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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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享未来·科普新干线”活动：8 月 4 日在金塘社区开展，共 30

名小朋友参加，活动配备 2 名社工。“科普新干线”首次采用风格独

特的集装箱设计，用声、光、电、

磁及数码技术等新型科普资源

制作而成的互动型、巡回展览的

科普平台，通过二进制猜生肖、

智能量身高体重器、无皮鼓、数

字 3D卡通影院、垃圾分类回收、

概率曲线、消防闯关等设计，给

社区小朋友传递科普原理，并进

行实际操作。活动让青少年学习

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开拓其视野。

“童享未来·蓝天小卫士”活

动：8 月 25 日在金塘社区开展，共 40余名小朋友参加，活动配备 2

名社工。此次讲座邀请到沙洲工学院的黄辉老师，为孩子讲解安全

类型。讲座提醒小朋友们在新的学期要更加注重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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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创新屋”项目



项目动态：

科学实验课：8月 2 日在何桥社区开展，共 20名社区青少年参加，

活动配备 2名社工，1名老师。本次主题是制作神奇回旋器，首先社

工介绍了活动内容，由老师讲解回旋器的制作原理，并演示制作步

骤；接着同学们亲自动手制作。完成制作后，同学们纷纷尝试飞行，

并由老师指导调整，现场所有回旋器都能完成往返飞行。

新干线进社区：8 月 6 日在何桥社区开展，共 60 余名社区青少年

参加，活动配备 2 名社

工，3 名志愿者。居民

认真观看机器并且亲手

操作，体验华容道、鲁

班锁、智趣拼板、压水

器、二进制猜生肖、智

能量身高体重器等多个

现代项目。活动中孩子

们热情高涨，工作人员

耐心讲解，并鼓励孩子

们动手操作。此次科普

新干线活动，给社区孩子们普及了“科普”知识，增长了孩子们防

灾减灾、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健康生活、创新创造等科普知识，

同时增强了青少年探究科学奥秘的兴趣，拓展其课余生活，进一步

激发了他们尊重科学、崇尚科学文明的热情。

科普基地参访：8 月 8 日社工带领 40 余名青少年参观了张家港市

文化中心、张家港市海事局、张家港市博物馆，活动配备 2 名社工，

2名志愿者。通过参访三个各具特色的场馆，以及在工作人员的讲解

后亲身实践、探索，服务对象充分体验了科学带来的乐趣。此次科



普基地参访给青少年们带来了一场丰富多彩的科普盛宴，受到了大

家的一致好评。

科学实验课：8月 9 日在何桥社区开展，共 22名社区青少年参加，

活动配备 2名社工，1名老师。本次内容为自制电磁铁，首先由社工

介绍活动内容，接着老师向大家讲解了什么是电磁铁，电流产生的

原理等，并让小朋友们思考电磁铁的制作过程，介绍制作步骤，最

后，在老师的协助下，青少年共同完成了电磁铁制作。本次活动不

仅提升了小朋友们安全用电的意识，同时培养了小朋友们的动手动

脑能力、逻辑思维与实践创新的能力，提升其科学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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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基地参访：8 月 8

日社工带领 40 余名青少

年参观了张家港市文化

中心、张家港市海事局、

张家港市博物馆，活动配

备 2名社工，2 名志愿者。

在场馆工作人员的讲解

中，青少年们了解了科普

知识，通过亲身实践、探

索，充分体验了科学带来的乐趣。此次科普基地参访给青少年们带

来了一场丰富多彩的科普盛宴，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科学实验室——滑翔机实验：8月 11 日在镇中社区开展，共有 20

名社区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名社工，2名志愿者。老师先介绍了



飞机的演变过程，随后教大家如何制作简易的滑翔机。青少年根据

老师讲解的方法，在社工的协助下，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活动最后

老师讲解了滑翔机的原理，让孩子明白绕动橡皮筋促使滑翔机起飞

的道理。

科学实验室——磁悬浮笔实验：8 月 18 日在镇中社区开展，共有

20 名社区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志愿者。老师先对

前四节课进行了回顾，接着给大家介绍磁铁的原理及生活中的应用，

并利用“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引出“磁悬浮笔”小实验。

动手操作环节，老师先展示如何制作磁悬浮笔，然后由小朋友们自

己尝试制作，社工从旁协助，均获得了成功。活动不仅让青少年们

学习到了科学小知识，而且锻炼了大家的动手能力。

消防安全知识大讲堂：8 月 23 日在镇中社区开展，共 15名社区青

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名社工，2 名志愿者。社工通过摆放消防安全

板，向来往的居民们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同时邀请社区青少年参与

消防知识问答活动，促使青少年增强消防安全知识，掌握消防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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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知识竞赛”活动：8月 6 日在德丰

社区开展，共 13 位小朋友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1 名志愿者。

活动采用分组竞赛的方式进行，推选组长进行抢答，随着问题的难

度不断升级，现场的气氛越来越热闹。在经过几轮激烈的角逐后，

志愿者统计出了每组的得分，并给每组小朋友颁发相应奖励。本次

活动提高了小朋友们的安全意识及危机处理能力。



“我是小小观影家——‘生命安全高于天’中小学生安全教育视

频”观影活动：8 月 6 日在德

丰社区开展，共 13 位小朋友

参与，活动配备 1 名社工，2

名志愿者。本次活动目的在于

树立常备不懈的安全防范意

识，提高小朋友们的自我保护

意识和面对突发灾害的应变

能力。

“我是小小行动家——科

普新干线进社区”活动：8 月

16 日在德丰社区开展，活动

配备 2名社工，2名志愿者。

本次“科普新干线”活动通过科普展，寓教于乐，既填补了社区内

居民群众对科普知识的不足，又激发了青少年参与科技活动的热情。

“我是安全小卫士——皮筋车制作”活动：8 月 20 日在德丰社区

开展，共 17 位小朋友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1 名志愿者。活动

开始之前社工为每一位参加活动的小朋友讲解皮筋车的组装注意事

项，并亲自演示如何制作和组装。在制作过程中，社工和志愿者进

行一对一教导，每个小朋友都完成了作品。活动结束后，小朋友各

自组队开始了皮筋车滑翔比赛，现场一片欢声笑语。此次活动开展

培养了小朋友们的创作能力、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不仅帮助他们

开阔了视野，还扩大了朋友圈。

“我是小小观影家——‘空气的重量’科普活动”：8月 27 日在德

丰社区开展，共 20位小朋友参与，活动配备 1 名社工，2名志愿者。

社工采用“实验+观影”的形式开展，利用“蜡烛吸水”小实验科普



压强和空气的知识。接着社工给小朋友们播放“空气的秘密”视频

并进行提问。本次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小朋友们的生活物理知识，也

排解了小朋友们对于日常生活中一些现象的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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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泡泡动手动脑之海洋世界”：8 月 2 日在文昌社区开展，共

19 名社区青少年参加，活动配

备 2名社工，1 名志愿者。首先，

社工为孩子们纷发实验记录手

册，在实验过程中写下自己的

实验猜想、现象、结论，锻炼

孩子的总结能力及自主思考能

力；接着，社工以海洋开头，

为孩子们介绍了一些世界的神

秘景象；随后进入浮力实验及

密度实验环节，通过实验让孩

子们学会测量物体的浮力，及

观察色素在清水及盐水中的扩

散现象；最后社工让孩子们填写完整实验记录册并一起制作精美的

海洋漂流瓶。

科学泡泡动手动脑之昆虫世界：8 月 9 日在文昌社区开展，共 25

名社区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名社工，1 名志愿者。讲师通过 PPT

的形式向小朋友们讲解一些昆虫的习性及外形特征，让小朋友们观

察昆虫的部分肢体来猜测图片中的昆虫。简短的问答后，讲师对小



朋友对昆虫的一些疑问进行了解答。最后讲师将自己带来的昆虫标

本向小朋友们进行展示，让小朋友们近距离观察。本次活动受到了

小朋友们的好评，开拓了大家的知识面。

科学泡泡动手动脑之天文世界：8月 16 日在文昌社区开展，共 30

名社区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名社工，2名志愿者。老师从孩子们

了解的流星雨与极光为话题切入，介绍了一些天文现象及知识，孩

子们听得很认真，也会询问老师疑问点，老师也进行了一一解答。

最后讲师为孩子们推荐了一些适合的天文读物，让孩子们深入了解。

科学泡泡动手动脑之有趣的光：8月 24 日在文昌社区开展，共 12

名社区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名社工，2名志愿者。本次活动以光

的折射与反射为主题。小朋友们两两一组在实验过程中探索实验原

理，每个小实验结束后小朋友们会分享实验成果，最后大家利用反

射原理亲手制作万花筒。实验让孩子们知道了光的折射和反射原理。

科学泡泡动手动脑之点亮探索之路：8 月 31 日在文昌社区开展，

共 19 名社区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志愿者。本次活

动通过游戏形式让孩子们了解不同的学习方式。爆炸衣夹、神仙棒

等新奇的游戏，让孩子们明确小组合作的意义并分享快乐。之后，

社工让孩子们分组画两颗感受树，将自己的感受及知识点写在树枝

上，展示自己的成长和感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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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6 日在

永新社区开展科学实验



室活动，共 20名社区青少年参与，活动配备 1 名社工，1名志愿者，

1名专家。专家以轻松问答的方式打开实验话题，并向孩子们介绍气

筒的工作原理、基本构造，以及火箭升空的原理。随后志愿者将实

验材料包分发给孩子们，一起动手制作完成实验。本次活动不仅激

发了青少年爱科学的兴趣，提高了学生的科学素养，更培养了他们

对科学实验的探究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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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25 日

在悦来社区开展航模制作活

动，共30名社区青少年参加，

活动配备 1名社工，3 名志愿

者。老师为孩子们讲解航模

的原理、构造，接着详细讲

述航模的制作过程，并指点

孩子动手制作及调试，孩子

们看着自己制作的航模，十分高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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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我知道小组：8 月 14 日至 17 日在乐余社区开展，共 13

名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名社区工作人员。活动通过计

算、实验、问答等游戏模式，让青少年儿童更加直观地了解饮料，

揭秘饮料的真相，同时引导小朋友注意自己的健康，少饮碳酸饮料。

认识我们的身体之食物的旅行

——科普讲座活动：8月 14 日至

17 日在乐余社区开展，共 13 名

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名社工，

2 名社区工作人员。老师带领孩

子们观察人体消化系统运作模式，

图文并茂讲解人体消化器官结构。

活动让青少年认识人体的消化器

官，了解食物消化过程的同时，

重点知道胃与身体健康的关系，

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

培养他们的观察力及合作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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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小探索”活动：8月 8日在新丰社区好邻里三楼会议室开展，

共 20 名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志愿者。本次活动社

工准备了《自制造纸术》和《水往高处爬》两个科学小实验，通过

小实验培养青少年的动手实践能力。



“科学小趣味”活动：8 月 11 日在新丰社区好邻里三楼会议室开

展，共 24名青少年参加，活动配

备 2名社工，2名志愿者。本次活

动科协王老师带领小朋友们了解

机器人知识，并在现场让小朋友们

自己动手制作简单的小赛车，培养

青少年的创新性和动手能力。

“科普家庭亲子体验”活动：8

月 22 日在新丰社区好邻里开展科

普家庭亲子体验活动，共 18 名社

区居民参加，活动配备 2名社工，

2名志愿者。本次活动让小朋友们

穿戴历耆体验设备，体会年老之后身体带来的改变，让小朋友们学

会尊老、爱老、敬老，也让长者们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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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小车制作：8 月 4 日在永合社区永联爱心

街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开展，共 16名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名社工，

2名志愿者。社工引导青少年们了解太阳能，制作太阳能小车，让青

少年感受自然的神奇。最终青少年们结合说明书和社工的讲解，每

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小汽车。



身体的秘密——健康义诊：8 月 8 日在永合社区永联爱心街日间照

料服务中心开展，共计

服务 128 位老人。社工

组织青年志愿者和医生

为社区长者免费测量血

压、血糖，让他们了解

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

科普新干线：8 月 14

日在永联金手指广场开

展，共 150 名社区居民

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

工，2 名志愿者。社区长

者们对华容道和鲁班锁有着极大的兴趣，小朋友们对电子答题积极

性高。活动给永合社区的居民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普之旅。

“牵手”科学——万花筒制作：8 月 18 日在永合社区永联爱心街

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开展，共 16名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 名社工，

2名志愿者。通过引导青少年们制作万花筒，加深青少年们对万花筒

原理知识的了解，也让青少年们了解光的反射现象以及发明万花筒

的历史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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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健康屋”项目



科普讲座：8 月 15 日在云盘社区开展，共 45名社区青少年参加，

活动配备 2名社工，2名志愿者。

活动通过“洪荒之力”、“翻云弄

雨”等内容，结合实际操作和体

验，演示气压的形成，并讲解了

“马德堡半球实验”，引发小朋友

对科学的思考。活动增强了社区

青少年对科学的热情，激发了他

们的好奇心，营造了良好的科技

文化氛围。

科普新干线：8 月 29 日在云盘

社区开展，共 100 余名社区居民

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2名志愿者。居民对于科技物品都怀有很

大的好奇心，纷纷尝试。本次活动给居民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科

普之旅，调动了他们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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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新干线：8 月 13 日在东湖苑社区开展，共 150 余名社区居民

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志愿者。巨星公司为居民带来了“数

字 3D卡通影院”、“虚拟实验”、“光柱”、“同自己握手”、“彩影立方

体”等十余种展示器材，居民们主动尝试各种新型科普资源集装箱，

了解科普小知识。本次活动给居民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普之旅，

提升了居民科学意识，激发了居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



科普讲座：8 月 24 日在

东湖苑社区开展，共 27名

社区青少年参加，活动配

备 1名社工，1名志愿者。

活动通过介绍“3D 打印机

的认识”、“3D 打印的原材

料”、“3D 口哨的打印”等

内容，邀请孩子们近距离

观看和体验，引发小朋友

的好奇和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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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的手指

操社团正常开展，现手指操

社团已成熟，目前共 10 名

成员。除每周一次固定的练

习外，在观看锡剧休息片刻

时，大家会相约一起练习手

指操。长期练习手指操不仅

增强脏腑功能，还能提高老

年人的抵抗力。

莱特兄弟诞生记·盐水动

力车：8 月 8 日在湖滨社区

开展，共 13名社区青少年参加，活动配备 2 名社工。活动开始前，



社工通过互动，让青少年了解动力车的工作原理；随后带领大家一

起制作盐水动力车，孩子们互帮互助，共同完成了作品。此次活动

提升了青少年对科普的兴趣，也增近了朋辈之间的关系。

科普场馆零距离体验活动：8 月 28 日下午，开展万人科普游之科

普场馆零距离体验活动，本次共有 20位青少年参与，活动配备 2 名

社工。本次活动参观气象局、水资源科普馆和博物馆。通过此次科

普游活动提升了青少年的科学意识，还增进了青少年之间的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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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手揉花制作”活动：8 月 14 日在新东社区开展，

共 10 名居民参加，活动配备 1 名社工，1 名志愿者。活动开始前，

社工向居民们介绍手揉花制作

的基本工具及材料。活动开始，

居民按照玫瑰花制作模板剪出

圆形花瓣及叶片，并跟着社工

教学的步骤剪出形状与图案，

制作花蕊，随后将剪好的花瓣

一片片地粘在花蕊上。制作过

程中，社工耐心讲解，居民们

认真学习，一起探讨制作流程，

相互帮助，取长补短，气氛十

分融洽。此次活动促进了社区

居民间的邻里情，为社区的和

谐稳定发展起到良好作用。居民们纷纷表示期待下一次活动。



“乐活新东——超轻粘土制作”活动：8 月 23 日在新东社区开展，

共 16 名居民参加，活动配备 2 名社工，1 名志愿者。活动中，小朋

友们各自开动脑筋，发挥丰富的想象力，通过一步一步地揉、捏、

搓、贴等动作把超轻粘土塑造成型，现场制作出了许多活灵活现的

作品。此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体验了粘土手工制作的乐趣，也让孩

子们结交到了很多的朋友。

“健康养生 乐活新东——手工编织金刚结”活动：8 月 27 日在新

东社区开展，共 10 名居民参加，活动配备 1 名社工，1 名志愿者。

首先由社工带领大家做了手指操，活动筋骨，放松心情。接着社工

讲解编织方法，在社工的指导下，先学会的阿姨在完成自己的作品

之余，帮助其他居民，现场气氛活跃，居民之间互相沟通、互相帮

助，一起交流编织技巧。此次活动不仅拉近了邻里间的感情，也传

承了手工艺文化，提高了居民们的动手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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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科普讲座”活动：8 月 15 日在常南社区开展，共 12名

社区长者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名志愿者。活动前，社工询问

阿姨们饮食情况，和需要注意的内容；接着由讲师讲解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大家都听得十分认真。

“变废为宝·纽扣花手工制作”活动：8 月 15 日在常南社区开展，

共 9名社区长者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志愿者。活动以合作



为主，动手动脑的同时也考验长者协作能力。活动带动了一些新居

民地加入。

“健康养生小课堂”

活动：8 月 16 日在常

南社区开展，共 8 名社

区长者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2 名志愿者。

活动开始前，社工带领

阿姨们回顾上一节课

的内容；接着社工带来

“凉拌凉粉与八宝粥”

的熬制方法，阿姨们分

工明确，活动室里欢声笑语。

“变废为宝·手工制作”活动：8月 22 日在常南社区开展，共 10

名社区长者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2 名志愿者。社工介绍活动内

容、具体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鼓励老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动手能

力。老人们在社工和志愿者的耐心协助下，都顺利完成了雪糕棒收

纳盒、雪糕棒房子、雪糕帮秋千的制作，整个活动现场气氛热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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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灾科普教育”——防溺水安全教育互动培训：8 月 10 日在桃

“科普安全屋”项目



源社区开展，共 25 位青少年参与，活动配备 1 名救护师，5 名志愿

者。活动以“理论讲解+实际操作”的形式开展，老师讲解了容易发

生溺水的情形，并就各种情况

介绍处理办法，每种处理方式

均由志愿者配合老师进行演

示，并邀请青少年参与模拟操

作，加深印象。

“科普巡游”活动：8 月 28

日带领社区居民参观气象局、

水利资源局和博物馆，共 30

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 5

名志愿者。通过参观，居民们

感受到了改革开放 40 年张家

港的发展，拓展了科普知识。

“防灾科普教育”——科学救援讲座培训：8 月 30 日在桃源社区

开展，共 20 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 1 名救护师，5 名志愿者。

活动以“理论讲解+实际操作”形式进行，救护师主要讲解了日常容

易发生的意外伤害以及紧急救护知识，如气道异物梗阻等，并讲解

了不同年龄层的救护方法。此外，老师对于居民的提问也一一进行

了详细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