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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 2018 年度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

能力建设培训第五期

——“用德鲁克理论讲项目开发”培训

11 月 15 日下午，来自昆山卓越公益事业咨询中心的常务副主任

王俊超老师，为港城的公益伙伴带来了一场题为《用德鲁克理论讲项

目开发》的培训，现场有 34名公益伙伴参与。

培训开始，王老师通过“头脑风暴”引发在场伙伴对于公益项目

的思考，并由此引出公益项

目的基本概念。王老师以

“何为公益项目”出发，讲

到公益项目的基本特征和

基本要求，又重点讲解了在

撰写项目书时常见的几处

误区，如服务对象不明确、服务对象泛化、臆测需求、把产出当作项

目目标、目标宽泛等。

接着，王老师结合德鲁克的经典五问，即“你的客户是谁？”、

“你客户的需求是什么？”、“你客户的认知价值是什么？”、“你

的目标是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向在场的伙伴们抛出问

题并做出解答。王老师特别提到，项目开发的核心就是要以需求为导

向，辨别调查问题的表象和实质，明晰表达性需求与比较性需求，这

对于伙伴们把握需求来说至关重要。

最后，王老师还为大家分享了需求调研的方法、项目设计的工具、

服务对象变化的把握等，并引导在场伙伴分组进行项目设计演练、现

场指导。此次培训的开展主要是针对项目团队在项目撰写时遇到的问

题，理清思路、分享经验，现场伙伴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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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陪护”板块活动目前项目团队每两个月开展一次探

访活动，故本月项目团队未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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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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9 日在福前实验小学开展“学校防火防灾防护安全

培训”活动，共有 36位教职工参与，活动配备救护师 2名、志愿者

4 名。活动以“讲解+演练”

的形式进行，先由李老师讲

解基础急救知识并模拟展

示，如出现心脏骤停时如何

实施心肺复苏，从判断到实

施如何快速有效进行急救，

更强调了在急救过程中也需注

意自身安全；同时，老师还讲解了成人气道阻塞的急救方法，即自救

与互救。接着，由陈老师讲解日常火灾自救知识，如室内电线着火如

何自救，并带领教职工进行火灾逃生实践与总结，以便在学校日常的

消防逃生演练中加以运用。活动中老师们认真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校园的安全应急能力，助力校园安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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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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个案服务：11 月 2日在锦丰镇书院社区开展，共入户 3 户家

庭，活动配备社工 2名、社区工作人员 1名。其中 1 户夫妻双方已经

离婚，另 2 户因家庭关系不和谐有离婚意向，社工在社区工作人员的

协助带领下，与服务对象进行了初步的接触与沟通，大致了解各户家

庭情况、婚姻状况以及目前

的生活状况。通过个案的开

展，建立起与服务对象的基

本关系，以便后续介入或提

供针对性服务；11 月 9 日

和 21 日在市离婚登记处进

行，共挖掘 4 对夫妻在离婚

调解室参与面谈，活动配备社工 1名。通过面对面沟通与调解，各对

夫妻情绪均有所缓和，并表示回家后会认真考虑，暂不离婚。

 婚姻健康与安全讲座：11月 28 日下午在杨舍镇福新苑社区开展，

共有 28 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1 名、专家 1

名。活动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业催眠师戴金发老师以《家庭

心理学——夫妻间的沟通与倾听》为主题，向大家讲解并强调了家庭

中沟通与倾听的重要性，并结合自身丰富的个案实务经验，与大家分

享在家庭生活中如何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方式更好地建立沟通，提升

说话的艺术，改善家庭氛围。讲座结束后，部分居民还与老师展开探

讨，分享自己的家庭情况及产生的问题，寻求老师的帮助与建议，戴

老师也耐心为大家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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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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往昔峥嵘”健康维护活动：11月在塘桥镇各村、社区持续开

展，共计服务 30位老兵，活动共配备志愿者 10余名。服务内容包括

理发、剃胡须、修剪指甲、按摩等基本服务，量血压、测血糖等健康

维护服务，以及居家安全检查服务。通过前几个月的走访调研与上门

服务后，大部分优抚对象对服务表示认同，也与社工、志愿者建立起

良好的互信与服务关系；同时，项目团队也进一步了解到老兵的生活

状况与精神状态，更丰富了个案服务的信息资源。

 “优抚知多少”志愿者培训活动：11月 9 日上午在南丰镇永琪园

8幢一楼活动室开展，共有 6位优抚服务志愿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名。本次培训以《说话有技

巧，服务在真诚》为主题，

社工首先总结了10月下旬及

11 月上旬走访的情况，肯定

并鼓励了在座的各位志愿

者；接着，针对之前走访的

服务对象家庭环境、性格特

点进行分析，和大家讲解并分享了与服务对象建立长期友好关系的方

式、方法，重点围绕沟通技巧进行学习讨论。志愿者们不仅在活动中

积极参与互动讨论，而且表示会在下阶段的走访服务中也会主动运用

所学，提升志愿服务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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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咨询活动：11 月 14 日在锦丰镇合兴社区周边街道开展，共

有 25 位社区居民参与，其中 2 位

残疾朋友，活动配备社工 2 名、志

愿者 3 名、专家 1 名。活动中，社

工、志愿者们向合兴社区的残疾朋

友发放了宣传单页，并详细介绍了

项目活动与服务；同时，活动链接

了玉蕙口腔医院的医务人员为居

民量血压、检查口腔健康，大家都

积极配合检查。通过本次活动，项

目团队了解了服务对象的基本身

体情况，建立起基础健康档案，提

高了大家对自身身体状况的重视和了解。

 肢体障碍残疾人减压小组第一节：11 月 22 日在锦丰镇书院社区

开展，共 7位残疾朋友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志愿者 3 名。本次

活动作为系列小组活动的第一节，主要让小组成员间彼此认识，建立

起初步信任关系。活动中，社工通过破冰游戏“点兵点将”让大家依

次进行自我介绍，并由专人在旁边观察小组成员的活动参与情况与现

场表现；接着又进行了几个互动游戏，消除了小组成员间的陌生感，

提高彼此间的熟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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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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对帮扶探访活动：11 月 17 日、18 日在南丰镇永

联村、和平村服务对象家中开展，

共有 14位残疾朋友参与，活动配

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4 名。活动

开始前，社工再次为志愿者进行

入户探访培训，并分享受访者基

本情况。活动中，社工和志愿者

询问并记录了残疾朋友的身体情

况，以及家中小型家电的维修需

求；同时，进一步挖掘有迫切需

求的残疾人，为其制定合理化服

务套餐，通过提供服务或链接社

会资源的方式持续跟踪服务。

 “同舟共济”残疾人家属互助支持小组第二节：11 月 18 日在南

丰镇振兴社区大厅开展，共有 10 位残疾朋友及其家属参与，活动配

备社工 2 名、志愿者 1名。本次活动中大家都能遵守上节活动制订的

“花样人生”小组契约，不仅准时来到现场，而且积极参与到活动环

节中来。随后，社工带领大家复习了上次活动的按摩知识，又针对个

人具体需求进行护理知识的讲解和按摩示范；同时，社工将“心事本”

分发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将生活中的烦闷用文字或简单的符号记录

在“心事本”上，从而理性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

 “走出家门看世界”之“心灵咖啡屋”活动：11 月 18 日在南丰

镇振兴社区大厅开展，共有 10 位残疾朋友及其家属参与，活动配备



社工 2 名、志愿者 1 名。本次活动以互动游戏“你比划我来猜”开场，

随后在“交流谈心”环节，社工引导大家两两结对，并通过讨论话题

“你最喜欢别人和你聊什么”，让大家尝试用对方最喜欢的话题先后

交谈。活动中，大家逐渐开始倾吐心声，分享亲身经历，交流各自的

身体情况、就业状况、文化生活、社会保障等问题。通过此次活动既

走进了残疾人内心，了解了残疾人的一些具体需求，又为后续针对性

个案服务提供了信息和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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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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14 日分别在

南丰镇永丰村、东风村、东联村、民乐村、新德村和民联村老兵家中

开展，共上门服务 15 位优

抚对象，活动共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2 名。结合上月

走访信息反馈，老兵对自身

护理及养生知识的需求较

大，活动中来自永丰村、东

港村、振兴社区等村、社区

的医务人员上门为老兵提

供血压测量、医疗咨询、用

药指导等服务；同时，也给

老兵及家属进行基础健康知识培训，并针对老兵身体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健康计划。

 “耆乐悠悠”长者生日会：11月 10 日在凤凰镇河阳山歌馆开展，



共有 9 位老兵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9 名。活动开始前为

了保障老兵出行安全，项目团队招募 9名振兴义工为老兵提供一对一

服务。活动中，社工为大家介绍了本次活动行程安排与注意事项，并

组织大家观看河阳山歌的各种介绍与真人展示；同时，活动中设置了

几个互动游戏让老兵与义工共同参与，进一步增进了老兵与老兵、老

兵与义工间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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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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点亮梦想”活动：11 月 22 日在大新镇新东社区开展“音

乐点亮梦想”活动，共有 8位盲人朋友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名、志

愿者 2 名。活动以互动游戏“歌名猜猜猜”开场，盲人朋友和志愿者

齐上台一展歌喉；随后在“我喜欢过的歌”环节中，社工引导大家互

相分享各自喜欢的歌

曲及背后的故事，活

动现场气氛融洽。通

过本次活动既丰富了

服务对象的人生阅

历，又增进其项目认

识与了解。

 个案服务：11 月在大新镇各村（社区）开展，共入户走访 5户，

活动共配备了社工 3 名，志愿者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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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整合社区、社会资

源，选择介入方法，同时完善服务对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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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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日在塘桥镇横

泾村委一楼会议室开展，共有 12 位党员、村民代表参与，活动配备

社工 2 名。活动开始，由村委工作人员总结并列举了几处不文明现象，

并提倡“社区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希望大家从自身做起，拒绝不

文明现象；随后，社工将不文明行为处理意见表发放到每一位参会者

手中，引导大家认真思索、仔细填写并进行汇总。通过本次活动进一

步促进了村民参与社区议事的主动性，同时也助力居住环境改善和村

民文明素养提升。

 “挖掘能人·惠我社区”公益卫生服务活动：11 月 24 日上午在

横泾村开展，共有 80 余位村

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和志愿

者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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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结合相关季节病症宣讲饮

食注意事项及养生知识。本次义诊活动较往期参与人数进一步提升，

不仅体现出村民对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还在一定程度上扩了项目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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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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红课堂”之“红色微创意”活动：11 月 15 日下午在金港

镇港区小学二（1）班开展，共

有 46位学生参与，活动配备社

工和志愿者各 2 名。活动以互

动游戏“词语接龙”开场，融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

青少年巩固记忆、提升理解；

随后，社工以 PPT 演示的形式

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党旗和党

徽，并通过绘画的方式，描绘

出对祖国和自己未来的期望；最后，社工鼓励大家要在实际行动中认

真学习、顽强拼搏，将自己的青春热血融入到中国梦之中。

 “长江红课堂”之“红色地理课”活动：11 月 21 日下午在港区

小学五（2）班开展，共有 48位学生参与，活动配备社工和志愿者各

2名。活动以互动游戏“接力棒传递”开场，活跃起现场氛围；接着，

社工带领大家认识中国地图上的红色根据地标识，分享每一个根据地

的历史和功绩，缅怀革命先烈为解放新中国洒下的英雄热血，激发大

家努力学习践行中国梦的使命感；最后，社工引导大家在红色留言卡

上写下自己的参与感想、未来梦想和对祖国的祝福。

 “长江红课堂”之“红色故事会”活动：11 月 22 日下午在港区

小学三（1）班开展，共有 48位学生参与，活动配备社工和志愿者各

2名。本次活动以“我心目中的英雄”为主题，活动中社工向青少年

讲述了许多革命先烈的事迹，并引导大家通过个人分享、故事朗诵、



留言填写等环节，鼓励青少年正面表达出自己喜爱的英雄人物，激发

他们对革命英雄的崇敬之情，让大家在成长过程中学会有担当、有责

任、有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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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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9日在金港镇长山村开展，共有 14位村民参与，活

动配备社工和志愿者各 2名。活动以热身游戏“拍拍操”开场，随后

社工带领大家拍摄小视

频，讲述自己心中的长山；

同时，活动中还设计了口

红手工制作环节，大家一

边动手制作一边分享自己

与长山村的故事；在等待

口红冷却凝固的过程中，

社工又带领大家一起学唱长

山村村歌“锦绣长山”。活动最后，大家又纷纷在视频拍摄中讲述自

己对长山村的看法和祝福，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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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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有风采”之“健康操教学”活动：11 月 12 日、19 日在锦丰

镇常家村舞蹈室开展，分别有 11 位和 9 位村民参与，每次活动均配

备社工、志愿者和专家各 1名。活动中，项目团队邀请了专业的舞蹈

老师为大家排练舞蹈，逐步组建起稳定的文艺团体，排练有文化特色



的节目，展现村民风采。

 “常来常往”之“楼道氛围布置”活动：11 月 15 日在常家村开

展，活动配备社工 1名、志愿者 5名。通过前期与村委和广告公司的

对接及沟通，本次活动实地走访了几个楼道，在了解相关楼道墙体数

据后进行氛围布置，从而增加常家村的文化亮点。

 “常家人帮”之“志

愿者服务能力建设培训”

活动：11月 22 日在常家

村活动室开展，共有 13

位志愿者参与，活动配备

社工 2 名。活动中，社工

结合志愿服务的基本常

识，向大家总结并分享了

之前楼道布置和探访服

务的不足和经验，同时也

鼓励志愿者们积极参与

项目系列活动，在理论和实践中提升志愿服务意识和能力。

 “常来常往”之“温暖常在之甜食计”活动：11 月 22 日在常家

村活动室开展，共有 13 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2

名。活动中，社工引导大家分工合作，共同动手制作芋圆，在协力制

作中进一步提升邻里关系。

 “居民需求调研”活动：11 月 27 日在常家村村委开展，共有 20

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2 名。活动以访谈和问卷的

方式收集各村民群体的需求，以及参与项目活动的意愿，通过信息的

汇总与整合，把握村民需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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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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米粒”活动：11月 13 日至 16 日在锦丰镇东兴村开展，共走

访东兴村七组、十组和十五组及 8户老人，活动配备社工 2 名、村委

工作人员 1 名。活动中，社工

在村委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沟

通并记录下了每户家庭的基

本情况，收集到相关需求信

息；同时也走访慰问了几位老

人，了解到老人的生活和身体

状况，并提供陪伴服务。

 “资源对对碰”活动：11

月 17 日在东兴村村委开展，

共有 20 余位青少年及家长参

与，活动配备社工和专家各 1 名。活动中，来自七巧板教育的杜老师

为大家带来了一节少儿口才公益课；活动中，杜老带领大家进行饶舌

训练，锻炼孩子们的肺活量及舌头的灵敏度；随后，杜老师通过教唱

《伊比呀呀》和《口部操》分别锻炼大家的左右脑运动和嘴巴的灵活

性，并让小朋友在分角色表演中回顾和复习本次活动所学，巩固个人

口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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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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自治会议：11 月 22 日上午在乐余镇闸西村村委开展，共有



18 位村民代表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志愿者 2 名。活动开始，

社工向各位参会人员发放并解读居民自治宣传册，让大家明确并理解

自治的重要意义；接着，又带领大家总结并分享了上次会议中关于河

道污染的后续跟进工作，但仍存在河道二次污染的情况；因此，社工

和村民代表商讨制定河道居民自治公约，并倡导大家平时积极宣传，

进一步提升居民们的河道维护与治理意识。

 “我爱社区”知识竞赛活动：11月 22 日下午在闸西村村委开展，

共有 25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

社工 1 名、志愿者 2 名。本次

活动围绕社区基本情况以趣味

竞答的形式开展，在抢答互动

中，不仅能够进一步让村民了

解村规民约，而且也在潜移默

化中促进了大家对本村的认同

感。同时，本次活动仍结合河

道治理情况向村民分发宣传册

和调查问卷，扩大河道治理自

治宣传的影响力，让更多的居

民村民参与进来。

 “乡里乡亲”邻里趣味活动：11月 24 日上午在闸西村村委开展，

共有 34位村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和志愿者各 2 名。本次运动会设

置“夹弹珠”、“乒乓球投掷”、“定点套圈”等游戏环节，不仅提

高了大家的身体素质，而且有助于改善邻里关系，增强村民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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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3 日在大新镇桥头村开展“睦邻桥”广场活动，共

有 40 余位村民参与，活动

配备社工和志愿者各 2名。

活动设置有舞蹈队宣传招

募、便民服务、爱心义卖和

互动游戏等多个区域，为社

区居民提供血压测量、口腔

检查、爱心理发、家电维修、

法律咨询等一系列服务，让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利；同时，活动中多个区域由志愿者协调、

负责，也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志愿者的服务水平。通过本次活动既丰

富了广大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又增进了其互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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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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工作人员需求调查活动：11月 6日上午在常阴沙常西社区居

委会开展，共有 5 位社区工作人员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 名。活动中，

社工对常西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工作需求调查，了解了社区工作者

在工作上的需求，并在后期为其制定培训计划，使之更好的为社区居

民开展服务。

 “制作环保酵素，迎接美好生活”环保节假日主题活动：11月 10

日上午在常西社区会议室开展，共有 21 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配备



社工 2 名、志愿者 5名。活动开始，社工引导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分享

日常生活中的环保小常识、经验；随后，社工详细介绍了环保酵素的

概念及益处，并着重讲解了环保酵素的制作步骤和方法及注意事项，

带领大家一起动手制作。本次活

动从日常用品的制作出发，进一

步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

 “环保小能手”小组活动第

三节：11月 17 日上午在常西社

区会议室开展，共有 20 位社区

居民参与，活动配备社工和志愿

者各 2 名。活动开始，社工首先

通过 PPT 的播放与小组成员一

同回顾上次活动内容；随后，社

工引导小组成员利用雪糕棒等

废旧物品制作漂亮的小房子，并

进行活动总结和感受分享。此次活动不仅激发了大家对环保手工制作

的创新精神，还明白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绿色常西志愿者培训”活动：11 月 27 日下午在常西社区活动

室里开展，共有 25位社区志愿者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1名。活动中，

社工引导大家分享自己的环保经历与经验，并相互探讨了一些日常生

活中的环保小窍门；最后，针对下月的“最美小家园，小组绿化评比”

活动，社工再次呼吁志愿者们积极参与，做好各自的志愿服务，将自

己的家园创建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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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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伙伴行”无锡参访活动：11 月 16 日中午在无锡开展，共

有 20 位来自 9 家孵化机构和 4 家出壳机构的公益伙伴参与，活动配

备社工 2 名。本次活动共安排了

无锡三个点位的参访学习，分别

是无锡市公益园、和风社区和新

益度社区发展中心。首先，在启

程去无锡的路途中，社工为大家

简要介绍了活动流程及路上的

注意事项；之后在无锡市公益

园，大家了解了无锡市公益事业

发展的进程，与两家社会组织负

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在和风社

区的参访过程中，大家现场观摩

社会组织活动开展流程并进行

思考；最后新益度的参访，孵化机构参观了业务范围相近的社会组织

开展的项目和活动成果，对大家之后的活动开展有了一定启发。

 “公益实验室”之仁和心理健康专场：11 月 26 日下午公益组织

培育中心一楼开展，共有 8 位孵化机构的代表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3

名。在社工简要介绍本次活动内容后，来自仁和心理健康的孔江烨老

师为大家分享了有关心理学的小知识；考虑到中心孵化组织有从事儿

童相关工作，孔老师从心理学日常应用方面为大家科普了日常生活中

可以应用到的心理小技巧，并在最后为大家推荐了几部心理学相关的



经典书籍和电影作品，增长了小伙伴们相关知识的了解。活动下半场，

中心工作人员与各孵化组织负责人沟通机构近况，了解各机构注册进

程，为孵化组织解答工作中的疑惑，并确定了下一场公益实验室为大

家分享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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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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7 日在公益组织培育中心一楼开展了“婚姻家庭”

赋能社系列活动第三场，共有 25 位来自企业、社区、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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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如他所

是》，活动开始，社工向大家

介绍了本次活动的目的与内

容；随后丁洋老师以短片

《Alike》开场，以原生家庭

与人格的关系为切入点，分析

了童年对孩子未来的影响；同

时，从觉察、态度、关系和内在四个方面，结合多年教育实践中的事

例，阐述家庭教育中要去觉察孩子的本质，放下对孩子的评判，只有

尊重孩子的感受才能建立正确的亲子关系以及孩子与社会的关系。本

次活动让大家对育儿有了更深的感触和理解，伙伴们纷纷表示在将来

的亲子教育中更加尊重孩子，觉知孩子的需求，从平等的视角与孩子

沟通相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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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在昆山开展“社工游学记”活动，共有 28 位

锦丰镇持证社工参与，活动配备社工 2名。通过前期对接，本次参访

选取了昆山市公益创新中心、新江南康居社区、锦溪花园社区三个点

位。在实地走访与座谈

中，锦丰社工与当地组

织就“社区治理”、“空

间管理”、“党建引领”

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讨

论。通过一天的参访交

流，使锦丰社工了解到

昆山当地组织在服务、创

新、运营与管理等方面的模式和经验，同时搭建起两地公益组织的交

流平台，促进两地公益组织的交流与学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