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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童享——金塘社区青少年科普创新计划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暨阳青少年发展事务所

项目动态：

“童享蓝天·港城科普游”活动：7月 17 日带领 12 名小朋友参观

交通文明安全基地及气象科普馆，活动配备 1 名社工。本次活动不

仅让孩子们了解了交通安全

及气象知识，亲身体验了场

馆内各类情景模拟设备，普

及了科学知识，也激发了他

们探索科学的好奇心。

“童享蓝天·CO2是什么”

活动：7 月 18 日在金塘社区

和合书场开展，共 10名小朋

友参加，活动配备 1 名社工。

首先进行了热身游戏“两人

三足”，增进了小朋友彼此间的默契。实验部分，社工带领孩子们探

索 CO2，通过利用食品调料和废弃塑料瓶让气球自动吹起来，让小朋

友们了解 CO2产生的原理。

“童享蓝天·空间制作人”活动：7 月 19 日在金塘社区和合书场

开展，共 11 名小朋友参加，活动配备 1名社工。社工带领小朋友们

在白胚瓷盆上用各种色彩图案进行点缀，并互相投票，选出最受欢

迎的彩绘瓷盆。

“科普创新屋”项目



“童享未来·小小创新坊”活动：7 月 20 日在金塘社区和合书场

开展，共 9 名小朋友参加，活动配备 1 名社工。社工带领小朋友们

制作干花书签，孩子们发挥自身创造力，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

科技莫等闲——何桥社区科协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科学实验课：7 月 10 日在何

桥社区开展，共 13名青少年参

加，活动配备 2 名社工，1 名

老师。活动邀请陶老师为青少

年们带来了孔明锁的制作教学。

老师先介绍了孔明锁的发明和

制作原理，然后结合教学视频

带领大家制作孔明锁。活动通

过孔明锁的制作提高了社区青

少年的动手能力和协作能力。

安全急救演练：7月 16 日在何桥社区开展，共 20多名社区居民参

加，活动配备 2名社工，1 名红十字会志愿者。活动分为知识讲授和

实操两部分，志愿者首先通过演示和讲解介绍了人工呼吸的程序、

创伤救护的基本技术以及心肺复苏的实施方法。然后通过指导居民

实际操作让他们练习急救技能。

科学实验课：7月 17 日在何桥社区开展，共 19名青少年参加，活

动配备 2 名社工，1 名老师。活动邀请章老师带领大家制作竹签陀螺。

首先老师向大家讲解竹签陀螺的原理和制作方法，接着青少年们在

老师的指导和社工的帮助下制作竹签陀螺。本次活动不仅提升了青



少年的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也培养了青少年的科学意识。

▂﹍▂﹍▂﹍▂﹍▂﹍▂﹍▂﹍▂﹍▂﹍▂﹍▂﹍▂﹍▂﹍▂﹍▂

科技点亮美好生活——镇中社区科协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科学实验室—木工基础课：7 月 6 日在镇中社区开展，共 25 名社

区居民参加，活动配备 2名社工，2名志愿者。活动先由老师向青少

年介绍木工的基本概念和

理论，并展示木质工艺品。

接着老师带领青少年亲自

动手尝试切割木板。

科学实验室—孔明锁制作：

7月 14 日在镇中社区开展，

共 25 名社区青少年参加，

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志

愿者。活动先由老师向青少

年讲解孔明锁的由来和制

作原理，然后由老师带领大家跟着视频一起制作孔明锁。虽然制作

过程比较复杂，但大家都认真钻研，制作出了自己的成果。

科学实验室—水果发电：7月 21 日在镇中社区开展，共 20名社区

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名社工，2名志愿者。活动首先由老师向大

家介绍电的由来，并列举生活中常见的带电物体。然后老师将青少

年分为 4 人一组，同时分发水果和可乐，通过实验让小灯泡发亮。

大家纷纷表示惊奇，老师向大家解释了原理。

▂﹍▂﹍▂﹍▂﹍▂﹍▂﹍▂﹍▂﹍▂﹍▂﹍▂﹍▂﹍▂﹍▂﹍▂



安全星动力——青少年社区安全科普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致远社会工作事务所

项目动态：

“我是科普小达人—科学实验小课堂”活动：7 月 19 日在德丰社

区开展，共15名社区青少年参加，

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志愿者。

社工首先拿出做好的模型吸引青

少年的注意，随后由社工演示如

何制作模型，接着青少年们根据

观察的步骤亲自制作。

“我是安全小卫士—涂鸦机器

人制作”活动：7 月 24 日在德丰

社区开展，共 20名社区青少年参

加，活动配备 2名社工，2名志愿

者。首先社工讲解了机器人的运

作原理和各类材料的用法。然后，志愿者一对一指导青少年制作机

器人。活动激发了小朋友们的想象力，培养了其逻辑思维。

▂﹍▂﹍▂﹍▂﹍▂﹍▂﹍▂﹍▂﹍▂﹍▂﹍▂﹍▂﹍▂﹍▂﹍▂

科普“零距离”——文昌

社区科普创新计划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暨阳青

少年发展事务所

项目动态：7 月 12 日在文昌

社区开展了“科普大篷车”

活动，共 15名社区青少年参

加，活动配备 2 名社工，3名



志愿者。社工带领青少年参观了“科普大篷车”临时展馆，并体验

科学原理小游戏，大家仔细观察，认真记录，收获满满。

▂﹍▂﹍▂﹍▂﹍▂﹍▂﹍▂﹍▂﹍▂﹍▂﹍▂﹍▂﹍▂﹍▂﹍▂

崇尚科学·科普益民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锦丰镇新善佑公益服务社

项目动态：

“探索与发现”活动：7 月 10 日

在凤凰镇和兆丰镇开展，共 30 名

居民参加，活动配备 1 名社工，1

名志愿者，1 名专家。活动通过参

观河阳山歌馆、恬庄古街、风筝馆

等重要景点让居民感受到我市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日新月异的变化。

“科学实验室—太阳能风扇”活

动：7月 20 日在永新社区开展，共

20名社区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1名社工，1名志愿者，1名专家。

首先专家通过提问互动的方式向大家介绍了太阳能发电的原理，随

后在专家的指导和社工、志愿者的帮助下，青少年动手制作太阳能

风扇，并到户外进行试验。活动提升了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培养了

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

科学，让生活更美好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锦丰镇圆爱公益服务社

项目动态：



科技夏令营活动：7月 3 日、4日在悦来社区开展，共 23名社区青

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3名社工，3 名志愿者。第一天开展了科普小报

的制作，首先进行了“你是我的眼”热身游戏，拉近了社工和青少

年的距离；接着，社工通过多媒体向大家介绍了身边的科学知识，

并引导小朋友们分小组介绍自己了解的科学知识；最后大家分小组

找资料，共同设计了科普小报。

第二天开展了“科学秀小实验

比赛”，通过保护鸡蛋、气球

驱动小车、自制潜水艇三个环

节，锻炼了小朋友们动手动脑

能力，普及了科学小知识。

生活处处有科学：7月 6 日

在悦来社区开展，共 14 名青

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3名社工，

3 名志愿者。活动通过 4D 折纸、麦比乌斯圈、水往高处流等实验增

强了青少年的科学知识储备，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科学探索精神。

民间风俗体验活动：7 月 12 日在恬庄古镇、河阳山歌馆和乐余风

筝馆开展，共 13 位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1 名社工，6 名志愿者。

在社工和志愿者的带领下，大家首先在恬庄古镇了解了我市悠久历

史和文化，并品尝了传统小吃，随后来到河阳山歌馆感受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魅力，最后来到风筝馆了解了风筝文化。

▂﹍▂﹍▂﹍▂﹍▂﹍▂﹍▂﹍▂﹍▂﹍▂﹍▂﹍▂﹍▂﹍▂﹍▂

“让科学流行起来”乐余村科普细胞三屋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亲民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7月 24 日至 28 日在乐



余社区开展“科学神秘世界历险记·科技夏令营”活动，共 16名青

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名社工，2 名社区工作人员。活动以小组的方

式进行，通过带领大家一同制作滑翔机、空气动力船等科学实验，

让孩子们学习科学原理。

▂﹍▂﹍▂﹍▂﹍▂﹍▂﹍▂﹍▂﹍▂﹍▂﹍▂﹍▂﹍▂﹍▂﹍▂

老少同乐·乐趣横生——新丰社区科普三屋计划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科学小课堂”活动：7 月 14 日在新丰社区开展，共 18名青少年

参加，活动配备 2名社工，2

名志愿者。社工通过开展科

普知识竞赛，让青少年掌握

各类科学知识，并普及科学

常识。

“科普知识讲座”活动：7

月 24 日在新丰社区开展，共

21名社区长者参加，活动配

备 2名社工，2 名志愿者。医生向大家讲解了高血压及糖尿病的预防

知识，并通过现场疑问解答，增长了社区长者对高血压及糖尿病的

认识，提升了社区长者的健康意识。讲座结束后，医生对有需要的

社区长者进行了健康义诊，老人们对此次活动表示满意。

▂﹍▂﹍▂﹍▂﹍▂﹍▂﹍▂﹍▂﹍▂﹍▂﹍▂﹍▂﹍▂﹍▂﹍▂

科普你我他·科学生活看大家

——永合社区“三屋”建设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牵手”科学—小台灯制作：7 月 4 日在永合社区开展，共 15 名

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名社工，2

名志愿者。社工带领青少年分为两组，

用一次性杯子及材料包制作小台灯，

并发挥想象力绘制独有灯罩。同时，

社工在调试过程中向孩子们介绍了

简单的电路知识，拓宽了孩子们的知

识面。

“牵手”科学—吸尘器制作：7 月

18 日在永合社区开展，共 13名青少

年参加，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名志

愿者。社工带领青少年们用矿泉水瓶及材料包制作吸尘器。制作过

程中社工先进行讲解，然后由青少年们分组进行比赛，合力完成。

▂﹍▂﹍▂﹍▂﹍▂﹍▂﹍▂﹍▂﹍▂﹍▂﹍▂﹍▂﹍▂﹍▂﹍▂

关爱健康——科普携手云盘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颐和社会

服务社

项目动态：7月 17 日在交通馆

和气象馆开展，共 15名社区青

少年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

2 名志愿者。通过参观两个场

馆，青少年们了解了交通安全

的重要性，并学习到了简单的气象原理及知识。活动同时激发了他

们探索科学的兴趣。

“科普健康屋”项目



▂﹍▂﹍▂﹍▂﹍▂﹍▂﹍▂﹍▂﹍▂﹍▂﹍▂﹍▂﹍▂﹍▂﹍▂

健康科普·呵护东湖苑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颐和

社会服务社

项目动态：7 月 17 日带领

12 名社区青少年参观了市

交通馆和气象馆开展，活

动配备 2 名社工，2名志愿

者。活动通过参观两个场

馆，让青少年从切身体验

中了解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以及简单的气象原理。活动不仅让青少年

学到了科学知识，还激发了他们探索科学的兴趣。

▂﹍▂﹍▂﹍▂﹍▂﹍▂﹍▂﹍▂﹍▂﹍▂﹍▂﹍▂﹍▂﹍▂﹍▂

“益民科普行”湖滨社区三屋建

设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亲民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项目动态：

手指操社团：由社区能人带领，每

周二进行手指操训练。通过长期开展

手指操活动，不仅能灵活社区长者的

手指，活络筋道，还能预防疾病，促

进长者的健康。

莱特兄弟诞生记·城堡大战：7 月 13 日在湖滨社区开展，共 12名

社区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 名社工。活动开始前，社工带领大家

进行破冰游戏“雨点变奏曲”。随后通过趣味问答和科学小实验等方



式，让青少年了解什么是杠杆原理以及杠杆原理在生活中的应用。

最后，通过手工 DIY 投石车，锻炼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加深大家对

杠杆原理的认识。手工活动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大家会互帮互助，

活动不仅让青少年感受科技的魅力，也拉近了朋辈之间的关系。

▂﹍▂﹍▂﹍▂﹍▂﹍▂﹍▂﹍▂﹍▂﹍▂﹍▂﹍▂﹍▂﹍▂﹍▂

科学养生，乐活新东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乐活新东—舒睡香囊制作”活动：

7 月 18 日在新东社区开展，活动配

备 2名社工，1 名志愿者。本次活动

的开展正值暑期炎热时节，舒睡香囊

的制作可以有效提高老年人的睡眠

质量。活动不仅提高了老年人的动手

能力，也丰富了居民们的业余生活。

“健康养生 乐活新东—粗盐理疗

包制作”活动：7 月 30 日在新东社

区开展，活动配备 2 名社工，1名志愿者。本次活动通过居民们亲自

动手做粗盐理疗包，让居民们在过程中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提高

居民们的健康意识及自我保健意识。

▂﹍▂﹍▂﹍▂﹍▂﹍▂﹍▂﹍▂﹍▂﹍▂﹍▂﹍▂﹍▂﹍▂﹍▂

探寻科普之旅——常南社区三屋建设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探寻科普之旅—了解科学”活

动一：7 月 12 日在常南社区开展,

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名志愿者，共

14 位社区长者参加。开始前，社工

带领大家对启动仪式进行回顾，并

通过暖身游戏“肩并肩携手同行”

进行气氛预热。接着，社工引导社

区长者填写三份自评表“健康自评

表+心理健康自评表+社会适应自评

表”，让老人对自己的健康进行自评，同时社工根据收集到的信息进

行活动的安排与调整。

“探寻科普之旅—了解科学”活动二：7 月 19 日在常南社区开展,

活动配备 2名社工，共 20名社区长者参加。科普新干线进社区活动

为社区居民带来了许多展品，其中有虚拟显示、数字保健站、科技

前沿、能工巧匠屋、科普广角、益智游戏。活动让居民看到了科技

的力量，为居民普及了科学知识。

“探寻科普之旅—了解科学”活动三：7 月 26 日在常阴沙常南站

点开展小组活动养生小课堂，活动配备 2 名社工，共 11名社区长者

参加。社区阿姨传授煮绿豆粥及凉拌菜的制作方法。每位阿姨都自

己动手切蔬菜伴凉菜。活动倡导居民吃健康蔬菜，过健康生活。

▂﹍▂﹍▂﹍▂﹍▂﹍▂﹍▂﹍▂﹍▂﹍▂﹍▂﹍▂﹍▂﹍▂﹍▂

“世外桃源”——桃源社区安全屋防灾急救科普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翔宇救援社

项目动态：本月无活动计划。

“科普安全屋”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