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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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11月，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1】家伙伴机构，在【76】个社区开展了【110】场

垃圾分类活动，参与人数总【3091】人次，直接受益人【8215】人次，间接受益人【20555】次，志

愿者参与【698】人次，累计垃圾减量【6122745.51】kg，其中厨余垃圾减量【352183.5】kg，有害

垃圾减量【1135】kg，可回收物减量【1480.6】kg，其他垃圾减量【5768222.51】kg。媒体传播【5260】

次，点击阅读量【11127】人次。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网络秘书处主要工作进展 

1.传播：2020年壹起分全国培训会回顾推文。 

2.项目管理：进行 2017年壹基金零盟发展项目结项补充。 

3.活动：牛奶包回收季结项收集伙伴资料，统计活动次数。 

4.众筹：收集伙伴项目书和协议，并反馈项目书的修改意见。 

2. 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进展 

1. 协助牛奶包回收季结项资料催收。 

2. 2021年区域协调中心工作计划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1、华北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美嘉公益网络联盟 

11月 7 日，在唐山海港开发区祥云湾海滩进行了垃圾捡拾，垃圾分类，记录统计，有在地社区

志愿者参与。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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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西青区绿邻居社区服务中心 

2020年 11月 10日，绿邻居在国一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条例宣传。 

 

2、华中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长沙市源方环保公益发展中心 

11月 15日，源方环保参加绿色循环日活动，宣传垃圾分类。11月 20日，源方环保在潇湘路社

区开展党建引领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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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东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 

11月 30日下午三点在家家景园二期小广场开展资源回收日活动，11月 14日下午三点在家家景

园开展资源回收日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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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绿益美境生态发展中心 

11月 6 日，在永初社区开展“垃圾壹起分，环境美十分”科普活动。11月 20日，在永初社区（筹

备组）开展“瓜果蔬菜大变身”环保酵素制作教学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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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南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山丹县焉支星火爱心公益协会 

本月，组织附近居民清理公共地带的垃圾。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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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华南区伙伴壹起分活动执行情况 

南宁市绿生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1月 25日，绿生活社工带领学生在小区进行垃圾搬运工的游戏，让孩子们了解到垃圾分类的意

义。 

11月 25日，新竹社区志愿者在回收日当天，清洗已经回收的牛奶盒，并向居民介绍回收牛奶盒

的意义。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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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11月 5 日，福建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联合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组织来自省生态环境厅、

省级机关医院、鼓楼区房产局等单位，福州大学、华侨大学、农林大学等高校，福建电力亿力集团、

喆佳环保公司等企业以及青口环保协会等社会组织，共计 40余名垃圾分类志愿者走进了福州红庙岭

垃圾焚烧发电厂，探秘生活垃圾后端处置“主战场”。11月 18日，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联合福州

市城管委环境卫生中心、福建东飞环境集团、福州广播电视台资讯融媒体中心、岳峰镇垃圾分类管理

中心、岳峰镇桂溪社区在保利香槟国际小区举办“爱心传递，温暖护航”福州市第三届橙丝带·致敬

环卫工人、垃圾分类一线工作者活动。 

 

南平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11月 28日，第一期壹起分社区计划如期开展，来自南平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南纸幼儿

园志愿服务队的队员、南师附小“绿苗假日行动队”的少先队员、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自动工程化

系的志愿者们在延平区大剧院门前集结完毕，整装待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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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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义仓发展网络以开展义仓活动、推进义仓相关项目等方面开展工作。本月义仓

发展网络落地开展活动情况为：覆盖【11】个社区，志愿者参与人次达【27】人次，服务人群达【335】

人次。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义仓学院建设与运营三年计划方案讨论，制作初稿 

 2020 年 11 月 19 日，义仓发展网络办公室人员闵雄、徐静与郭虹、杨佳佳共同商讨义仓学

院三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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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义仓网站、小程序建设框架修改会议 

 2020年11月11日，义仓发展网络办公室人员与义仓小程序和义仓网站建设公司工作人员开展

进度会议，针对出来的网站框架进行修改商讨，并确定了网站和小程序交付时间。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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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义仓邻里互助指数研究框架商讨会议 

 11 月 20 日，义仓发展网络办公室与邻里互助指数研究的陶传进教授、杨亚亚老师开展互助

指数框架线上会议，会议上针对已出的框架陶传进教授向办公室成员进行讲解，后续持续进行讨论改

进。 

 

（4）义仓小站会议 

 2020 年 11 月 27 日，爱有戏义仓委员会在高新区关爱援助中心开展，本次会议主题为：义

仓在关爱援助中心如何体现（如何在关爱援助体系下讲好义仓故事）+义仓小站旗舰版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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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桂东义仓——一个观众的剧场 

为了提高社区居民的文艺活动兴趣，增强居民的文化素养，更加适应建设我们美好的祖国所具备

的社会觉悟，增进邻里感情。夕阳红艺术团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前往 229 号院开展“一个观众的剧

场”慰问演出活动，参与人员包括大院居民、院内退休人人员等。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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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表演 

活动开始宣读了社区写给居民的慰问信、夕阳红艺术团写给大院的慰问信。信件内容感情真挚，

居民备受感动。接下来慰问要拿出进入高潮。夕阳红艺术团表演了红歌，歌唱伟大祖国，歌颂党、人

民领袖等歌曲，并带来了丰富的舞蹈表演。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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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表演 

大院居民听了慰问信、看了节目表演，深深地感谢社区对他们地关怀，感谢艺术团成员们地表演，

他们觉得退休了，老了一样可以为人民做事情，一样可以享受老年生活，说到“老了一样可以美”。

因为夕阳红艺术团的活力为院落老人们带去了信心。 

通过此项活动，艺术团团员们觉得与居民件增进了了解，相互更加亲近了，有了许多共同的话语。 

2. 成都郫筒街道义仓 

2020 年 11 月 13 日，郫筒街道关爱站携手一里桥社区居民志愿者及成都工业学院大学生志愿者

联合举办了“一个观众的剧场”活动。 

上午九点半，关爱站社工和志愿者在成灌东路 311号小区门口集合，社工简单的向志愿者介绍了

今日要去的老人家里的基本情况：黄爷爷，今年 86岁，军残老党员、空巢老人。12年前，黄爷爷因

胸椎肿瘤压迫神经导致腰部以下瘫痪，下肢无知觉，无法下地行走，常年卧病在床，生活无法自理。 

当年为黄爷爷诊治过的医生曾断言，身患此类病症尤其是高龄患者，绝无可能存活三年，并且做

手术的风险极高，所以黄爷爷的老伴儿选择在家保守治疗。最终，黄爷爷凭借军人钢铁般的意志和在

老伴儿精心的照料下，现在身体逐渐康复，有时甚至可以下床小范围活动。但即便如此，黄爷爷每天

大部分时间只能卧在床上看报纸、看电视，看不见热热闹闹的生活百态。现老两口日常独自居住，日

常生活照料全靠黄爷爷老伴儿一人，娱乐生活也较匮乏。 

关爱站社工在前期和社区沟通及与黄爷爷接触后，发现他们想要生活里多一点热闹，因此社工决

定联系并组织志愿者为黄爷爷老两口举办“一个观众的剧场”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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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社工及志愿者到达黄爷爷家。大家首先跟黄爷爷及其老伴儿问好，询问他们近日身体

情况，并黄爷爷家送上大米、蛋糕等爱心物资，接下来社工大致介绍了此行的目的，并询问他们有哪

里需要打扫，黄爷爷的老伴说家里平常就他们俩，也没有特别需要打扫，就是她腰不好，拖地会比较

累。在征得他们同意后，志愿者便开始打扫卫生，帮忙扫地、拖地、整理桌子等。 

打扫完毕，社工和志愿者们围坐在黄爷爷的床边嘘寒问暖、拉话家常。听黄爷爷讲述自己曾经投

身祖国建设的过往，在言语中既表露出对过往生活的美好追忆，也有对目前生活的满意，还特意强调

能有今天美好的生活，要感谢祖国、感谢党。同时表示自己从来都不会同他人攀比，所以心态一直很

好、也很知足。 

 

在黄爷爷与大家回忆美好过往的时候，社工和志愿者们一起为黄爷爷献上早已排练多时的经典红

歌，以一首铿锵有力的老歌“打靶归来”，开启为黄爷爷准备的节目，为这一份美好回忆增添音乐的

痕迹。在演唱过程中，黄爷爷一直眼噙泪水、小声地合唱着，似乎这样一首红歌，就把他带回了属于

自己的青葱岁月中，无限回忆、无限追思。一首唱罢接着一首，仿佛句句都唱进了黄爷爷的心窝，最

后，黄爷爷不禁落泪。社工连忙递上纸巾，为黄爷爷擦拭泪水。黄爷爷激动地表示这是因为感受到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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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而流的眼泪。社工连忙安抚，使其慢慢冷静下来，黄爷爷身体还欠佳，不适宜情绪剧烈波动。 

活动结束后，社工叮嘱黄爷爷一定要保重身体，保持良好心情，希望我们此次的活动能够给黄爷

爷一些陪伴以及慰藉，让他们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温情。最后，社工为黄爷爷留下关爱援助站的联系

电话，表示后面有什么需要的地方，可以随时和社工联系。 

3. 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 

踏着初冬何旭的阳光，踩着稀疏的落叶，金花桥-簇桥街道社会关爱援助中心一个观众的剧场如

约而至。 

本次一个观众的剧场服务对象为李某，李某从出身开始即患有脑瘫，智力肢体双重残疾。父亲打

零工，母亲长期照顾导致腰椎盘突出，无法带李某出门。在前期的准备之中，我们特意邀请了李某同

社区的居民志愿者同我们一起入户。 

 

李妹妹见到我们和志愿者，非常开心，喜笑颜开。我们的志愿者阿姨也夸奖妹妹笑起来真好看，

说着便唱起了这首歌《你笑起来真好看》。李妹妹在家时也爱听这首歌，虽然唱不清楚，但是也跟着

我们志愿者一起哼调。手不时的拿起来摇晃。 

李妹妹的妈妈说李妹妹今天非常的开心，并难得和不熟悉的人说了这么多话。 

最后，社工、志愿者和李妹妹一起约定，等下次出太阳时，我们再去看她，一起出门晒太阳。 

相聚时难别亦难，但这一次的离别就是下一次的相见。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相遇。 

 

4. 武侯区·街道社会关爱援助中心 

生命应该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晨曦，充满了温暖。84岁的秦婆婆与智力障碍的大女儿、事实无

人抚养的外孙女住在了一起，相依为命。幸而有党，有政府及社会爱心人士一直在关怀她们，给她们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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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送去温暖。 

2020年 11月 7日武侯区浆洗街-红牌楼街道社会关爱援助中心的社工和志愿者，带着爱心人士

捐赠的爱心物资和爱心善款 1000 元，来到秦婆婆家中，对其进行生活帮扶的同时给秦婆婆开展了一

个观众的剧场活动。志愿者是一名幼师，为秦婆婆唱歌、讲故事，边展示边帮其外孙女边长发辫子。

秦婆婆和志愿者、社工聊天时表述：很担心孙女确实父母的陪伴和关爱，期望志愿者姐姐多和外孙女

亲近。 

 随后志愿者陪着秦婆婆给其外孙女试穿了爱心物资羽绒服，背新书包。 冬天虽冷，党的关怀却

给予了我们温暖，让我们勇敢向前。 

 

 

5. 二仙义仓 

11月30日，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二仙二仙桥街道义仓小站慰问，华林社区、下涧槽社区居民，由

滴滴生鲜超市义仓小站慰问社区困境家庭5家，发放物资25个，共计200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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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肖家河义仓 

2020年 11月 21日上午 9点整，“高新工匠，匠人益心”肖家河义集第 88期在肖家河街道广场

正式开市。在国内疫情基本控制的大环境下，严格遵守相关防疫规定的同时，义集如约而至。本次义

集是本年肖家河第二场线下义集，本次活动由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肖家河街道办事处支持、成都

高新区爱有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 

寒冷冬日，寒风瑟瑟，也挡不住肖家河居民们参加义集的热情，早早的来到了肖家河街道办事处

的广场上。随着音乐的响起，舞台表演开始了，一个个精彩节目应接不暇，川剧刀马旦、皮金滚灯轮

番上场；小朋友们的才艺表演，独唱与武术表演紧随其后，观众们掌声连连，喝彩声不断，大饱了眼

福。最受欢迎的要数小丑杂耍环节，小朋友们纷纷聚集到台前来，将气氛推向了高潮，小丑表演者用

新颖的游戏方式给小朋友们发放小礼品。表演结束后，随着一声清脆的锣响，肖家河第 88期义集正

式开市。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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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现场） 

此次义集，无论是表演嘉宾台上一分钟，台下 10年功的刻苦练习，还是手工匠人们精湛的技艺，

都展现了肖家河居民的职业风采与匠心精神。本次义集的参与商家众多，逛集市的居民人山人海；特

色区的手工匠人们的展区前，观众购买者络绎不绝，大家对匠人们的技艺啧啧称奇，对手工艺品踊跃

购买，匠人精神在肖家河义集上得到了尊重，居民们买到了自己心仪的产品，也奉献出自己的爱心。 

 

（活动现场）                       （专注的匠人们和观看者）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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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的集市）                         (捐赠现场） 

集会场面热闹非凡，火热的气氛使的每一个参与者仿佛都感受不到寒冷的温度，义集活动的爱心

意义，使的每一个参与者感觉内心都暖暖的，抵御了冬日的严寒。 

 

7. 成都市龙泉驿区友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在义仓发展网络的支持下，龙泉驿区有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龙泉驿区星光社区开展“一个观众

的剧场”邻里互助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前期的走访星光社区现有空巢、独居、残疾等特殊群体 100余

人，为了营造社区邻里互助氛围，搭建居民参与邻里互助行动的平台，推动互助文化发展，有邻社工

在义仓网络四川支持中心的指导下，通过培育社区邻里互助自组织，发挥自组织文艺特长，开展“一

个观众的剧场”志愿服务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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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互助自组织以《一个观众的剧场》活动为载体，以邻里互助关爱为目的，发扬志愿者精神，

不断激发自组织成员的公共意识，以服务对象感召志愿者持续参与公益行动，逐步构建社区互助文化。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