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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 2017 年度第一期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 

第四期能力建设培训—— 

“助提升、共成长”社区社会工作实务增能特训营 

12 月 19 日至 21 日，为期三天的“助提升、共成长”社区工作实

务增能特训营在张家港市科创园

创新创业梦工场路演厅开展。活动

由张家港市民政局、张家港市社区

发展基金会主办，市明德公益事业

发展中心承办，来自 26 家社会组

织的 42 名社工伙伴们参与。 

本次特训营以“社区社会工作

实务”为重点，以解决当前社会工

作服务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导向，

邀请了杭州及上海的知名机构负

责人及老师进行培训。在三天的培

训中，老师们注重与学员的互动，结合游戏、讨论、案例等多种形式

帮助学员理解知识要点，培训效果显著。同时在 21 日下午的总结与

汇报的分享会上，所有学员以小组为单位，针对此次培训内容做了总

结汇报,分享各自所学、所感、所悟。42 名学员顺利完成了特训营的

全部内容，由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徐丹为“优秀团队”以及每位学员

颁发奖牌和结业证书，以此对所有学员的努力表示肯定与鼓励。 

此次特训营加深了社工们对社区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及技巧的理

解，并激发学员们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服务中的热情，为港城社区

社会工作的发展助力。 



 

 

 

 

 

 

“红色联动”党建服务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红色领袖”党员经验交流会：12 月 6 日在福前村福新苑社区服

务中心二楼书场开展，共 10 名党员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

志愿者 1名。本次交流会以“忆苦思甜”为主题，组织党员居民一起

制作南瓜饼，在学习手工制作的同时，带领党员居民们一起回忆光荣

岁月，展望新时代。 

“红色培训”调查方法

培训：12月 17日在福前

村福新苑社区服务中心

三楼会议室开展，共 5名

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社工 1 名，志愿者 1 名。

社工通过分析不同调查

方法的优劣性，对问卷调

查法作出详细的解释和

说明，并结合《福新苑社区居民需求调查表》和《福新苑入户调研问

卷》，详细解释问卷的构成，让服务对象更好地理解问卷调查法。 

“红色服务”党员服务活动：12月 17日、26日在福前村福新苑社

区居民楼开展，共 17名服务对象、40余户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



 

社工 1名。活动中，社工对福新苑社区居民进行基本住户信息的采集，

同时对居民反映的日常社区整治问题进行整理，并针对社区居民进行

需求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50余份。 

“红色培训”专业技能培训：12月 18日在福前村福新苑社区开展，

共 30名社区党员、居民群众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名，志愿者 1名。

活动邀请颐和健康的中医管理师讲解饮食习惯与身体健康的关联性，

同时结合实际的案例分析，为党员群众们带来健康新定义。 

“红色表彰”中期总结：12月 25日在福前村福新苑社区开展，共

20 多名党员、居民群众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2 名。通

过照片展示的形式，社工带领党员群众一同回顾项目活动中的美好片

段，同时对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领袖进行了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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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园生活”——乘航社区红色引领多元共融计划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暨阳青少年发展事务所 

项目动态： 

党建能量驿站：12月 21日在乘航

社区开展，共 20 名党员参与，活动

配备 2名社工。邀请社区党建负责人

解读十九大精神；随后社工播放了关

于十九大精神介绍的相关视频，并在

观影后邀请大家分享自己的感受；接

着社工带领大家了解全国诚信模范

的事迹，鼓励大家做一名诚实守信的

合格党员。通过本次学习，社区党员

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践行十九大精

神，也明白了如何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做好先锋带头作用。 

《公益的盛宴》社区温暖画面展示活动：12 月 12 日至 30 日在乘

航社区开展，本次活动经过 10天的征集共收到 80张社区温暖画面相

片。通过社工的整理筛选，选出 30 张具有代表性的照片进行展板制

作，并在乘园社区德馨苑广场进行为期一周的展示。画面的内容涉及

党员能力提升、青少年兴趣拓展以及青少年志愿服务等。展示期间，

吸引众多社区居民观看。通过本次活动，为社区营造“与邻为善、以

邻为伴”的和谐共治氛围，在宣传社区活动的同时，也为社区的建设

队伍吸纳更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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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东莱  共同缔造”广场维护队项目 

申请机构：经开区（杨舍镇）东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本项目12月份围绕文明

引导志愿巡逻开展。目前14名队员

已常态化开展志愿巡逻活动，通过

统一志愿者服装，每天固定时间在

东莱文化广场进行文明宣传及巡

逻服务，号召居民讲文明树新风、

革除生活陋习、争做文明市民，共

同创造整洁、有序、文明的居住环

境。同时在东莱文化广场的宣传橱

窗设立光荣榜和曝光台，由广场维

护队员将巡逻过程中发现的文明

及不文明现象进行整理汇总，以倡导文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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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维·心服务”周巷社区党建服务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笃行公益传播发展中心 

项目动态：12月 12日在周巷社区

开展“党员中心户”第 2 期活动，

共 16 名党员及群众参与，活动配

备 2名社工，1名志愿者。活动由

党建纪录片开场；接着社区党支部

工作人员带领大家回顾本年度党

建活动工作，并对来年相关工作做

出安排；随后社工引导参会人员共

商社区党建事宜，并将党支部印制

的党员活动照片赠予大家。本次活

动现场氛围热烈，党群互动取得良

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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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公益+”香里乡亲生活馆托管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暨阳青少年发展事务所 

项目动态： 

益创客·创客空间·创客能量站：12月 2日在香里乡亲 2楼开展，

共 4名小志愿者骨干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小志愿者骨干将香里

乡亲小志愿者注册表格的纸质档案录入电脑。 

益分享·公益咖啡·志愿微沙龙：12 月 2 日在香里乡亲生活馆 3

楼开展，共 14 名社区长者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邀请专业老师

为社区长者讲解预防老年认知症的知识，本次活动提升老年人关注自



 

身健康的意识，受到老年人的一致好评。 

益分享·香山学院·亲子驿站：12月 3日、10日、17日、24日在

香里乡亲生活馆 4 楼开展 4 节学

习做家长小组活动，共 15名社区

居民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1

名志愿者。活动帮助家长解决家

庭教育困惑，提高家长教育知识

和技巧，促进家庭和谐。 

益分享·香山学院·老年大学：

12月 6日、13日在香里乡亲生活

馆 3楼开展，共 17名社区居民参

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活动以

“预防为主，防疏结合”的形式

展开，通过社工小组活动对社区

长者进行防骗知识普及、互动、探讨，提升老人的防骗技能，并增强

他们的心理建设能力。 

益家园·公益星光·香亲佳节：12月 6日在香里乡亲生活馆开展，

共 22 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社工邀请社区工作人员

撰写新年祝福，并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居民发放台历。居民纷纷表示，

希望在新的一年香里乡亲能更好。 

益家园·公益星光·香亲唱吧：12月 9日、16日、23日在香里乡

亲生活馆 4 楼开展，共 20 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志愿者。活动依托社区现有音响设备和空间，为居民开展红歌会、

家庭歌曲大赛、青年歌曲大赛、少儿歌曲大赛等服务，同时发掘并培

育社区合唱队等自组织。此系列活动以固定化模式开展，受到居民的

一致好评。 



 

益分享·公益咖啡·社区微提案：12 月 9 日、15 日在香里乡亲生

活馆 2 楼和蓝天学校开展，共 22 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

工，6名志愿者。此次微提案基

本实现以“邻里携手 情暖南沙”

为理念的“邻里互助、助人自

助”的社区生活模式，活动中

建立“邻里帮帮团”并逐渐达

成共识；发现和培育社区领袖

参与社区事务；创设载体、搭

建平台，改善社区居民关系；

挖掘社区资源，满足社区需求；

突出理念，丰富文化活动。 

益分享·少年大学：12月 14

日、21日、28日在南沙中学开

展，共 49 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1 名志愿者。通过

各类手工活动，锻炼孩子们的动手技能，同时宣扬环保理念。 

益家园·公益星光·香亲佳节：12月 22日、29日在香里乡亲生活

馆厨房开展，共 25 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冬至活动

中，社工邀请热心居民制作饺子；随后社工带领居民将做好的饺子送

给社区工作人员及个案服务对象，并送去节日祝福。元旦主题活动以

邀请亲子家庭一起玩游戏，分享故事的形式，促进亲子关系。 

益分享·公益咖啡·志愿微沙龙：12月 22日在香里乡亲 3楼开展，

共 17 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社工邀请老年协会会员

就协会现阶段的规章制度提出建议，制定改革方案，并做好实施计划。 



 

益分享·公益咖啡·志愿微沙龙：12月 22日在香里乡亲生活馆香

山书场开展，共 16名社区居民

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1

名志愿者。聆风摄影团队就摄

影问题进行专业探讨，居民互

相发表自己对摄影的见解。活

动过后，大家都表示收获良多。 

益分享·公益咖啡·社工汇

客厅：12月 22日在香里乡亲生

活馆 4楼开展，共 14名社区居

民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2

名志愿者。此次活动主旨为单

身男女联谊会，社工邀请南沙

社区中的单身男女一起玩配对游戏，同时在活动最后撰写新年祝福，

大家都希望家人平安，并期待自己能尽快找到另一半。 

益创客·创客空间·创客能量站：12 月 22 日在香里乡亲生活馆 3

楼开展，共 25 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通过链接社会

资源，帮助各组织和团队以能力支持的形式，为社区志愿者及志愿者

团队提供专业指导，支持专业可持续性发展。 

益分享·香山学院·辣妈学校：每周一、周六在香里乡亲生活馆 4

楼开展，共 11 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1 名志愿者。

瑜伽老师为每位学员进行动作指导，学员投入度高，动作也逐渐规范。 

社区探访：12月 22日、29日，2名社工带领 3名志愿者进行上门

探访，为服务对象送去冬日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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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梦想家园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惠群社会工作服务站 

项目动态: 

暖心公社——小组活动：12月 5日、12日、19日、26日在大新镇

新东社区开展,每次有 10名左右的居民参与，每期活动配备 2名社工。

社工为服务对象进行手工钩织杯

垫、婴儿鞋制作技艺培训，提升他

们的动手技能。 

暖心公社——个案服务：12 月

10 日至 16 日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开

展，共 5户家庭参与，每次活动配

备 2名社工。社工针对社区内有需

求的 5户弱势家庭，长期跟踪并为

其提供个案服务。 

暖心公社——入户访视：12 月

14 日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开展，共

10 户家庭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社工带领党员志愿者走访结对

困难家庭，志愿者为老年人量血压，关照老人注意冬季慢性病的预防，

并送上新一年挂历，让老年人感受社区的关怀。 

种子学院——四点半课堂：12月 4日、5日、11日、12日、18日、

19 日、25 日、26 日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开展，共 20 名青少年参与，

每次活动配备 2名社工。社工带领辖区教师志愿者，为社区青少年开

展四点半课堂活动，带领青少年一起趣味阅读课外书籍，开展手工灯

笼、拼豆子等活动，丰富青少年的业余生活。 

种子学院——绘本阅读主题活动：12 月 5 日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开

展，共 20名青少年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社工以“蚯蚓的日记”



 

为例，为孩子们讲解绘本故事内容及包含的问题，让孩子开动脑筋描

述蚯蚓的样子、动作、日常习性，激发青少年想象力，提升交流能力。 

种子学院——青少年社区求

助站：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常态化

开展，活动配备 2名社工。社工

针对青少年的生活照料问题，救

助保护建立儿童求助点，并开通

一条求助热线，为社区儿童提供

应急求助。 

种子学院——个案服务：12

月 10日至 16日在大新镇新东社

区开展，共服务 5名青少年，每

次活动配备 2名社工。社工完善

社区青少年儿童活动空间，并根

据服务需求建立了 5个长期跟踪服务档案，并定期进行个案服务。 

银杏客厅——个案服务：12 月 10 日至 16 日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开

展，共服务 5名老年人，每次活动配备 2名社工。社工与社区有紧急

需求的老人建立服务关系，以上门探访的形式为 5个老人建立服务档

案，并定期开展个案服务。 

银杏客厅——冬季健康养生讲座：12月 12日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开

展，共 20 名社区老年人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主讲老师从冬季

气候特点出发，针对老年人冬季容易引发疾病及各种疾病表现出的症

状和如何预防疾病等各个方面进行详细讲解，并提醒老年人注意日常

饮食，保持良好的心态、睡眠、生活工作环境等。 

银杏客厅——爱心访视：12 月 14 日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开展，共 5

名老人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社工组织志愿者到老人家中进行探



 

访，与老人交谈生活近况，进行血压测量，并提供精神慰藉等服务。 

密语花园——亲子关系沙龙：12 月 1 日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开展，

共 8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通过互动游戏，增进亲子

之间的亲密感，也让各位家长掌

握一些科学教育方法，帮助更多

家庭密切亲子关系，促进孩子健

康成长，提升家庭幸福感。 

密语花园——反家暴宣传：12

月 19日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开展，

共 10 名女性居民参与，活动配

备 2名社工。社工通过反家庭暴

力宣讲，向参与者讲解相关反暴

力内容，并通过 PPT向女性传达

如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理

念，现场参与者表示十分受用。 

艺文沙龙——小组工作坊：12 月 8 日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开展，共

20 名党员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社工带领社区党员进行能力建

设培训，活动结合社区发展需要，不断拓宽社区党支部党员的视野，

提高他们带头服务居民的能力。 

益创空间——小组活动：12月 11日、22日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开展，

每次有 10 名居民参与，每期活动配备 2 名社工。社区领袖在社工协

助下动员、招募社区志愿者，并为志愿者进行能力建设培训，提升志

愿服务规范性。 

聚力新东——小组活动：12月 12日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开展，共 10

名居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社工引导居民建立自我管理小组，

协助居民挖掘社区焦点问题，开展小组探讨。 



 

幸福市集——新市民交流活动：12月 24日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开展。

20 名新市民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社工带领服务对象开展乒乓

球比赛，队员积极参与比赛，表达了对健康生活的向往，同时也传递

着新市民之间和谐相处的邻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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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老年人生活防骗能力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老年协会 

项目动态：12月份，市老年协会联合各镇区老年协会开展防骗宣讲、

展板巡展进社区活动，其

中市级宣讲团宣讲 1 次，

各镇区宣讲团宣讲13次，

共 1400 余名长者参与，

活动配备市级宣讲团专

家 3人，现场志愿者 3人。

各地巡回宣讲均产生强

烈反响，效果良好，增加了老年人的生活防骗意识，提高他们的生活

防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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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关爱老兵

优抚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爱心义工

协会 

项目动态：12月 6日至 16日开

展迎新慰问老兵家庭走访活动。



 

项目人员为老兵送上迎新物资，同时根据老兵的服务需求，为其提供

家政、心理等多种服务。老兵们纷纷反馈，感谢项目人员的关心与照

顾，同时对活动的安排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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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扬帆，为爱起航”——农联村青少年阅读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爱的储备军”社区增能小组：12月 8日、15日、22日在农联村

共开展 3次活动，分别有 8名、7名、10名服务对象参与，每次活动

配备 1名社工，2名志愿者。活动围绕“如何促使青少年形成阅读氛

围”、“如何扩展阅读小组成员阅读视野、增加阅读量”等话题进行

讨论，同时在 22日的活动中将 2018年活动计划告知组员，让其做好

活动准备。 

“爱的阅读坊”先行者小组、

模仿者小组活动：12 月 9 日、

16 日、23 日在农联村共开展 3

次活动，每次均有 25 名左右的

服务对象参与，每期活动配备 1

名社工，2名志愿者。活动围绕

“了解不同的读书笔记”、“阅

读跟历史名人相关的趣味故事”、

“解中西方节日的不同风俗文

化”等主题开展，活动激发了组

员的阅读兴趣，培养良好的阅读

习惯，并拓展阅读视野，丰富组员的课余生活。 

建立 mini书屋：12月 22日在农联村开展，共 9名服务对象参与，



 

活动配备 1名社工，2名志愿者。社工带领江之帆阅读队成员进行 mini

书屋的基础布置，基本打造出江帆社区青少年阅读基地，后续将布置

墙贴 Logo和装饰物品，进一步完善书屋的建设。 

编写书籍介绍：12 月 24 日在农联村开展，共 18 名小朋友参与，

活动配备 1名社工，2名志愿者。社工首先展示书屋的书单，同时和

大家讨论各自喜欢的书籍；接着社工将几张事先写好的书籍介绍明信

片发给大家传阅，以供参考，并指导青少年为喜爱的书编写介绍，推

荐给更多的读者；随后社工将书籍介绍明信片打孔制成书签，夹在相

应的书里，方便读者们取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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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言·入乡随俗文化融入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心道明心理咨询服务所 

项目动态：12月10日在彩虹苑小区活动室开展入乡随俗说方言活动,

共10多名社区居民参

与，活动配备2名社工，

3名志愿者。本次活动

以方言读报、方言歌曲

形式为主，选取《水调

歌头》、《月亮代表我

的心》等通俗歌曲、以

及《大学》经典选段，让居民以朗读、歌唱的方式说方言。居民在相

互学习和交流中纠正发音，通过说方言，让居民融入本土语言环境，

巩固并增强说方言的能力，提高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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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何桥 心·服务”——拆迁安居老人社区融入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华夏夕阳红老年俱乐部 



 

项目动态: 

“家·邻里”系列活动：12 月 1 日在何桥小区开展，项目团队邀

请心理咨询师对高龄老人

进行心理关爱，社工通过发

放宣传单页进行项目宣传、

招募活动服务对象。同时，

社工将老人的需求及反馈

意见进行记录整理，为后期

活动开展提供方向。 

“家家亲”小组活动：12

月 8 日在何桥小区开展长

者沙龙——茶话会的活动，

共 39 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志愿者，社工通过

热身游戏拉进与服务对象的距离，并引导大家在分享阶段积极发言，

提出宝贵建议；12 月 15 日在何桥小区开展曼陀罗绘画活动，共 30

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2名志愿者，活动由色彩心理

学为切入点，为服务对象介绍曼陀罗绘画的由来、意义和心理疗愈作

用，并指导服务对象给曼陀罗彩纸上色，最后由心理咨询师对个别画

作进行简要分析；12 月 22 日在何桥小区开展心灵 SPA 活动，共 24

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2名志愿者，社工通过趣味游

戏及趣味红色电影片段，让服务对象会心一笑，缓解其负面情绪，用

笑声传递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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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乐悠悠”——金丰社区长者健康干预服务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华夏夕阳红老年俱乐部  

项目动态： 



 

乐健康·食疗养生——“冬令进补”知识分享会活动：12月 15日

在金丰社区开展，共 17 名服务对象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2 名

志愿者，1 名营养师。社工通过

简单的暖场互动，活跃现场气氛，

接着由营养师讲解冬令进补的小

知识，并和现场的长者问答互动，

互相探讨他们所了解的“冬令进

补”知识。该活动提升长者们关

注自身健康的意识，增加他们的

健康养生知识。 

乐动健身操活动：12 月 20 日、

28日在金丰社区开展，分别有 18

名、15名服务对象参与，每次活

动配备 1名社工，1名志愿者。社工带领居民回顾上节乐动健身操的

学习内容，并对有氧健身操作简要介绍；接着由老师带领居民学习健

身操动作，指导居民纠正错误动作。活动通过有氧运动提升居民长者

对锻炼的兴趣，从而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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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夕阳争辉”——关爱退休低龄老人服务项目 

申请机构：保税区（金港镇）北荫村老年协会 

项目动态： 

“以老助老，共创美好”——志愿者培训沙龙：12 月 6 日在北荫

村开展，共 13 名退休低龄老人参与，活动配备 1 名社工，1 名志愿

者。活动通过暖场游戏“丢沙包”调动参与者积极性；接着社工通过

PPT讲解志愿者入户走访要点、注意事项等，为志愿者做入户走访培

训，为后续入户走访活动作好准备工作；最后参与成员进行分组绘制



 

志愿者标志，加深对志愿者

标志的认知。 

“以老助老，共创美好”

——手工围巾 DIY：12 月

13 日在北荫村老年协会活

动室开展，共 10 名退休低

龄老人参与，活动配备 1名

社工，1名志愿者。活动通

过暖场游戏“平衡传递”使

参与者快速融入到活动中；

接着社工分发毛线、毛线针，教授大家手工围巾编织的技巧。本次活

动充分提升了退休低龄老人的自我价值感，也锻炼了老人的动手能力。 

“回忆过往，再续辉煌”——分享交流会之生命故事分享会：12

月 20 日在北荫村老年协会活动室开展，共 14 名退休低龄老人参与，

活动配备 1名社工，1名志愿者。社工带领老人绘制人生经历图，并

分别向大家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老人用朴素的言语，回顾快乐时光

及艰难历程，纷纷感叹人生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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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助老相伴行项目 

申请机构：保税区（金港镇）柏林村老年协会 

项目动态： 

“照片变变变”活动：12月 1日在柏林村村委开展，共 10多名智

能学习班成员参与，活动配备 1名社工，4名志愿者。活动以 PPT形

式为老人演示照片美化过程，一起学习美图软件的使用方法，讨论学

习过程中的小知识、小技巧。本次活动增加了老人生活乐趣，让老人

能像年轻人一样享受智能时代生活的便利。 



 

“个案走访”活动：12月 7日、14日、21日、28日在柏林村个案

家里开展，每位个案案主由 1名社工和 1名志愿者进行入户慰问，同

时为老人进行常规检测。 

“量身美照”活动：12月 8日在柏林村村委开展，共 10多名智能

学习班成员参与，活动配备 1名社工，4名志愿者。通过活动引导老

人间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分享。此次活动引导老人使用美图软

件，勾起老人对年轻岁月的回忆，同时增加老人生活乐趣。 

“电子相册”活动：12月 15日在柏林村村委开展，10多名智能学

习班成员参与，活动配备 1 名社工，4 名志愿者。社工通过播放 PPT

及视频演示，让老人了解电子相册的优势，并组织讨论旧相册的好处

与弊端。本次活动增加了老

人生活的乐趣，让老人体会

科技的神奇。 

“我的电子相册”活动：12

月 22 日在柏林村村委开展，

10 多名智能学习班成员参与，

活动配备 1名社工，4名志愿

者。社工引导老人挑选喜爱

的照片，并协助老人制作属

于自己的电子相册。相册制

作完成后，老人分享自己的

相册，互相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喜迎新春茶话会”活动：12月 29日在柏林村村委开展，40多名

辖区长者参与。活动通过歌舞表演以及游戏互动的形式，让老人感受

元旦的喜庆，提升其晚年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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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守望，相伴同行”——乐杨村村骨干助老服务项目 

申请机构：锦丰镇乐杨村老年协会 

项目动态:12月 27日开展上门探访活动，配备 2名社工，2名志愿者，

活动中，项目团队与老人

进行交流慰问，在关心老

人生活状态的同时，了解

老人的服务需求，老人对

于社工和志愿者的到来

感到十分开心，老人家属

也与社工和志愿者做了

沟通交流，反馈一些老人

的需求和困难，社工也将问题做好记录，为今后提供服务作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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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暖老兵”——优抚服务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爱心义工协会 

项目动态:12 月 12 日至 20 日在

南丰镇区域内开展老兵家庭上门

探访活动，共走访 13户老兵家庭，

每次活动配备 1 名社工，6 名志

愿者。活动以赠送棉衣、黄酒、

杂粮粉为主，与服务对象及其家

人积极交流。通过和老兵们及其

家属们交流谈心，闲话家常，提

升其精神生活水平，并为服务对

象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由

于活动已开展多次，服务对象与



 

志愿者们的关系也愈加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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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计”——社区青少年参与式成长计划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暨阳青少年发展事务所 

项目动态: 

宝贝乐园——智慧学吧之携手同伴 快乐阅读活动: 12月 9日、16

日在桃源社区活动中心开

展，分别有 14名、15名青

少年参与，活动配备 1 名

社工，1名志愿者。青少年

们在社区活动室内自由选

择书籍，在志愿者组织下，

进行相互分享故事内容和

心得体会。此次读书活动，

增进青少年之间的友谊，

同时提高青少年的人文素

质和道德修养，增强沟通能力。活动中通过一些表演活动，提升孩子

们阅读的趣味性，增强其主动阅读意识。 

童心乐助——童心议事会之小小社区规划师活动: 12 月 9 日在凤

凰镇桃源社区三楼活动室开展，共 14 名青少年参与，活动配备 1 名

社工，1名志愿者。社工引导青少年们分组进行社区规划设计，在上

色后每个小组进行设计图展示，并阐述设计思路。通过此次活动青少

年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都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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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领·家园”——社工服务计划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  



 

项目动态： 

银领大家园之村民领袖培训活动：12月 13日在常沙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开展，共 8名社区长者参与，活动配备 2名社工。社工将之

前培训活动照片以 PPT的形式呈现给居民；接着社工组织居民制定社

区文明公约，并通过在公约上签名，提醒社区长者遵守社区文明公约。 

志愿进社区之测量血压、血

糖常态化服务：12 月 12 日、

26日在常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开展，共 123 名社区老者

参与，每次活动配备 1名社工。

此次义诊活动提升了社区长者

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度。 

志愿进社区之读书，读报常

态化服务：12 月 18 日在常沙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共 18

名长者参与，每次活动配备 1

名社工，1 名志愿者。通过活

动开拓社区长者的眼界，丰富社区长者生活。 

社区牵你我之元旦主题活动：12月 20日在常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开展，共 8 名社区长者参与，活动配备 2 名社工，5 名志愿者。

活动以趣味运动会和快乐手工坊的形式来进行，通过趣味小游戏促进

长者之间的交流，改善社区长者的人际关系；接着邀请长者共同制作

元旦灯笼，让服务对象度过一个别样而又欢快的元旦。 

志愿进社区之电影放映常态化服务：12月 26日在常沙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放映了《孙子从美国来》，共 17 名社区居民观影，活动丰富

了老年人的业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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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的职业是社工”行业展示项目 

申请机构：张家港市笃行公益传播发展中心 

项目动态： 

机构主要活动记录：12月 9日、10日、17日、19日分别为张家港

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张家港市儿

童福利和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儿

童乐益会、张家港市惠群社会工

作服务站、张家港市明德公益事

业发展中心进行项目记录，为社

会组织留下清晰有特色的活动照

片。 

项目宣传：12 月 17 日在保税

港区开展，发布人员通过易拉宝、

宣传页等宣传品进行第二轮项目

宣传，活动配备 2 名社工，3 名

志愿者。此次宣传活动让片区群众初步了解该活动内容，并对社工行

业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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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联动”党建服务项目：冬季养生知识宣传，在“福兴苑社区”

微信公众号进行报道：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OTg4MTEwOQ==&mid=224748

3714&idx=1&sn=18bb9e14e8cda3c9512094b38c1817ad&chksm=e8baa5

38dfcd2c2e56c52696faf18fa04fb5119660354a83bd317dd4a5d913011

a23c1684278&mpshare=1&scene=23&srcid=1228h4nYcDfvibN9B8k5o9

28#rd 

“书海扬帆，为爱起航”——农联村青少年阅读项目：快乐双旦活

动，在“江之帆”微信公众号进行报道： 

http://mp.weixin.qq.com/s/9VHo_01UqnBDODtsOiDwWw 

“新思维·心服务”周巷社区党建服务项目：党员中心户活动在“笃

行公益传播”微信公众号进行报道： 

http://mp.weixin.qq.com/s/v7ojl5OsEwqVfJfo9keR6A 

“健康乐悠悠”——金丰社区长者健康干预服务项目：“冬令进补”

知识分享会活动，在“张家港市华夏夕阳红老年俱乐部”微信公众号

进行报道： 

https://mp.weixin.qq.com/s/VpnFhFp_ZnPqlceTWB6Ofg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OTg4MTEwOQ==&mid=2247483714&idx=1&sn=18bb9e14e8cda3c9512094b38c1817ad&chksm=e8baa538dfcd2c2e56c52696faf18fa04fb5119660354a83bd317dd4a5d913011a23c1684278&mpshare=1&scene=23&srcid=1228h4nYcDfvibN9B8k5o928#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OTg4MTEwOQ==&mid=2247483714&idx=1&sn=18bb9e14e8cda3c9512094b38c1817ad&chksm=e8baa538dfcd2c2e56c52696faf18fa04fb5119660354a83bd317dd4a5d913011a23c1684278&mpshare=1&scene=23&srcid=1228h4nYcDfvibN9B8k5o928#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OTg4MTEwOQ==&mid=2247483714&idx=1&sn=18bb9e14e8cda3c9512094b38c1817ad&chksm=e8baa538dfcd2c2e56c52696faf18fa04fb5119660354a83bd317dd4a5d913011a23c1684278&mpshare=1&scene=23&srcid=1228h4nYcDfvibN9B8k5o928#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OTg4MTEwOQ==&mid=2247483714&idx=1&sn=18bb9e14e8cda3c9512094b38c1817ad&chksm=e8baa538dfcd2c2e56c52696faf18fa04fb5119660354a83bd317dd4a5d913011a23c1684278&mpshare=1&scene=23&srcid=1228h4nYcDfvibN9B8k5o928#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OTg4MTEwOQ==&mid=2247483714&idx=1&sn=18bb9e14e8cda3c9512094b38c1817ad&chksm=e8baa538dfcd2c2e56c52696faf18fa04fb5119660354a83bd317dd4a5d913011a23c1684278&mpshare=1&scene=23&srcid=1228h4nYcDfvibN9B8k5o928#rd
http://mp.weixin.qq.com/s/9VHo_01UqnBDODtsOiDwWw
http://mp.weixin.qq.com/s/v7ojl5OsEwqVfJfo9keR6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