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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动态

张家港市 2018 年度第一期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

 A 基础类服务项目

 铭记历史·与爱同行——关爱老兵服务项目

“为生命护航，为幸福加分”——未成年人安全能力提升项目

 爱 Yao 行动——张家港市婚姻家庭服务项目

“致敬·赤色之魂”塘桥镇拥军优抚项目

 筑爱折翼——锦丰镇残疾人服务项目

 隐形的翅膀——南丰镇轻度肢体残疾人关爱帮扶计划

“峥嵘岁月 铭记老兵”——南丰镇优抚对象支持关爱项目

“点亮心灵之光”关爱大新镇盲人项目



 B 治理类服务项目

 百卉千葩·共筑和谐横泾——横泾村治理服务项目

 长江之花遍地开——村民参与式治理项目

 美丽乡村长山纪项目

“常在常家，楼里情深”——常家村治理服务项目

“益启东兴”乡村治理服务项目

 最美闸乡——闸西村治理服务项目

 睦邻情浓暖桥头项目

“优”环境·“睦”邻里·“促”自治——常西社区治理服务项目

 C 增能类服务项目

“益”种力量——培育中心入驻孵化组织增能计划

 了不起的“益”家人——港城社工关爱项目

“助力社工成长营”锦丰社工增能项目

张家港市 2018 年度第二期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

 A 为老服务类项目

 暮色年华暖夕阳项目

“耆乐融融”——双鹿村为老服务类项目

“耆乐旺西”老年人互助意识提升计划

 老来新风润东莱——东莱村长者融合计划

 爱心暖夕阳项目

“快乐益巢”关爱独居、空巢老人项目



 B 助残服务类项目

 让心飞翔——乐余残疾人文化娱乐及团队建设项目

 C 济困服务类项目

“光辉岁月·一路绽放”服务项目

 D 青少年服务类项目

 新民小先锋——社区青少年成长计划

“相约晨新·益动少年”服务项目

“童”享阳光·因爱成长服务项目

 有爱无碍，从心出发

 E 综合服务类项目

“善助善治”——善港村安全素质能力提升项目

“闸上乐悠悠”睦邻计划

 友邻情浓·和乐共融服务项目

“最美金村”项目



张家港市 2018 年度第一期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

 A 基础类服务项目

铭记历史·与爱同行——关爱老兵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爱心义工协会

项目动态：2 月 2日在老兵家中开展“携手同行”探访活动，共探访

2 位老兵，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3 名、武警官

兵 2 名。临近春节，项目

团队和武警官兵一起走访

抗战老兵；探访过程中，

大家共同对老兵进行新春

慰问，送上新年祝福；同

时，武警官兵也与抗战老兵

面对面分享参军历程，聆听红色故事，帮助大家回顾过往，从而更好

地传承红色基因。

┄┅┄┅┄┅┄┅┄┅┄┅┄┅┄┅┄┅┄┅┄┅┄┅┄

“为生命护航，为幸福加分”——未成年人安全能力提升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翔宇救援社

项目动态：因本月寒假学校放假，故未能及时按计划开展活动。

┄┅┄┅┄┅┄┅┄┅┄┅┄┅┄┅┄┅┄┅┄┅┄┅┄

爱 Yao 行动——张家港市婚姻家庭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2月 25 日在市离婚登记处进行初步个案服务，共计服务 2

对夫妻，活动配备社工 2名。在面谈过程中，社工倾听服务对象在婚

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协助梳理案主婚姻家庭中的主要矛盾。本月挖

项目动态



掘的服务对象主要存在问题包括：夫妻感情淡薄、双方信任感不强、

婆媳关系不佳、存在婚内出轨等。面谈后，2对夫妻的情绪状态均有

所缓和，并表示回家后会相互沟通，进一步加深相互间的认知，认真

考虑婚姻状况。

┄┅┄┅┄┅┄┅┄┅┄┅┄┅┄┅┄┅┄┅┄┅┄┅┄

“致敬·赤色之魂”塘桥镇拥军优抚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忆往昔峥嵘”走访慰问活动：2月 13 日至 28 日在塘桥镇各村社

区开展，共走访 10 位优抚对象，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3 名。

走访过程中，项目团队询问了各位

老兵的身体情况，同时为老兵提供

了理发、健康义诊、膳食科普等服

务，帮助各位老兵及家属养成注重

自身健康管理的习惯，也让大家感

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以及春节温馨

的祝福。

“优抚知多少”资源排查与整合：

2月 22 日在塘桥镇各村社区开展，

共走访 10个村社区、了解 26位优

抚对象基本信息、发放 100 本前半

期活动总结宣传册，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中，项目团队和各村社

区优抚负责人进行了对接沟通，同时进一步了解优抚对象所在村社区

的家庭背景及社会资源情况，为下阶段优抚走访提供保障。

┄┅┄┅┄┅┄┅┄┅┄┅┄┅┄┅┄┅┄┅┄┅┄┅┄



筑爱折翼——锦丰镇残疾人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2月 23 日在锦丰镇洪福

村残疾人之家开展“‘皂’就幸福”

活动，共有 8 位残疾朋友参与，活

动配备社工和志愿者各 2 名。本次

活动作为系列小组活动的第一节，

主要由项目团队引导残疾朋友相互

认识；同时，社工也介绍了系列小

组活动的主要内容，以及手工皂的

相关知识与制作要领，并且带领大

家一起尝试进行初次制作，从而帮

助小组成员熟悉彼此，消除陌生感。

┄┅┄┅┄┅┄┅┄┅┄┅┄┅┄┅┄┅┄┅┄┅┄┅┄

隐形的翅膀——南丰镇轻度肢体残疾人关爱帮扶计划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惠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常规探访慰问活动已提前至 1月下旬完成，2月份受春节

及天气等因素的影响，服务对象招募不足，其他活动未能按计划开展。

┄┅┄┅┄┅┄┅┄┅┄┅┄┅┄┅┄┅┄┅┄┅┄┅┄

“峥嵘岁月 铭记老兵”——南丰镇优抚对象支持关爱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惠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活动主要为老兵提供上门服务，本月受春节放假及项目社

工人员流动的影响，未能及时安排并按计划开展。

┄┅┄┅┄┅┄┅┄┅┄┅┄┅┄┅┄┅┄┅┄┅┄┅┄

“点亮心灵之光”关爱大新镇盲人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我的声音 你的眼睛”之“关爱盲人 共话元宵”活动：2 月 19

日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开展，共有 13位盲人朋友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名、志愿者 4 名。活动主要分为健康讲座、猜灯谜、做元宵三个环

节，首先由医生向大家讲解了

中老年人预防和保健的重要

性；同时，还提醒大家，保

持心情舒畅是中老年人养生

保健最重要的环节。随后，

盲人朋友和到场的新东社区

居民们一起猜灯谜，几十条

谜语涵盖成语典故词语谜、

地名谜、专业名词等，生动有趣。最后，志愿者一边做汤圆，一边和

盲人朋友们聊着生活的变迁。本次活动增加了盲人和居民之间的交

流，提高了盲人朋友的生活热情，让盲人从封闭的生活中逐渐走出来，

享受生活的快乐。

 个案服务：2月在大新镇各村社区开展，共入户走访 4户，活动共

配备社工和志愿者各 3 名。结合走访收集信息与需求反馈，本月在分

析和评估盲人朋友需求的基础上，持续整合社区、社会资源，选择介

入方法，同时完善服务对象档案。

┄┅┄┅┄┅┄┅┄┅┄┅┄┅┄┅┄┅┄┅┄┅┄┅┄

 B 基础类服务项目

百卉千葩·共筑和谐横泾——横泾村治理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荟聚群英”元宵节主题活动：2 月 15 日在塘桥镇横泾村二楼活



动室开展，共有 40 余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中，社

工为大家讲解了灯笼制作的基本方法和注意事项，并带领大家一起制

作、装饰花灯。随后，项目团队又将提前煮好的汤圆送入特困人群家

中，并送上节日的问候，营造了温馨的节日氛围。

 “挖掘能人·惠我社区”公益卫生服务活动：2 月 24 日在横泾村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共有 84余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

医务志愿者 3 名。每月定

期开展的义诊活动除了

常规的测血糖、量血压

外，也会为每次都来的居

民提供数据对比与分析

服务，并针对“双高人群”

提供合理的治疗和饮食

建议。本次义诊活动中有

20 位村民是首次进行测

量数据登记，个人定期测

量档案也将作为今后回访和定期健康维护的信息基础，进而强化村民

对自身健康的关注。

 “筑就团队·慧我社区”之“环境关系你我他·垃圾分类靠大家”

活动：2 月 24 日下午在横泾村黄金湾小区开展，共有 32位村民志愿

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活动开始，项目团队给各位村民志愿者

发放“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和“倡议书”，并带领大家两两组队

前往小区内各居民楼前场地拣拾废弃垃圾。同时，也向过往村民宣讲

垃圾分类知识，提高村民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引导村民将生活垃圾进

行分类投放，从而让大家养成一种习惯。

┄┅┄┅┄┅┄┅┄┅┄┅┄┅┄┅┄┅┄┅┄┅┄┅┄



长江之花遍地开——村民参与式治理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暨阳青少年发展事务所

项目动态：2 月 23 日在金港镇长江村图书驿站开展“长江志愿微沙

龙”活动，共有 12 位村民志愿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开

始，社工先后带领各位

志愿者进行热身游戏

“众里寻他千百度”和

“云端筑梦师”，在游

戏的合作与互动中活跃

现场氛围，培养相互间

的默契；随后，针对前半周期志愿服务中发现的问题，社工引导各位

志愿者进行分享、总结志愿服务经验，并协商、探讨后续志愿服务的

发展计划。本次活动一方面帮助志愿服务团队稳步提升了志愿服务质

量，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志愿服务团队的发展方向。

┄┅┄┅┄┅┄┅┄┅┄┅┄┅┄┅┄┅┄┅┄┅┄┅┄

美丽乡村长山纪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暨阳青少年发展事务所

项目动态：

 “和谐长山自治力”之政策宣讲活动：2 月 21 日下午在金港镇长

山村开展，共有 11位村民骨干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专家 1名。

活动开始，社工带领大家通过互动游戏“吸管串串串”与“叠塔游戏”

提升大家的团队协作能力，促进团队建设；随后由徐律师为大家讲解

村民自治政策，让大家充分了解村民自治的基本环节及情况。村民骨

干也表示在以后的议事会及活动开展过程中都会积极发挥“智囊”作

用，为大家出谋划策解决难题，从而更精准地服务群众。



 “活力长山志愿情”之“书香长山”活动：2 月 23 日上午在长山

村长欣小区图书驿站开展，共有

14 位青少年与 6 位党员志愿者参

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围

绕图书驿站的自助管理进行，以

互动游戏“图书检索”开场，让

各位青少年实地了解图书编号的

规律及各类图书的摆放区域；随

后，社工组织党员志愿者与青少

年共同体验图书管理员这个职

业，带领大家按照先前所学完善

图书驿站的书籍整理与摆放；最

后，由党员志愿者教授青少年将驿站中破旧的图书用崭新的书皮包

住，倡导大家养成爱护书籍的习惯。

┄┅┄┅┄┅┄┅┄┅┄┅┄┅┄┅┄┅┄┅┄┅┄┅┄

“常在常家，楼里情深”——常家村治理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常来常往”之“元宵喜乐会”活动：2 月 16 日在锦丰镇常家村

服务大厅开展，共有 38 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5

名。本次活动共分为便民服务、猜灯谜、游戏互动三个环节，活动中，

现场村民积极参与，既增进了彼此间的互动，又提升了村民治理的参

与度，为下半阶段的活动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常来常往”之“楼道

氛围布置”活动：2 月 20

日、26 日在常家村开展，

活动共配备社工和志愿者

2 名。活动中，项目团队

深入各楼道张贴楼道安全

宣传海报，在提升村民楼

道防火、防灾意识的同时，

也增加了楼道文化亮点，

营造安全楼道氛围。

 居民需求调研活动：2月 26 日在常家村村委开展，共有 30位村民

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3 名。本次活动以面对面调研访谈

与入户走访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针对前半周期收集的调研信息进行深

入回访，记录并整合出常家村各村民群体的潜在需求和参与意愿。

┄┅┄┅┄┅┄┅┄┅┄┅┄┅┄┅┄┅┄┅┄┅┄┅┄

“益启东兴”乡村治理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亲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2 月 16 日上午在乐余镇东兴村开展“东兴风华”之“月

满冰轮 喜迎元宵”节日主

题活动，共有 16 位村民参

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本

次活动共分为猜灯谜、制作

花灯与做汤圆三个环节，活

动现场村民朋友相互配合，

活动增进了邻里感情。

┄┅┄┅┄┅┄┅┄┅┄┅┄┅┄┅┄┅┄┅┄┅┄┅┄



最美闸乡——闸西村治理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2 月 16 日上午在乐余镇闸西村村委开展“宵翻天”邻里

趣味活动，共有41位村民参与，

活动配备社工和志愿者各2名。

活动开始，社工、志愿者和村

委工作人员共同制作灯笼以及

游戏道具，宣传河道自治理念；

随后，项目团队带领村民朋友

一起猜灯谜、做游戏，在丰富

村民娱乐文化生活的同时，更营造了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

┄┅┄┅┄┅┄┅┄┅┄┅┄┅┄┅┄┅┄┅┄┅┄┅┄

睦邻情浓暖桥头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欢乐元宵乐宵遥”主题

活动：2月 16 日下午在大新

镇桥头村开展，共有 40 余

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本次活动通过“包汤

圆 送温馨”、“糖葫芦 共

甜蜜”“猜灯谜 学常识”

三个环节的开展，使广大村

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了

满足，让村民过上了一个温馨而愉悦的元宵佳节。

 “邻里守望”走访活动：2 月份持续在桥头村开展，共走访 15 位



村民，活动共配备社工 2 名，村民志愿者 1名。走访过程中，项目团

队重点了解了受访村民在前半周期参与各类活动、服务的情况，汇总、

整理了桥头村各类村民群体的自治活动参与情况，以期在后续活动中

增进村民互动积极性，提高村民的参与度。

┄┅┄┅┄┅┄┅┄┅┄┅┄┅┄┅┄┅┄┅┄┅┄┅┄

“优”环境·“睦”邻里·“促”自治

——常西社区治理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最美小家园”支持性小组活动第二节：2 月 16 日上午在常阴沙

常西社区活动室开展，共有 22位

社区青少年及居民参与，活动配

备社工和志愿者各 2 名。本次活

动围绕“我的家园”进行绘画比

赛，活动现场，孩子们充分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拿着绘画工具认

真作画；随后，社工引导孩子们

介绍自己的家园，并由志愿者和

居民进行投票、评奖。通过让青

少年描绘理想家园，提升其参与

社区环保行动的意识。

 趣味运动会活动：2月 19 日上午在常西社区活动室开展，共有 30

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5 名。本次运动会由“呼

啦圈排排套”、“双人单人踢毽子”以及“小鸡啄米”三个项目组成，

活动中，社区居民们互相加油鼓劲，既丰富了社区居民的娱乐文化生

活，也展现出邻里和谐的好气象。



 小组绿化评比活动第二节：2月 21 日上午在常西社区四组开展，

共有 30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和志愿者各 2名。活动开始，

社工对此次评比要求进行了详细说明，并给各位参与者分发了评比

表；随后，项目团队带领社区居民挨家挨户进行绿化评比，并讨论各

家各户评比达标情况。

 “我的社区我做主”活动：2 月 22 日上午在常西社区活动室开展，

共有 21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和志愿者各 2 名。活动中，

社工详细讲解了社区治理需求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并和志愿者一起

向居民分发问卷；居民朋友们认真填写，也与社工分享讨论了各自的

意见。同时，社工还询问了前期开展的各项小组活动需要改进的地方，

从而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及建议，有利于携手共建美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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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增能类服务项目

“益”种力量——培育中心入驻孵化组织增能计划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公益组织培育中心

项目动态：2 月 13 日下午在公益组织培育中心一楼开展“公益实验

室”之汉习社专场活动，共有 8位来自孵化机构的代表参与，活动配

备社工 3 名。在社工介绍此

次活动内容之后，沙洲汉文

化传习社负责人王梦平老

师为大家分享了传统文化

推广的公益之路，通过介绍

传统服饰、传统礼节和社团

开展的公益展演、民俗体验

等多种类型的汉文化科普

活动以及优秀社团的案例，让大家加深对传统文化和汉习社团有进一



步认识与了解，现场更是直接给大家体验了穿戴汉服。在分享环节结

束后，培育中心对孵化机构半年度的评估情况及下阶段发展建议进行

反馈，帮助孵化机构在新的一年理清发展思路，助力孵化机构规范化

及稳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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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益”家人——港城社工关爱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项目动态：2 月 20 日在港城大厦三楼第一会议室开展“自身素质提

升坊”之“手机摄影培训”

活动，共有 44 位来自社会

组织、社区、企事业单位的

社工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3

名。活动开始，社工带领大

家回顾 2018 年度项目开展

情况，并介绍了本次活动的目的与内容。接着，来自笃行公益的陆老

师给大家带来了手机摄影的实用技巧，包括测光、构图等。活动现场

也有伙伴把自己的单反也带来了，针对单反摄影，陆老师也对基础的

使用技能做了分享。通过今天的学习大家能用手机拍摄出一张主题明

确、主体突出、构图合理、光影巧妙的活动照或生活照。在最后环节

的反馈中，有不少社工向陆老师请教了自己的摄影疑问，陆老师也给

出了专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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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社工成长营”锦丰社工增能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锦丰镇社会工作者协会

项目动态：本月无活动计划。

┄┅┄┅┄┅┄┅┄┅┄┅┄┅┄┅┄┅┄┅┄┅┄┅┄



张家港市 2018 年度第二期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

 A 为老服务类项目

暮色年华暖夕阳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鸿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2 月 1 日在李巷村开展“暮色年华暖夕阳”老有所学活动，

共 12 名空巢老人及青少年

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

志愿者 2 名。活动以“节日

习俗说说看”游戏暖场，拉

近项目团队与服务对象间

的关系；随后，进入本次活

动的主题“DIY 唇膏”，社

工将服务对象分组，共同制作唇膏。本次活动丰富了长者与青少年的

业余生活，提升了他们的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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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乐融融”——双鹿村为老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暨阳青少年发

展事务所

项目动态：

 “音乐游戏与韵律操”活动：2

月 14 日在双鹿村开展，共 17名长

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

现场，社工首先引导大家讨论体育

锻炼时的注意事项；随后，社工总

结出七大要点，并提醒大家在锻炼

时需牢记；最后，社工教大家简单



的韵律操动作，希望大家利用碎片时间进行锻炼。此次活动丰富了老

年人的文化生活，也使他们身心愉悦、收获欢乐。

 “助餐行”活动：2 月 19 日在双鹿村开展，共为 5 户独居困境老

人送去汤圆，活动配备社工 3名，志愿者 5 名，双鹿村工作人员 5 名。

活动中，项目团队包汤圆、煮汤圆、分盒打包，最终把汤圆送到 5 户

独居困难老人家中，并慰问老人。通过活动，独居困境老人感受到社

会的温暖与关怀。

“老年扇子舞”活动：2月 28 日在双鹿村开展，共 10名老人参与，

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主要由社工教大家跳扇子舞，并在一旁进行

指导。老年人们通过学跳舞蹈不仅锻炼了身体，而且结交到很多志趣

相投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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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乐旺西”老年人互助意识提升计划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亲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耆乐有益·元宵花灯喜乐会”

活动：2 月 19 日在旺西村开展，

共 15名长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现场，社工首先引导大

家讨论元宵节的由来和习俗；接

着，社工给大家展示本次手工活

动的成品“红包灯笼”；随后，

社工给大家分发材料并讲述制作

方法；最后，长者们互相协作，

完成一个个红彤彤的灯笼。通过

本次活动，增进了长者间的交流，展现了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生活姿态，



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耆乐有康·健康义诊”活动：2 月 22 日在旺西村开展，共 35

名长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义诊现场，老人们有序排队，依次

测血糖、量血压、检查口腔，医护人员根据长者的检查结果给出健康

建议。活动结束后，长者们纷纷称赞这种家门口的义诊非常方便，不

仅可以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而且还能增进了邻里间的友谊，他们希

望以后能经常开展类似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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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新风润东莱——东莱村长者融合计划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志愿者宣传培训”活动：2 月 24 日在兴东花苑开展，共 18名志

愿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此次培训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内容的介

绍、宣传的方法以及宣传的注意事项等，同时社工与现场志愿者商讨

宣传时的人员分工，并将宣传单页

交给每组领队，提前做好宣传准备

工作。本场培训发挥了志愿者的能

动性，让志愿者了解项目并掌握宣

传方法。

 “志愿者入社区宣传”活动：2

月 24 日在兴东花苑开展，活动配

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11名。社工

划分宣传区域，志愿者到不同区域

发放宣传单页，进一步扩大项目在

长者中的知晓度，随后，志愿者返

回活动中心进行总结反馈，项目团队根据宣传情况预估启动会参与长



者人数。本次宣传通过宣传单和电子屏滚动播放等方式同时进行，让

更多长者了解项目。

 “启动会”活动：2 月 26 日在兴东花苑开展，共 37名长者参与，

活动配备社工 5 名，志愿者 12 名。启动会邀请到东莱村村委副主任

顾亚芳致辞，她表达了对项目的期望，也鼓励老人积极参与到项目活

动中。启动仪式结束后，志愿者引导长者到活动中心体验丰富的游戏。

本次启动会扩大了项目在长者群体中的知晓度，提升了长者参与项目

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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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暖夕阳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启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节日会活动——志愿者实践能力提升活动”：2 月 16 日在韩山

村开展，共 35 名亲子参与，活

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以“包裹

传递”小游戏开场，迅速拉近大

家的距离；随后，社工给大家讲

解制作花灯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并向大家展示成品；最后，在社

工的协助下，大家完成了形态各

异的花灯。此次手工活动，不仅

丰富了老人的精神生活，也增强

了志愿者的为老服务技巧，提升

了志愿者团队的凝聚力。

 “志愿精神宣讲——志愿者

增能活动”：2 月 23 日在韩山村开展，共 10名志愿者参与，活动配



备社工 2 名。活动以热身小游戏开场，活跃现场气氛；接着，社工引

导志愿者用一个词描述自己对于志愿服务精神的理解；最后，社工邀

请志愿者代表发言，他用亲身体会告诉志愿者如何用实际行动践行志

愿服务精神。在场志愿者通过此次活动增长了知识，更坚定了志愿服

务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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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益巢”关爱独居、空巢老人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第一课堂家庭教育指导站

项目动态：2 月 27 日针对联丰村

15名独居老人进行入户走访，活

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5 名，

联丰村工作人员 4 名。项目团队

分组进行入户探访，走访中了解

了老人的日常生活、健康状况等，

同时志愿者针对长者提出的问题

进行解答。本次入户走访，志愿者为长者带去了陪伴及快乐，服务对

象家属对此类活动形式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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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助残服务类项目

让心飞翔——乐余残疾人

文化娱乐及团队建设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惠群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2 月 23 日在乐余镇

门球场开展“我们一起来”门

球训练活动，共 10名服务对象



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1 名。教练首先带领大家进行热身

运动，并教大家认识 1 门、2 门、3 门及中柱；随后，教练调整大家

打门球的姿势，帮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夹门球杆和打门球力道，大

家逐渐熟练起来。此次活动增加了服务对象对门球的喜爱，也通过室

外运动使服务对象身心得以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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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济困服务类项目

“光辉岁月·一路绽放”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锦丰镇圆爱公益服务社

项目动态：

 “爱心护理”活动：2 月 16

日、17 日、18 日在西港村开展，

共走访了村内 9 户老兵家庭，活

动配备社工 1 名，全职人员 1名。

活动中，项目人员了解了老兵家

庭成员的组成及生活来源等情

况，并询问服务对象如何欢度春

节假期。通过贴心的慰问，老兵

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和温暖。

 “老当益壮”活动：2 月 23

日、24 日在 9 名老兵家中开展，每次活动配备全职人员 1 名，医护

人员 1 名。活动中，医护人员根据老兵的身体状况，从饮食及生活习

惯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同时，医护人员还帮助老兵家属测量血

压，为他们现场解答关于身体、用药方面的困惑。本次活动提升了服

务对象及其家属关注自身健康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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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青少年服务类项目

新民小先锋——社区青少年成长计划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暨阳青少年发展事务所

项目动态：2 月 15 日在新民村开展“我是环保小卫士——环保海报

制作”活动，共 8名青少年

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

社工首先给小朋友们普及环

保知识；随后，社工通过暖

场小游戏“萝卜蹲”拉近彼

此间的距离；最后，进入本

次活动的主题“制作环保海

报”，通过努力，大家完成

了各自的创作。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青少年的想象力及动手能力，也

丰富了青少年的假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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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晨新·益动少年”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鸿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2月 14 日、18 日在晨新村开展两次“少年成长计”活动，

分别有 14 名、18 名青少年参

与，每次活动配备社工 2名，

志愿者 2 名。14 日的活动中，

专业老师带领青少年制作沙

画瓶子；18日的活动中，社工

带领青少年完成 LED 灯笼。两

次活动丰富了青少年的假期

生活，锻炼了青少年的动手能



力，也让他们结交了更多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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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享阳光·因爱成长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心相连之翰墨飘香”活动：2 月 12 日在北荫村开展，共 15名小

朋友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志愿者 1名。社工严格要求青少年的

书写坐姿及执笔姿势，通过练字活动，进一步端正小朋友们的写字姿

势，提高了书写质量，培养了良好的书写习惯。

“手相牵之我是小小观

影家”活动：2月 14 日在

北荫村开展，共 16名小朋

友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1名。活动中，

社工给大家播放了电影

《天才眼镜狗》，通过电

影，小朋友们明白了待人

需相互体谅、相互宽容。

放映结束后，孩子们意犹

未尽，相互讨论主人公在电影中所表现出的精神。

 “手相牵之科技小制作”活动：2 月 15 日在北荫村开展，共 16

名小朋友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志愿者 1名。社工将活动材料分

发给大家，随后带领大家制作吸尘器。此次活动激发了青少年的想象

力，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意识。

 “心相连之共话元宵”活动：2 月 16 日在北荫村开展，共 21名小

朋友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志愿者 1 名。活动以热身小游戏“谁



是叉烧包”开场，拉近青少年间的距离；随后进入猜灯谜环节，现场

热闹非凡；最后，大家一起制作手工小汤圆，并共同分享。本次活动

不仅让青少年进一步认识了中国传统节日的内涵，还让其学到了关于

灯谜的知识，增强其动手能力。

┄┅┄┅┄┅┄┅┄┅┄┅┄┅┄┅┄┅┄┅┄┅┄┅┄

“有爱无碍，从心出发”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锦丰镇耕耘爱公益服务社

项目动态：2 月 16 日在耕余村开展“大手拉小手，快乐闹元宵”残

疾人家庭子女活动，共 11 名小

朋友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

志愿者 4 名。活动开始，志愿者

首先向小朋友们介绍元宵节的

起源、历史发展及习俗;随后，

志愿者们协助小朋友们制作花

灯；最后，大家共同包汤圆、品

尝汤圆。此次活动让服务对象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氛围，同时在娱乐

的氛围中提升了动手能力。

┄┅┄┅┄┅┄┅┄┅┄┅┄┅┄┅┄┅┄┅┄┅┄┅┄

 E 综合服务类项目

“善助善治”——善港村安全素质能力提升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翔宇救援社

项目动态：本月因春节假期、落地社区工作繁忙等因素的影响，未能

提前安排好本月活动计划，导致未开展活动。

┄┅┄┅┄┅┄┅┄┅┄┅┄┅┄┅┄┅┄┅┄┅┄┅┄

“闸上乐悠悠”睦邻计划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耆彩社会工作服务社



项目动态：

“元宵节”主题活动：2月 17 日在闸上村开展，共 81名村民参与，

活动配备社工 5 名，志愿者 5 名。

活动分成“品元宵”、“猜灯谜”

两个环节，现场气氛一片和谐。

本次元宵节活动让闸上村的村民

们在猜灯谜、吃元宵的过程中体

验浓浓的民俗文化，感受同庆佳

节的喜悦。

 “祝寿会”活动：2 月 24 日在

闸上村开展，共 32名长者参与，

活动配备社工 3 名，志愿者 2 名。

活动中，大家共唱生日歌、点蜡

烛、切蛋糕，场面温馨感人。本次活动使长者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鼓励他们走出家门，参加集体活动。

┄┅┄┅┄┅┄┅┄┅┄┅┄┅┄┅┄┅┄┅┄┅┄┅┄

友邻情浓·和乐共融服务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锦丰镇德远社会服务社

项目动态：2 月 14 日在斜桥

村开展“趣味生活坊——花

开满瓶 DIY”活动，共 20 余

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此次活动主要通过废物

利用的形式 DIY 花瓶，大家

认真跟着社工的步骤制作，

最终完成一个个精致的花瓶。本次活动既锻炼了大家的动手能力和思



维能力，又提高了大家的环保意识。

┄┅┄┅┄┅┄┅┄┅┄┅┄┅┄┅┄┅┄┅┄┅┄┅┄

“最美金村”项目

执行机构：张家港市启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动手又动脑，欢乐过元宵”花灯 DIY 活动：2 月 16 日在金村村

开展，共 20余名亲子参与，活动

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2 名。活

动现场，社工首先给大家介绍灯

笼的制作流程和注意事项；随后，

志愿者给大家分发材料包；最后，

亲子协作完成花灯并合影留念。

活动过后，家长们纷纷表示，通

过此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

元宵节的节日内涵，而且锻炼和

提高了他们的动手能力。

 走访活动：2 月 16 日在金村村

开展，共走访了 1 户失独家庭，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1名。走

访中，项目团队了解了老人的需求，耐心听取他们的诉求以及对项目

的建议，为今后更好地开展便民利民服务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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