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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 2019 年度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

 A 创新类项目

乐天派·夕阳红—老当“艺”壮老年增能计划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艺”之初始 ·埋下爱的种子——绿植到我家活动：11 月 12 日

-15 日在永合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共有 70 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

备 2 名社工。项目团队通过前期入户走访，筛选出 70位服务对象名

单。项目团队通过绿植探访的方式，了解服务对象的身体状况及生活

环境。此次活动不仅完善了老年公寓长者数据库，也加强了服务对象

对社工的了解。

乐天派·夕阳红“老”——志愿者招募活动：11 月 9 日在永合社

区老年公寓开展，共有 10 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项

目团队在楼道大力宣传项目，

同时挖掘身体较为健康且热心

楼道事务的居民加入到志愿者

队伍中来，共同参与老年公寓

的治理。

“艺” ——勾勒愿望，栽种

花卉活动：11月 18 日在永合社

区老年公寓开展，共有 15位服

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

工。此次活动为园艺小组第一节活动，主要内容有小组成员初相识，

建立小组契约，栽种植物并对其认领照看。活动最后，项目团队带领

项目动态



服务对象将栽种的植物置于园艺走廊，布置园艺角。

“老”当艺壮·颐养天年——长者增能项目倡导活动：11 月 9 日

在永合社区老年公寓广场开展，共有 50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此次活动，项目团队设置了历耆体验和健康知识问答游戏

环节，服务对象积极参与互动，不仅锻炼了身体，也学习了健康知识。

┄┅┄┅┄┅┄┅┄┅┄┅┄┅┄┅┄┅┄┅┄┅┄┅┄

携手福利 共“渡”夕阳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葵芝家青少年服务社

项目动态：

“福利巧手坊（一）”活动：11月 1日在福利村开展，共有 40位

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1名社工，2 名志愿者。活动开始，项目团队通

过布鞋等老物件带领服务对象回忆过往岁月；随后，项目团队带领服

务对象一起完成庆祝建国 70周年的剪纸作品。此次活动不仅锻炼了

服务对象的动手能力，还表达了对

祖国繁荣昌盛的骄傲之情。

“福利巧手坊（二）”活动：11

月 99 日在福利村开展，共有 30

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1名社工，

2名志愿者。活动开始，项目团队

通过“雨点变奏曲”的互动游戏，

活跃现场氛围；接下来，“知识快

递”环节为服务对象介绍了“虎头

鞋”的相关知识；随后，项目团队

邀请虎头鞋制作非遗传承人孙玉

芬老师带领服务对象制作“虎头鞋”的眼睛。此次活动学习了解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虎头鞋”的制作方法，提高了服务对象的动手能力，



也增加了邻里之间的交流。

┄┅┄┅┄┅┄┅┄┅┄┅┄┅┄┅┄┅┄┅┄┅┄┅┄

“创翼行动”——双鹿村关爱残疾人公益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启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创翼行动|创肢翼——“一句话新闻”小组活动：11 月 12 日在双

鹿村开展，共有 8 位服务对象及其家庭成员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

2名志愿者。项目团队带领志愿者来到服务对象家中，和服务对象一

起阅读红色书籍，宣传相关政府扶持政策和分享时事新闻。最后，项

目团队把便携式插卡收音机送给

服务对象，并告诉服务对象使用方

法，让服务对象能够不出家门知晓

天下闻。

创翼行动|创肢翼——企业岗位

探访活动：11 月 19 日在双鹿村开

展，共有 8 位服务对象及其家庭成

员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

志愿者。项目团队和村委会工作人

员来到服务对象工作岗位进行探

访慰问，了解服务对象的工作内

容、工作环境、与同事之间的关系

等。项目团队为服务对象送上护膝和防风面罩，带去温暖与关心，鼓

励服务对象认真工作，努力生活。

┄┅┄┅┄┅┄┅┄┅┄┅┄┅┄┅┄┅┄┅┄┅┄┅┄



“彩色的黑”大新镇关爱盲人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11月 19 日在大

新镇开展了“助力盲走”活

动，共有 2人参与，活动配

备 2名社工。项目团队邀请

专家为服务对象开展定向

行走训练，体验在盲道行

走。此次活动，让服务对象

熟练掌握独立行走的技能，

帮助服务对象能够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

“青春修炼手册”青少年成长计划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益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夸夸群”夸你我活动：11 月 16

日在三角滩村开展，共有 14位青少年

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活动开始，

项目团队带领青少年进行“森林大火”

的热身游戏，激发参与者的热情；接

着，项目团队带领青少年从优势视角

出发重新认识自己，写出自己的优点；

最后，服务对象通过“揪尾巴”的游

戏互相学习对方优点；在活动结束前，

项目团队让青少年以书信的格式写下

各自的烦恼或开心难忘的事，社工进



行回信，鼓励青少年积极乐观向上地生活。

“你信任我吗”活动：11 月 17 日三角滩村开展，共有 15 位青少

年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团队带领青少年完成“盲人走路”

和“背对背站立”的挑战，帮助服务对象建立信任关系，并提升团队

合作意识。

┄┅┄┅┄┅┄┅┄┅┄┅┄┅┄┅┄┅┄┅┄┅┄┅┄

童心童梦，爱助成长——晨阳村儿童关爱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惠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安全小卫士”活力俱乐部活动：11月 3 日在晨阳村开展，共有 20

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1 名社工。项目团队邀请了消防培训专家

为服务对象讲解用电安全、燃气安

全使用、灭火器的分类及使用方法、

发生火情后如何进行逃生自救等家

庭消防安全知识。此次活动服务对

象学习和了解消防安全知识，掌握

了火灾逃生方法。

“小小探索家”科学宣讲营活

动：11月 16 日在晨阳村开展，共有

20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1 名

社工。项目团队带领服务对象制作

“动力小车”，并讲解其中的科学

原理。此次活动加强了青少年的科

普教育，提高了青少年科技素质，使青少年了解科学知识，亲身体验

科学创造的魅力。

┄┅┄┅┄┅┄┅┄┅┄┅┄┅┄┅┄┅┄┅┄┅┄┅┄



“小鬼当家”洪桥村青少年成长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亲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11 月每周六在洪桥村开展“我和我的朋友”青少年人际

交往提升小组活动，共有 10位青少年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本

次小组活动共有四节活动，分

别是“有缘千里来相聚”、“你

我 TA‘宅’一起”、“开放自

我，走进你我 TA”、 “我们永

远是朋友”。在活动过程中，

通过体验式学习，促进了服务

对象的关系，增加了彼此之间

的互动。此次活动，青少年学习到了人际交往的技巧，提升其人际交

往能力。

┄┅┄┅┄┅┄┅┄┅┄┅┄┅┄┅┄┅┄┅┄┅┄┅┄

“大手拉小手”新市民家庭成长计划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启明星家庭教育服务社

项目动态：11 月 9 日在徐丰村开展了“一起运动——趣味运动会”

活动，共有 21 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3 名志愿者。

此次趣味运动会有滚铁环、

脚环跳圈、仙人指路这三个

项目，亲子之间配合默契，

取得不错的成绩。此次活动，

有效地展示出服务对象对待

人、事、物的态度以及处理

方法，同时也能体现亲子之



间的互动模式，针对活动表现分析服务对象性格与心灵成长方面的影

响，并指导父母科学处理的方式，提升父母科学教育孩子的能力。

┄┅┄┅┄┅┄┅┄┅┄┅┄┅┄┅┄┅┄┅┄┅┄┅┄

心系“新”灵 善港同心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葵芝家青少年服务社

项目动态：

“共享同城文化”第二节活动：11月 10 日在善港村开展，共有 27

位青少年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2名志愿者。活动开始，项目团

队带领青少年进行“我是村长”的分

组游戏，每组讨论如何让家乡变得更

加美好，想象未来家乡的模样；接下

来，各组的“小村长”分享讨论成果，

希望善港村能够建设的更加美好；最

后，服务对象分组挑战垃圾分类游戏，

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

“共享同城文化”第三节活动：11

月 30 日在善港村开展，共有 24 位青

少年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

志愿者。项目团队和服务对象一起探讨对“融入”、“同城”、“共

享”及“文化”这四个词语的理解。同城融入，用眼睛去发现身边的

美好，用行动去感染身边的伙伴。项目团队带领服务对象走进善港村，

做最美家园清洁者。此次活动，服务对象用行动去改善家园，为美丽

家园做出自己的贡献。

┄┅┄┅┄┅┄┅┄┅┄┅┄┅┄┅┄┅┄┅┄┅┄┅┄

亲巷计——“我是李巷小主人”新市民子女社区融入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暨阳青少年发展事务所



项目动态：

亲巷计|亲老家俱乐部——趣味童年活动：11月 9日在李巷村开展，

共有 12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志愿者。项目团队通

过 PPT 向服务对象展示了斗斗鸡、

拍纸牌、抬花轿等游戏规则，提高

服务对象的参与积极性；接下来，

服务对象来到户外广场，一起参加

踢毽子、跳绳、滚铁环等游戏。此

次活动，让服务对象在冬日里得到

锻炼，提供了与伙伴户外玩耍的机

会，有助于服务对象的健康成长。

亲巷计|亲李巷爱新家——李巷

工程师：11月 23 日在李巷村开展，

共有 16 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志愿者。服务对

象通过拼搭不同的房屋模型和李巷标志物，展现新家乡的美好形象，

使服务对象更好的认识新家乡，表达自己融入新环境的喜悦之情。

┄┅┄┅┄┅┄┅┄┅┄┅┄┅┄┅┄┅┄┅┄┅┄┅┄

“为生命护航”——村民防灾安全能力提升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翔宇救援社

项目动态：11月 4日、5 日在

翔宇救援社培训基地开展了

为期 2 天的新市民骨干应急

救援培训班活动，共有 12 位

支山村村民骨干参与，活动配

备 2名社工。参训人员通过视



频课程讲解和实操演练，学习掌握了成人、儿童、婴儿心肺复苏技能、

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的使用方法和内科、外科及环境各种急症的识别

和处理方法。此次课程的学习，为支山村培养专业急救队伍以及依托

骨干力量开展日常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B 增能类项目

“益”种力量——公益组织增能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公益组织培育中心

项目动态：

“益”种项目实验室项目优化：11月 26 日、30 日在公益组织培育

中心开展，公益组织培育中心主任梁菲对参加“益”种项目创意大赛

的社会组织的项目书进行一对一优化辅导，针对项目目标制定、项目

活动设计、成效衡量、资金预算编制等方面的不足提出改进建议。在

此过程中，参与项目大赛的社会组织对于撰写项目书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与经验。

“益”种 TALK：11 月 30 日在公

益组织培育中心一楼开展，共有 9

位成员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

此次活动邀请张家港市亲民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的黄燕玲老师以金

都社区为例，分享社区营造案例。

黄燕玲老师从嵌入、建构和增能三

个大点讲述社区营造，沟通、管理、

服务、自治以及参与这五大模块形

成一个体系，从最初的基础服务到

目前的资源管理与自治，社区居民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逐步提升。最后，参与人员一起探讨

在社区中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方法，坚守初心，做好机构品牌。

┄┅┄┅┄┅┄┅┄┅┄┅┄┅┄┅┄┅┄┅┄┅┄┅┄

 C 推广类项目

社区主人翁项目

（杨舍镇晨南村、斜桥村、百家桥村）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华夏启创公益服务发展中心

项目动态：

入户走访调研活动：11月在杨舍镇晨南村、斜桥村、百家桥村开

展，项目团队了解村村民近期生活、身体状况，建立居民需求档案。

公益联盟——志愿者大篷车活动：11月在杨舍镇晨南村、斜桥村、

百家桥村开展，共有 43位

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

工。项目团队向村民介绍了

友爱港城网站上志愿者注

册流程，村民深入了解了志

愿者服务内容、志愿者精

神，学习有关的政策、制度、

责任及注意事项。此次活

动，服务对象建立了较强的

志愿服务责任感，为今后的

工作全面开展打好坚实的基础。

百姓故事会——历史变迁活动：11月在杨舍镇晨南村、斜桥村、

百家桥村开展，通过老党员的讲述让村民更加了解晨南村、百家桥村、

斜桥村和张家港的历史文化。

┄┅┄┅┄┅┄┅┄┅┄┅┄┅┄┅┄┅┄┅┄┅┄┅┄



社区主人翁项目

（杨舍镇黎明村、河北村、民丰村、蒋桥村）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乐余镇民悦社会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入户走访调研活动：11 月 21 日、22 日、25 日、27 日在杨舍镇黎

明村、河北村、民丰村、蒋桥村开展，共入户走访 53户村民家庭，项

目团队深度了解村民的生活状

况、日常所需以及对所在村建设

的一些意见或建议等，并及时整

理统筹。

政策法规宣传活动：11月16日、

19 日、22 日在民丰村、蒋桥村、

黎明村、河北村开展，共有 142

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

项目团队邀请专家为村民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通过相关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的宣传，提高了村民相关的

法律知识，帮助村民理解讲座活动背后的意义，引导其自觉加入村民

治理的队伍中来。

“科技强国，科普惠民”科技小制作活动：11 月 16 日、17 日、18

日、23 日在民丰村、蒋桥村、黎明村、河北村开展，共有 81 位青少

年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团队通过 PPT 形式讲解了国旗升降

台制作的步骤和原理。此次活动，培养了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丰富

其业余社区生活。



民风民俗巧动手——二十四节气之小雪节气：11 月 22 日、23 日在

民丰村、河北村开展，共有 41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

团队通过“讲解＋手工”的形式，帮助村民们更直观、全面地了解非

遗文化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内涵，活动丰富了村民的日常文化生活，拉

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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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主人翁项目

（塘桥镇何桥村、巨桥村、滩里村、刘村村）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华夏启创公益服务发展中心

项目动态：

普法宣传——垃圾分类活动：11 月 11 日、13 日、14 日、15 日分

别在何桥村、滩里村、巨桥村、刘桥村开展，共有 49位村民参与，

活动配备 2名社工。项目团队到各村与村民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呼吁村民保护环境，爱护家

园。在活动中，项目团队邀请

村民加入环保志愿者队伍，为

乡村建设作出贡献。

志愿者队伍招募活动：11

月 18 日-29 日分别在何桥村、

滩里村、巨桥村、刘桥村开展，

共有 93 位村民参与，活动配

备 2名社工。首先，项目团队

在各村开展“环保志愿者队伍建立”宣传活动，在前期“垃圾分类”

普法宣传的呼吁下，招募村民加入志愿者队伍；随后，项目团队与各

村负责人沟通，推荐具有领导能力的村民议事会成员加入“环保志愿

者”队伍；最后，项目团队在各村开展环境保护的活动，推广使用环



保无纺布袋，减少白色污染，保护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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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主人翁项目

（金港镇高桥村、学田村）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华夏乐龄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入户走访活动：11月 21 日、22 日在高桥村、学田村开展，共走访

20 户村民家庭。此次走访，项目团队走进村民家中，了解村民家庭

情况及需求并建立居民档案，同时在走访过程中发现社区资源。

“防诈骗政策法规宣传”

活动：11 月 25 日在高桥村

开展，共有 15位村民参与，

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团

队向村民宣传防诈骗知识，

了解常见的诈骗手段。此次

活动，村民学习了防诈骗的

相关知识，提高了自身防范

意识。

便民服务活动：11 月 14

日、15 日在高桥村、学田村开展，共有 55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团队把血压测量、便民理发等服务带到村民家门口，为

村民带去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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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主人翁项目

（金港镇朝南村、永兴村）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华夏乐龄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入户探访活动：10月 12 日、

13 日、19 日、20 日在永兴村、

朝南村开展，共走访40户家庭，

活动配备 2名社工。此次走访，

项目团队走进村民家中，了解

村民家庭情况及需求并建立居

民档案，同时在走访过程中发

现社区资源。

“政策解读—垃圾分类从我

做起”活动：11月 6 日、21 日在在永兴村、朝南村开展，共有 30 位

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项目团队带领小组长和村民一起了解

垃圾分类知识，并进行分组比赛。结合生活实际，让村民更加生动直

观的学习到垃圾分类知识，并初步组建“垃圾分类环保小组”，为后

期活动奠定基础。

“邻里融合活动—迎立冬 话养生”活动：11月 7日在朝南村开展，

共有 20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团队带领村民做手指

操，了解立冬习俗，并品尝立冬饺子。此次活动，促进了村民之间的

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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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主人翁项目

（锦丰镇店岸村、建设村、西港村）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锦丰镇圆爱公益服务社

项目动态：本月项目团队在在锦丰镇店岸村、建设村、西港村入户走

访 20 户家庭，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团队在走访过程中了解村民

个人情况及家庭情况，并建立档

案。同时，项目团队组织西港村

部份村民及党员，进行了村民村

民自治及垃圾分类的宣传，对居

民的需求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并

在活动中进行了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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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主人翁项目

（锦丰镇光明村、星火村）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华夏乐龄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走访调研活动：11月 10 日，项目团队与志愿者在光明村走访调研

38户家庭，并绘制社区资源图。

志愿者队伍培育活动：11 月

15 日、19 日在光明村、星火村

开展，共有 11 位村民参与，活

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团队带领

村工作人员和村民制定志愿者

制度，建立、发展和管理村志愿

者队伍及自治队伍，引领和推动村志愿者开展服务，壮大村自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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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主人翁项目

（乐余镇永利村、永乐村、双桥村）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乐余镇民悦社会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入户走访调研活动：11 月 21 日、23 日、25 日在永利村、永乐村、

双桥村开展，共入户走访 39户村民家庭，项目团队深度了解村民的生

活状况、日常所需以及对所在村建设的一些意见或建议等，并及时整

理统筹。

政策法规宣传活动：11月 20 日、22 日、30 日在永利村、永乐村、

双桥村开展，共有 65 位村民参与，

活动配备 2名社工。项目团队邀请专

家为村民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通过相关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的宣传，提高了村民相关的

法律知识，帮助村民理解讲座活动背

后的意义，引导其自觉加入村民治理

的队伍中来。

民风民俗巧动手——二十四节气

之小雪节气：11 月 20 日、22 日、

30 日在永利村、永乐村、双桥村开

展，共有 65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团队通过讲解＋手

工的形式，帮助村民们更好的了解非遗文化二十四节气得以流传的意

义以及其中具备的农业历史文化知识，丰富了村民的日常文化生活，

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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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主人翁项目

（乐余镇长丰村、庆丰村、联丰村）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乐余镇民悦

社会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10 月 11 日在联丰村

进行入户走访调研活动，共走访

11户家庭。项目团队通过走访，

了解村民基本情况及需求，建立

居民需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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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主人翁项目（凤凰镇恬庄村、双塘村）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亲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11月 9 日、16 日、30 日在恬庄村、双塘村进行走访调研

活动，活动配备 2名社工。项

目团队对恬庄村戴家宕、蟹浦

里区域，双塘村小山、吴湖区

域进行了调研，为 16 个村民

建立了需求档案。同时向村居

民了解周边资源分布情况，挖

掘了一位居民领袖，为接下了

培育自治队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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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主人翁项目

（大新镇龙潭村、长丰村、桥头村）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11月 15 日在长丰

村开展了法律法规培训活

动，共有 42位村民参与，活

动配备 2 名社工。此次培训

村民了解了《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等系列政策法规，加

强村民的法治意识，提高其自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