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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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鲜花有个约会活动：12月 13 日在永合社区老年公

寓开展，共有 14位长者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2 名志愿者，1 名

园艺师。活动开始，项目团队通过指认小游戏促进长者之间的交流，

为长者构建同辈网络；接着，园艺

师为长者讲解插花艺术的要点，在

园艺师的指导下完成插花作品；活

动最后，长者介绍自己的作品，并

分享活动中的感受。此次活动，服

务对象体验了不一样的园艺乐趣，

为长者生活增添一抹美丽色彩。

“艺”——爱园艺·乐夕阳活动：

12 月 24 日在永合社区老年公寓开

展，共有 14位长者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2 名志愿者。项目团队通

过图片展示让长者直观地了解水仙及风信子的种植知识，使长者产生

种植兴趣。服务对象认领植物并进行种植，丰富社区园艺角。此次活

动，服务对象对水仙及风信子的种植知识有了初步了解，体验到了种

植的乐趣，并美化了社区环境。

“壮”——医生大讲堂：12月 20 日在永合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共有

项目动态



18 位长者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志愿者，1 名专家。此次活

动，项目团队邀请了当地退休医生苏红妹为长者讲解老人常见病高血

糖、高血压的预防及治疗。本次活动，长者学习了高血糖、高血压的

健康饮食知识和穴位按摩的方法，提升了长者的健康意识。

个案走访：12月 12 日在永合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共走访了 2位服务

对象家庭，活动配备 2 名社工。初次入户探访，项目团队与服务对象

建立良好关系，并深入了解服务对象的情况，为之后个案服务的开展

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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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12 月 19 日在福利村开展，共有 22

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1名社

工，2 名志愿者。项目团队带领服

务对象制作团子，把一句句问候与

关心包进团子里，在这冬日里增添

温暖。

“送法上门——普法零距离”

活动：12月 25 日在福利村开展，

共有 25 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1

名社工，2 名志愿者，1 名专家。

项目团队邀请了北京京师（南京）

律师事务所律师、江苏博爱遗嘱库

张家港登记中心法律顾问孙芹女

士帮助长者解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孙芹律师援引真实的案例，



讲解了老年人赡养权、财产享有权、继承权等多种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帮助长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次活动，长者了解了国家新修订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提升了长者的法律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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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7 日在双鹿村开展了创语翼——听力检测，解说听

力图活动，共有 15 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党员

志愿者。活动开始，项目团队邀请了张家港市惠耳听力主管、听力师

周平为服务对象讲解致聋的主

要原因和治疗方法；接着，服务

对象观看“习之语”的视频，深

切感受习主席对残疾人群的关

爱；最后，项目团队带领服务对

象一起聆听不同的声音并进行

辨别，分享表达自己的心情感

受。此次活动，不仅进行了听力检测，同时帮助服务对象接触外面的

世界，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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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连连看”“粉色心连心”活动: 12 月在大新镇开展服务对

象的入户走访与个案服务，共服

务 4 个个案，40 户家庭走访，活

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团队在入

户期间了解服务对象需求，选定

个案对象，与个案对象共同制定

服务目标与服务计划，为今后开

展针对性服务做准备。

“彩色的黑”活动：12月 11 日

在新东社区开展，共有 7 位服务

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

项目团队带领服务对象欣赏盲人

电影《桃姐》，体验和丰富服务

对象的精神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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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言一句三冬暖”沟通技巧培养活动：12 月 7 日在三角滩村开

展，共有 9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首先，项目团队带

领服务对象通过“你画我猜”的游

戏提升服务对象的语言交流能力；

接着，服务对象填写沟通能力自测

表，项目团队分享沟通的技巧；最

后通过情景模拟锻炼服务对象的沟

通交流能力。

“爸爸/妈妈/孩子，请听我说”

活动：12月 21 日在三角滩村开展，

共有 12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项目团队带领服务对象通

过“听故事，抓手指”“蒙眼走路”

“你来说，我来画”这三个互动游

戏，让服务对象在轻松的氛围中理解了亲子间沟通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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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我精彩”活力俱乐部——书法竞赛活动：12月 14 日在晨阳村

开展，共有 20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1名志愿者。项

目团队通过书法竞赛的形式，了解“青春学苑”兴趣小组的活动开展

成果。此次活动，丰富了服务对象的课余生活，有利于服务对象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亲子共成长”家校学堂——掌心里的风景活动：12月 22 日在晨阳

村开展，共有 20位服务对象参

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1 名志

愿者。项目团队带领服务对象

制作石头盆栽，并锻炼了服务

对象的动手能力，促进了亲子

之间的关系。

“小雨滴”志愿者服务体验

——送温暖进乡村活动：12月

22 日在晨阳村开展，活动配备

2名社工，3名志愿者。项目团队通过组织亲子家庭为老人、残疾人等

人群提供志愿服务。此次活动为亲子家庭提供一个互动平台，把品德

教育带到社会实践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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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每周六在洪桥村开展了“益起来·更精彩”青少年

志愿培训小组活动，共有 10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

此次小组活动共有 4 节内容，第

一节“我们是个 Team”，项目团

队带领服务对象成立“洪苗”志

愿队并制定规章制度；第二节“我

画我的村庄”，项目团队带领服

务对象走进村庄，观察村庄的特

色、人文地理、辖区问题等，在纸上绘画出自己眼中的洪桥村；第三



节“我服务我的村庄”，项目团队带领服务对象制作灯笼，为村里

90 岁以上的老人送去新春祝福；第四节“我爱我的村庄”，服务对

象分享参与活动的感想、收获，并写下志愿服务清单。本次小组活动

引导洪桥村青少年们学习志愿者服务准则、观察本村现状、实践志愿

者服务，为服务对象参与后期的志愿服务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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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在徐丰村开

展了“父母效能训练之关系的奥

秘”讲座活动，共有 15 组亲子家

庭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3 名

志愿者。活动开始，项目团队带领

服务对象进行拍拍操热身暖场；接

着，项目团队为服务对象讲解了处理亲子关系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并

学习了《爱的誓言》；最后，服务对象写下成长收获并进行分享。此

次活动拉近了亲子之间的关系，助力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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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美食活动：12月 22 日在善港村开展，共有

23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1 名社工，2名志愿者。活动开始，项

目团队向服务对象讲解了冬至的来历，从文化、饮食等方面做了详细

的介绍；接着，项目团队带领服务对象包馄饨，感受节日氛围。此次

活动让善港村充满“家”的味道，

“家”的温馨。

共享同城文化——彩绘 DIY 活

动：12 月 28 日在善港村开展，共

有 20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1名社工，2名志愿者。活动开始，

项目团队结合善港村的习俗文化

带领服务对象学习元旦相关的节

日知识；接着，服务对象拿起手

中的画笔进行彩绘，绘画出各式

各样的老鼠，为鼠年增添喜气。

此次活动，锻炼了服务对象的动

手能力，也为新一年送上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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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方言对对碰——方言荟萃活动总结：12 月 7 日在李巷村开展，

共有 14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2名志愿者，1名方言

老师。项目团队带领服务对象运

用动作与语言相结合的游戏互

动，让服务对象快速融入活动。

项目团队特别邀请了方言讲解老

师用方言朗读汉乐府诗《江南》

并进行实物演练。此次活动通过

寓教于乐的方式，学习李巷村方

言。

亲李巷爱新家——李巷朗读者

总结：12月 21 日在李巷村开展，

共有 13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

备 2 名社工，2名志愿者。活动开

始，项目团队通过成语接龙的游戏，带领服务对象进入语言学习环境；

接着，服务对象歌颂故乡，感受故乡的乡音乡情；随后，服务对象通

过学习和诵读李巷村志，了解李巷的历史变迁，感受李巷的风土人情

和文化底蕴；最后，在一位服务对象的领下，大家一起朗读《少年中

国说》。本次活动，对增强青少年的自信和实现自我价值起到很好的

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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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未开展相关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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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K：12 月 26 日在张家港市公益组织培育中心开展，共

有 7位成员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

项目团队邀请了张家港市益心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的周雪老师，从创立益心

的初衷、机构人员组成、团队分工等

方面进行分享，这些宝贵经验给公益

伙伴带来了许多思考与借鉴。

“益”种实验室——“益”种项目

创意大赛路演：12月 26 日在张家港

市公益组织培育中心开展，共有 8 位

成员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专家

评审根据需求评估、项目设计、团队

能力这三个方面进行打分，同时对项

目书的名称、聚焦的服务对象、项目的整体逻辑、设计以及创新点进

行了点评。专家评审的指导让项目团队对于项目书的设计有了更进一

步的了解，收获满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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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幻厨房——美味蛋挞活动：12月 10 日、11 日、12 日分别在百家

桥村、晨南村、斜桥村开展，共有 35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

活动开始，项目团队讲解了蛋挞的

制作方法；接着，项目团队分发材

料，和村民一起制作美味蛋挞。此

次活动，村民不仅学会了制作蛋挞

的制作方法，更是增加了邻里之间

的友好氛围。

村民议事厅——幸福邻里的活

动：12月 19 日、20 日、21 日分别

在百家桥村、晨南村、斜桥村开展，

共有 35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通过整合社区资源，立足

居民需求建立的集服务居民、协商

议事、组织培育三大基本职能为一体，并根据自身特点和居民需求开

展特色服务的公共空间，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居民间的

互助沟通，增强居民自治意识，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居民集聚的

社区服务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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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3 日、14 日、21 日、26 日分别在黎明村、

民丰村、蒋桥村、河北村开展，共走访 73户村民，活动配备 2 名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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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听多看多动手，科学世界任我游”科技小制作活动：12月

17 日在黎明村开展，共有 21位青少年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项

目团队带领青少年制作猪猪磁力小车，培养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丰

富业余社区生活，增加青少年对社区活动的粘性。

“大雪节气，巧手过冬”民风民俗巧动手活动：12月 7日在黎明村

开展，共有 20位村名参与，活动配

备 2 名社工。项目团队带领村民制

作大雪挂饰，引导村民对传统文化

的了解与认识，增加参与社区活动

的积极性。

“环境保护你我家，垃圾分类靠

大家”广场日趣味活动：12 月 12

日、16 日、22 日分别在河北村、民

丰村、蒋桥村开展，共有 74位村民

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团

队通过大型广场日趣味运动会的形

式，把垃圾分类知识融入游戏环节，

加强村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提高其保护美好家园的意识。

“远亲不如近邻，社区邻里一家亲”便民服务活动：12月 23 日、24

日、28 日分别在河北村、民丰村、蒋桥村开展，共有 79位村民参与，



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团队邀请朝阳五官科医院的医生为村民提供

健康义诊服务。此次活动把服务送到家门前，为村民带去了便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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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诈骗讲座活动：12 月 3 日至 6 日分别在何桥村、

滩里村、巨桥村、刘村村开展，共

有 88 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

社工。此次活动村民了解到了许多

诈骗手段，增强了居民的防诈骗意

识。

村民自治队伍培育：12 月 9 日

至 24 日分别在何桥村、滩里村、

巨桥村、刘村村开展 12 次活动，

共有 149 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1名志愿者。项目团队在

各村组织培育环保、舞蹈、健身志

愿者队伍，通过志愿者队伍的培

育，增强环保意识，推动村志愿者开展服务，壮大自治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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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9 日、10 日、16

日、17 日、23 日、24 日在高桥村、

学田村开展入户走访活动，共走访

60 户村民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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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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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5日、6日、9 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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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里融合活动——冬日活力

秀”活动：12月 23日在永兴村开展，

共有 20 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

社工，3 名志愿者。此次活动设置了

扭扭乐、趣味扔沙包、粘粘球大挑战

三个项目，根据单个项目的最佳成绩

评选出奖项。此次活动让村民在冬日里进行运动，且增进了邻里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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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村入户走访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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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1 日

项目团队带领西港村民解读“四

个民主”以及“三治”内容，强

化村民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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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法宣传活动：12月 24 日、30 日分别在光明村、星火村开展，共

有 39 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1 名志愿者。项目团队邀请

了光明村法律顾问王军律师和星火村法律顾问毛少平律师为村民讲

解夫妻共同财产与债务、子女赡养义务和老年权益保障等法律知识。

此次活动，引导群众学习法律、崇尚法律，提高自觉学法、守法和用

法的意识，营造社区良好的法制宣传氛围。

志愿者队伍培育活动：12月 18 日、25 日分别在光明村、星火村开

展，共有 20 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团队带领志愿者

策划庆元旦邻里活动并进行志愿服务安排。此次活动，一方面增强项

目团队与志愿者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为邻里活动的顺利开展做好准

备工作。



“欢歌笑语迎新年，美好生活展风采暨最美家庭表彰大会”活动：

12月27日在光明村开展，共有100

多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4 名社

工，4名志愿者。此次活动分为“最

美家庭”表彰活动环节和庆元旦贺

新春游园会环节。通过此次邻里融

合活动，增强了村民之间互动交

流，提升了美丽乡村品质。

“庆元旦”主题活动：12 月 21

日在星火村开展，共有 20 位村民

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2名志

愿者。项目团队带领亲子家庭进行

互动游戏和制作美味蛋挞。此次活动，增加了亲子之间的交流机会，

加强了村民对社区主人翁项目的知晓度，引导周边地区村民积极主动

参与活动中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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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分类系列活动：12 月 16 日在双桥村开展，共有 45 位村民参

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

团队以游戏+讲解的方式，带

领村民学习垃圾分类知识，了

解垃圾分类的意义。通过此次

活动的开展，提高了村民对垃



圾分类的认识，同时挖掘参与活动积极且对垃圾分类意识较强的村

民，提高村民自治力。

便民服务广场日活动：12月 16 日、27 日、30 日在双桥村、永利村、

永乐村开展，共有 105 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此次活动，

让村民足不出户就能体验便利的服务，不仅拉近了邻里之间的关系，

也提升了村民幸福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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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法律宣传讲座：12月 7日、9日在庆丰村、联丰

村开展，共有 79 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团队通过宣

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提高了村

民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其自觉

加入村民治理的队伍中来。

“社区团结一家亲，爱心义诊

我先行”健康市集活动：12月 10

日在长丰村开展，共有 25位村民

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项目团队组织村民积极参与义诊活动，提

高了村民的健康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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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访调研活动：12 月 7 日、27 日在恬庄村开展，活动配备 2 名社

工。项目团队对恬庄村 21组进行了调研，为 10个村民建立了需求档

案。同时，项目团队向村居民宣传村民自治内容，引导村民积极参与

村治理。

“解政策，知自治”活动：12月 18 日、21 日在双塘村、恬庄村开

展，共有 9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活动开始，项目团队带

领村民学习组织法，了解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以及职责；随后，通过学

习西安市狄寨街道和张家港居

民自治案例，了解居民自治的重

要性；活动最后，项目团队引导

村民明确自身职责，从上而下强

化自治意识，推动村民自治。

“冬至一家亲，心暖邻里情”

冬至主题活动：12 月 21 日在双

塘村、恬庄村开展，共有 130 位

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

活动开始，项目团队向村民们解读“四个民主”以及“三治”内容，

强化村民自治意识；接着，项目团队带领村民包馄饨，村民积极参与

其中。此次活动提高了村民的社区参与度，为往后推动村民自治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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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3 日、26 日在龙潭村、桥头村开展了“自治队伍 和

睦邻里”活动，共有 17 位村民参与，

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项目团队带领村民

体验传统手工剪纸艺术，不仅锻炼了村

民的动手能力，还增进了村民参与活动

的积极性，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