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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 2018 年度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

能力建设培训第三期

——“从‘心’出发·让社区更懂你”培训

9 月 13 日上午，张家港市 2018 年度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第三

期能力建设培训在公益组织培育中心顺利开展。来自上海的国家级职

业经理人、中级社工张惠老师，为港城的公益伙伴带来了一场题为《从

“心”出发，让社区更懂你》的培训。

张老师有多年社区

工作经验及丰富的人生

阅历，整场培训张老师

的讲述没有太多沟通的

理论知识，而是通过生

动形象的例子，为大家

阐述沟通存在的普遍问

题，学会如何去表达自己，学会如何做个合格的倾听者。结合案例，

为大家解析沟通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教授大家一些沟通小技巧。

案例讨论环节，针对公益项目合作中社会组织应如何与居委会沟

通，大家分组讨论并进行分享。张老师最后总结道，当想要通过沟通

获得资方认可时，一定要带着明确的主题，阐述自身机构优势，发现

对方提出要求中可能存在的疑问点。伙伴们听后纷纷点头表示认同。

本次培训旨在让港城的各位公益伙伴了解有效沟通的重要性及

沟通方法，便于提升组织今后在与社区方及社区居民沟通的能力和方

法，从而得到良好的合作及较高的服务满意度认可。

要闻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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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计划在 9 月开展的走访活动延期至 10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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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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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震防踩踏逃生演练”活动：9 月 1 日、19 日下午在万红小学

和云盘小学分别开展，其中万红

小学共有 76位教师参与，云盘小

学共有 85位教师参与，活动配备

救护师 2 名、志愿者 5 名。本次

活动针对学校教师，采取“讲解+

演练”的形式，救护师在了解以

往学校逃生演练的基本情况后，

分析各种逃生情形的利弊，并讲

解如何快速有效地逃生。接着，

项目人员将所有教师分为 7 组，

根据前面所讲的逃生知识，分组

进行模拟演练。本次活动主要目

的是让学校教师学习掌握基本的逃生知识和技能，以便由他们组织学

校学生进行相关的理论学习和模拟演练，减少因逃生方法不当而引起

的伤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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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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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个案活动：分别于 8月 30 日、9 月 4 日、9 月 12 日、9 月 13

日以及 9 月 17 日，在婚姻登记处的离婚调解室开展面谈，共计挖掘

7对夫妻，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在面谈过程中，社工综合运用倾听、

同理等技巧，让案主简述家庭情况、离婚原因及各自认为在婚姻中的

主要矛盾点。在面谈后，7对夫妻的情绪有所缓和，并考虑回家后会

相互沟通、认真考虑，暂时决定不离婚。此外，本月社工仍驻点于婚

姻登记处继续挖掘潜在的服务对象。在驻点过程中发现，每日前来办

理离婚手续的夫妻数量在周末或节假日之后的第二天呈上升趋势，其

中夫妻年龄段以中年夫妻为主，离婚原因各不相同。社工通过观察各

对夫妻的神情、动作及情绪等状态，选择合适的对象主动上前问询调

解意愿，仅有少部分夫妻愿意和社工袒露婚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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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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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抚知多少”之走访活动：9 月中旬在鹿苑、妙桥等片区开展，

共走访 17位老兵家庭，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8 名。此次走访

活动对政府提供的优抚名单进行了信息确认和更新工作，通过对优抚

对象的初步调研和走访，了解到很多老兵现在的生活现状、健康情况

及精神状态，为后续个案服务的开展收集基本信息，打下坚实基础。



 “优抚知多少”之志愿者培训活动：9 月 27 日下午在永琪园 8 幢

一楼活动室开展，共有 8 位志

愿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3 名。

活动开始，社工首先总结了本

月走访进展，对志愿者们的付

出和努力给予鼓励和肯定；接

着，告知下月走访服务对象的

数量、名单以及走访要求；最

后，现场对志愿者们进行了有

关血压计使用和照片拍摄技巧

的培训。整场培训中，志愿者

们主动性、积极性较高，纷纷

表示期待下月的走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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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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味运动会”活动：9 月 4日在锦丰镇合兴社区开展，共有 26

位社区居民及 2 位残疾朋友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3名。此次活动以趣

味运动会的形式吸引了社区居民参与，拉近了社工与社区居民，以及

社区居民彼此间的距离。此外，在活动的同时也宣传了项目内容和志

愿者招募事宜，为后续活动的开展做好铺垫。

 “志愿者欢迎会”活动：9 月 11 日在锦丰镇大南邻里服务中心开

展，共有 17 位志愿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开始，社工首

先向志愿者们介绍了项目内容，宣布了志愿者规则，同时也让志愿者

们进行自我介绍，彼此熟悉。随后，社工将志愿者进行分组，各组设



计队名、队旗及口号。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志愿们彼此熟悉，消除

陌生感，并通过活动增强了团队凝聚力。

 “服务从心开始”活动：9 月 18 日在锦丰镇大南邻里服务中心开

展，共有 11位志愿者参

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

此次活动以讲座的形式

开展，向志愿者分享了

如何正确对待残疾人，

以及与残疾人的沟通技

巧等内容，以期志愿者

能够在后续的服务中能

够综合运用各项知识、

技巧，为服务对象提供

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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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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善大爱”之志愿者探访培训活动：9 月 9 日在南丰镇振兴社

区三楼会议室开展，共有 11位志愿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

动以“兔子舞”暖场，随后，社工围绕残疾人心理、行为等特点讲解

了具体的沟通技巧，并就如何更好地协助残疾人外出等方面进行了分

享。最后，社工将现场志愿者进行分组，通过任务卡的形式将实际探

访中所遇到的问题让各组进行讨论，并现场模拟演练。通过本次残疾

人探访培训，帮助志愿者掌握与残疾人的沟通技巧，确保后续的服务

质量，规范探访流程。



 “走出家门看世界”助残出游活动：9 月 15 日在南丰镇振宇生态

园开展，共有 24 位残疾朋友及其家属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3 名、志

愿者 6 名。活动开始前，为方

便服务对象出行，惠邻社工设

置了 4 个接送站点。到达震宇

生态园后，社工以“击鼓传橘”

的破冰游戏开场，引导服务对

象相互认识了解。随后进行了

中秋有奖问答，以及“拍照比

美”大赛，获得了服务对象的

一致好评。在最后的总结环

节，服务对象就这次出游活动

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并将其写

下，存放在心愿瓶中。此次活

动的开展，有利于促进服务对

象扩大交友圈，恢复社会功能，深受大家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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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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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当益壮”伤病老兵健康维护服务活动：9 月 19 日在南丰镇吉

麦隆超市门口开展，共有 5位老兵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3 名、志愿者

2 名。前期，社工了解到居住在农村的老兵身体普遍不好，外出

检查不便。因此，此次活动特邀东港村社区医生上门为老兵量血

压，进行有关医疗咨询、用药指导，面对老兵提出健康问题，医

生也给予耐心解答。此外，正值中秋佳节，志愿者们自带工具为



独居老兵上门打扫卫生，送去祝福。此次活动，不仅真正将健康

送到老兵家中，更是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心送到了老兵家中。

 “耆乐悠悠”中秋节主题探访活动：9 月 20 日在南丰镇各残疾人

家中开展，共探访 15户残疾朋

友家庭，活动配备社工和志愿

者各 2 名。在活动开始之前，

社工讨论完善了入户探访流

程，给志愿者进行了有关入户

访谈技巧的简单培训，并现场

分享了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

在活动中，社工和志愿者送去

了温暖的节日祝福和慰问，同

时也向他们了解了近期的身体

情况，记录下老兵的基本信息

和需求，从中挖掘个案，帮助

链接社会资源，持续开展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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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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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盲跑”之定向行走训练活动：9 月 20 日下午在大新镇新东

社区开展，共有 16 位大新镇盲人朋友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3 名、专

家 1名。活动开始，社工先通过游戏带领盲人朋友一起回顾上次活动

内容；接着，特校老师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详细介绍了引

领导盲安全随行技巧、盲人生存技能训练等知识，并进行了一对一的

个性化、专业化指导训练。由于正值中秋佳节，活动现场社工也给盲



人朋友准备了月饼，给盲人朋友送上了节日的祝福。本次活动的开展，

不但提高了盲人朋友定向行走的技巧，让盲人朋友们学会安全、独立、

有效地行走，而且极大地增强了

他们“走出去”的信心和勇气。

 “爱心连接 1+1”活动：9 月

通过电话慰问、入户探访等形

式，共慰问 20 户盲人朋友，其

中电话访问 5 户，入户探访 15

户，活动共配备社工 3 名、志愿

者 5 名。此次活动的开展对大新

镇盲人进行了深入了解，掌握了

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及迫切需

求，与其建立初步关系，并建立

服务对象档案。

 “心灵树洞”活动：9 月在大新镇各村（社区）开展，共入户走

访 19 户盲人朋友家庭，活动共配备社工 3 名、志愿者 5 名。项目团

队通过对前期入户走访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对服务对象的问题

及需求进行预估，与服务对象共同制定服务计划及目标，以期开展针

对性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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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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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就团队·慧我社区”党员居民议事会：9 月 19 日上午在塘桥

镇横径村议事厅开展，共有 30 多位党员和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和志愿者各 2 名。活动中，社工介绍并说明了项目和议事会的相关内

容和形式，以期通过共商解决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形成“社区事务

大家评、社区管理大家议、社区管理大家定”的社区参与和自治意识，

也有利于居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进而起到协调利益、化解矛盾、

排忧解难的作用。

 “挖掘能人·惠我社区”公益卫生服务活动：9 月 24 日上午在塘

桥镇黄金湾小区开展，共有 50 余位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

活动中，社工不仅为居民

测血糖、量血压，记录、

对比检测数值，而且还指

导居民正确认识自己的

疾病，并结合他们的生活

习惯讲解一些调理和预

防保健养生知识，帮助居

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

生活习惯。

 “挖掘能人·惠我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9 月 24 日上午在塘桥

镇横泾村委食堂开展，共有 12 位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

动中，大家不仅在社工的带领下动手制作月饼，还将做好的月饼送到

其他困难居民家中，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本次活动在营造节日氛围

的同时，也增进了邻里间的友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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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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上午在金港镇长江村图书驿站开展了“相聚国



庆，共话乡贤”活动，共有 15 位老人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活

动以热身游戏“夹绿豆大赛”开场，接着，社工引导老人们共同绘制

团扇。大家拿起画笔，

蘸上颜料，对团扇上

的荷花进行上色，也

有人会在扇子上写上

“美丽长江”、“长

江之花遍地开”的字

样，处处都表达着对

长江村的热爱。活动

最后，在社工的带领下一同谈论起长江村敬老爱亲的好人好事，大家

都赞不绝口，纷纷表示将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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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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村组长走长山”活动：9月 13 日上午在金港镇长山村开展，

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6名、长山村组长 2 名。活动中，村组长

详细地为社工和志愿者们介绍了长山的特色非遗保护文物——毗邻

井，带着志愿者们参观了高峰采茶园等地方。随后，村组长带着志愿

者们走访了一些老村民家中，有老书记、村主任等曾在这个地方付出

过很多努力的人。通过本次活动，不仅让志愿者们加深了对长山村的

了解，而且还为后续志愿服务打下丰厚的基础。

 “听老党员忆长山”活动：9月 23 日下午在金港镇长山村开展，

共有 12位青少年和 4位老党员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活动以“哈

咯卡”的破冰游戏开场，让青少年从核心价值观角度认识党员。随后，



活动分成“金牌小记者”、“老

物件大 PK”、“老歌曲大 PK”

和“老玩具大 PK”四个环节

回忆老长山，通过青少年采访

老党员了解他们印象中的长

山村，同时在老物件、老歌曲、

老玩具的科普和体验中增强

大家的互动与认知。活动以拍

摄合照结尾，大家都表示这样

的活动非常有意义，可以经常

让孩子们与党员接触，传递正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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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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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1 日在锦丰镇常家村活动室开展“常来常往”之“暖

心冰皮，月满中秋”活动，共有

25 位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3 名。活动开始，社

工首先为大家介绍制作冰皮月饼

的步骤和需要用到的材料工具；

接着，社工引导大家分工合作，

揉面、包馅、压模等步骤各司其

职，很快一个个冰皮月饼就制作

完成了。活动最后，社工和志愿

者带着做好的月饼走访了 4户困难



居民家庭，在提供陪伴、家政服务的同时，也为他们送上了中秋祝福。

通过本次活动不仅营造了浓厚的中秋节日氛围，还为志愿服务搭建了

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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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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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老手艺·巧手学编织”活动：9 月 8 日在乐余镇东兴村村

委开展，共有 6 位居民参与，活

动配备社工 2 名。活动开始，社

工引导大家认识了纸藤编织材

料，并向大家展示了此次活动所

做的纸藤样品篮，激发居民们对

纸藤编织的兴趣。紧接着，社工

通过现场集体教授、个别指导、

鼓励参与者进行自己动手制作。

有的做好了还帮助其他同伴，互

相交流编织技巧。此次活动在传

承老手艺的同时，也促进了居民

之间的认识与交流。

 “浓情中秋·情系你我”活动：9 月 13 日下午在乐余镇东兴村开

展，共有 12 位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专家 1 名。活动中，

项目团队邀请了专业的面点师傅教大家如何制作月饼，面点师傅向大

家详细地讲解并示范了从和面到擀皮、从包馅到烤制的整个过程，大

家学得用心，做得认真。随后，社工和志愿者在村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共同走访了百岁老人及特扶家庭，将新鲜出炉的鲜肉月饼送去家里，



向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与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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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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自治会：9 月 13 日上

午在乐余镇闸西村村委开

展，共有 18位居民参与，活

动配备社工和志愿者各2名。

会议开始，首先社工向与会

人员发放自治宣传册，同时

通过视频讲解让大家了解自

治的概念和含义；随后，社

工抛出闸西村河道治理目前

存在五个的问题：一是沿河工业排污，二是沿河违章搭建，三是沿河

生活污染，四是沿河垦种及绿化情况，五是沿河养殖污染。大家讨论

后得出几条结论：一是村内污水管道要通，二是加大河道治理宣传，

三是河道制度要上传下达。会后项目团队和居民代表与村委工作人员

进行沟通，除污水管道没法及时处理外，对于其他结论表示支持并予

以配合执行。

 “我志愿 我快乐”之志愿者增能小组活动：9 月 13 日下午在乐

余镇闸西村村委开展，共有 18 位志愿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

活动以破冰游戏“一元两元”开场，让大家彼此熟悉起来，增强志愿

者团队的凝聚力；随后，社工带领大家共同观看《人人都是志愿者》

演讲视频，并在头脑风暴中让每一位在场的志愿者分享自己对志愿者

及其职责的理解。活动结束后，志愿者纷纷表示愿意奉献自己的业余



时间，为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居民自治专业咨询活动：9月 22 日上午在乐余镇闸西村村委开展，

共有 56位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4 名、专家 1 名。

活动中，医务人员在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的同时，社工和志愿者也为

过往的居民们发放宣传册，向大家宣传河道自治的重要性，并呼吁每

一位闸西村的村民从自身做起，做到居民河道保护“十不做”，共同

打造“河畅、水清、岸洁、景美”的最美闸乡。

 邻里趣味活动：9 月 22 日下午在乐余镇闸西村村委开展，共有 76

位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和志愿者各 2名。本次趣味活动一共分为

套圈、投篮、保龄球、扔沙包、夹弹珠、乒乓球接力这六个趣味项目，

每个项目都吸引了众多居民的参与，大家玩得不亦悦乎。居民在参加

活动之余，来到河道自治的宣传海报前，认真听取社工讲解河道治理

的相关知识，并纷纷表示要从自身做起，要为打造“水美乐余”贡献

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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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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需求调研”活动：9 月持续在大新镇桥头村开展，共走访

调研 15户居民家庭，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3 名。本次活动目

的在于收集桥头村各群体居民的需求以及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并对

其进行整合和记录；同时，也对之前收集的需求信息进行初步的整理

与分析。



 “风俗活动”之手工编织竹篮活动：9 月 21 日大新镇桥头村开展，

公寓 15位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

工和志愿者各 1 名。活动开始，

社工向大家介绍制作编织竹篮的

步骤和需要用到的材料工具，随

后便让大家自行分组进行制作，

遇到困难的地方相互请教、相互

学习。此次活动不仅让社区老人

们体会到了动手的乐趣，锻炼了

他们手脑协调的能力，而且也增

强了老人们团结互助的精神，增

进了邻里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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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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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社区，亮丽家园”活动：9 月 4 日上午在常阴沙常西社区

会议室开展，共有 35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活动开

始，社工给居民们分发了环保宣传册，并带领大家共同观看环保系列

短片，接着结合身边的环境问题分享观后感；接着，社工通过水污染

的小实验，向大家更深层次地阐述环保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居民的环

保意识。此次活动提升了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保护环境和节约

能源的意识，也为社区建设绿色家园奠定了基础。

 “环保小能手”小组活动第一节：9 月 8 日上午在常西社区会议

室开展，共有 10 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配备社工和志愿者各 2 名。



活动中，通过大家的自我介绍以及合作游戏，初步建立起小组团队并

签订小组契约，随后社工和大家分享探讨了一些生活中的环保小知识

和旧物利用的小技巧。活动结束后，大家都很期待后续的系列活动。

 “低碳环保，绿色生活”活动：9 月 15 日上午在常西社区会议室

开展，共有 32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5 名。

活动中，社工给大家播

放了公益影片《大自然

在说话》，倾听大自然

的心声，传播和弘扬绿

色生活方式，增强社区

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随后，又共同在低碳环

保海报上签下各自的名

字并许下各自对环境保

护的愿望；最后，社工

带领大家进行主题绘

画，制作环保袋，并号召社区居民们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本次活动

使居民们进一步了解了如何合理、科学地节约能源，也在 DIY 体验中

培养了生活乐趣，明确了低碳环保、绿色生态、节能减排的观念。

 “绿色常西志愿者培训”活动：9月 21 日上午在常西社区会议室

开展，共有 34位社区志愿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活动开始，

社工首先通过讲解 PPT 让志愿者们认识环保，了解环境保护问题及环

境污染的严重性；同时让大家深入了解“志愿者”这个名词，进而提

高环保志愿者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坚持“美化环境 从我做起”

的环保宗旨，以身作则，积极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环保志愿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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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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会客厅”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培训：9月 15 日下午在公益组

织培育中心开展，共有 3 位孵化

中的公益组织代表和 12 位来自

社区、社会组织、教育行业的公

益伙伴参与，活动配备社工1名。

活动中，市民政局社会工作和社

会组织管理科科长陈敏给大家

讲解注册相关事项。活动上半

场，陈科对登记注册时需要了解

和注意的事项进行了详细解读；

下半场陈科重点为有疑问的伙

伴进行一对一解答。通过此次活

动架构起与民政直管领导对话

的桥梁，同时也为大家建立起信息咨询和沟通交流的渠道。

 “公益实验室”困境儿童关爱中心社工专场：9月 29 日下午在公

益会客厅开展，共有 7家中心孵化机构的负责人和 1家已出壳机构的

负责人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3 名。活动中，来自困境儿童关爱中心的

顾磊社工给中心孵化机构分享了沿河之行的实践和思考，从专业的角

度来学习和反思。活动现场，葵芝家的许致华老师为中心孵化机构介

绍了“房树人”心理测验的操作方法和原理，大家纷纷表示对困境儿

童的帮扶工作和活动的开展有了进一步认识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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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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在公益会客厅开展“婚姻家庭”赋能社系列活

动第一场，共有 18 位来自社区、学校、社会组织、医院等单位的女

性公益伙伴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专家 1名。本次活动主题为“聊

聊家庭那点事”，活

动开始，许致华老师

通过现场情景演示

让大家意识到沟通

及表达的方式对家

庭关系的影响，交流

的方式不仅是语言，

还包括表情、身体接触及目光。活动中，老师与大家积极互动交流，

听取大家在处理问题时的方式，给予分析和建议。活动结束后，有成

员表示意识到与家人沟通的不足之处，将在生活中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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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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下

午在冶金工业园北楼102

室开展“助力社工成长沙

龙”第二期“当党建遇上

公益”活动，共有 122 位

锦丰镇社工参与，活动配

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2名、专家 1 名。活动中，张家港市公益组织联



合会会长杨玭为大家分享党建项目的相关内容，从需求为主、创意为

先、项目为本三个层面讲述了党建服务与公益服务的结合点，现场列

举了三个经典党建项目案例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通过本场沙龙，各位

社工对党建项目的设计和运作有了更多的启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