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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工作回顾



2020
不平凡的一年
扎实向前

l 回首2020年，注定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打破原有
秩序，给每个人带来挑战，对慈善行业也是。

l 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爱童行以年初的工作计划为方向，及时调整并扎
实做好现有工作。

l 这一年，救助病童仍在继续，但病童情况调查及资助改为线上，六一、
中秋、冬至我们前往医院门口为68名重症贫童送去了愿望礼物及童行
包。

l 这一年，资助贫困学生仍在继续，信宜家访资助了134名学生，徐闻、
化州回访了375名受助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项目启动了雷州市客路二中
“爱+屋”儿童保护项目，悦伴童行项目继续服务留守儿童355人次。

l 这一年，乡村学校艺术教育项目继续发放绘乐盒、开展作品选、举办夏
令营、支持未来艺术家学习，鼓励乡村教师开展美术课题研究，并针对
从2016年在信宜开展的绘乐盒项目进行调研。

l 这一年，我们与企业同舟共济，与合作方休戚与共，每一场活动都希望
扎实服务好受助对象，同时让参与的志愿者有更深度的志愿服务体验，
让捐赠方的爱心有效传递。

l 受疫情影响，我们取消了省会行活动、将原定在外地的夏令营调整到信
宜当地，不能面对面见到受助对象的，就把细节做的更到位。

l 这样的一年，爱童行扎实做好工作的目标基本实现了，儿童慈善之路，
唯有坚持，唯有不怕困难，勇敢前行！



项目开展情况
重症贫童救助项目 | 访贫助学项目（含心理健康服务项目） | 乡村学校艺术教育项目



重症贫童救助项目

恤孤助学会自2012年起试点开展重症贫童救助项目，并逐步探索了相对完善的资助流程。2004年至
2020年共资助了2,968名病童，支出43,526,123.02 元。

资助原则：急需、适度、及时，不介入医疗业务。

资助渠道：经媒体报道求助或签约的合作医院推荐。

申请的重症贫童，经恤孤助学会核实后，在每周一研究病童救助的例会上讨论审议确定资助金额，病童救助情况
每周在官网公布，并立档备查。

善款来源：
1、“结善缘·救病童”义卖义拍慈善会
2、与媒体合作
3、与企业合作捐款
4、爱德基金会盟伴计划 
5、腾讯公益月捐



重症贫童救助项目

爱童行专项基金的娇兰佳人爱童行专注于资助重症贫童，2020年度共

资助34名患病儿童，支出50万元。2013年加入重症贫童救助项目至今

已资助535名病童，支出7,328,937.90元。

娇兰佳人爱童行2013-2020年资助病童情况统计

年份 资助人次 资助金额
2013 24 463,937.90

2014 107 1,550,000.00

2015 88 1,080,000.00

2016 81 985,000.00

2017 54 835,000.00

2018 80 1,000,000.00

2019 68 915,000.00

2020 34 500,000.00

合计 536 7,328,937.90



节日探访病童

“盒你一起 携手童行”娇兰佳人爱童行2020六一病童

探访活动

5月28日，六一病童探访活动在广东省人民医院惠福分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开展，为24

名受助病童送去愿望礼物，此外还有一个充满温暖与力量的

六一爱心能量盒（其中包括童行包、给受助病童的一封信、

绘本或课外书等）。

5月中旬娇兰佳人爱童行曾面向社会公众征集祝福、鼓励语音

或文字留言，并制作了暖心的视频。



节日探访病童

9月28日下午，娇兰佳人爱童行组织9名娇兰佳人员工

志愿者分别前往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南方医科大

学珠江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惠福分院开展中秋探访病

童活动，探访了19名受助重症贫童，并赠送中秋节礼物

和童行包。

本次活动还结合推广病童救助”月捐计划”，旨在通过这

种持续性的筹款方式，给重症贫童们带来更多救助希望。

“圆梦中秋 童行助力”娇兰佳人爱童行中秋探访

病童活动



节日探访病童

温暖冬至 童行助力--娇兰佳人爱童行2020年冬至探访

病童活动

12月15日下午，娇兰佳人爱童行组织了14名志愿者，前往广

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广东省人

民医院惠福分院探访了25名受助病童，并赠送冬至礼物、童

行包以及愿望礼物。

志愿者贴心地写了加油小卡片，鼓励孩子们坚强、勇敢地去

战胜病魔。



探访病童，我们收到了反馈

-- 来自病童的反馈 -- 来自志愿者的反馈



探访病童的视频

每一次与病童及其家长的短暂相聚，回看依旧温暖有爱。



虽然受疫情影响，为保护孩子们的健康与安全，我们无法像往常一样进入医院

去到病床探望每一位病童，也无法在医院为他们举办趣味活动，但娇兰佳人爱

童行坚持节日探访，正是希望爱与温暖常伴他们左右，也相信他们能感受到。”
重症贫童救助项目



访贫助学行项目

2012-2020资助学生数据统计

年份 资助学生人数 地区 备注

2012 200 徐闻和信宜 各100人

2013 200 廉江 /

2014 200 连平 /

2015 200 龙川 /

2016 200 遂溪 /

2017 200 廉江 /

2018 200 化州 /

2019 134 徐闻 /

2020 134 信宜 /

合计 1,668 / /

访贫助学行信宜行

2020年，我会再次启动“访贫助学信宜行”项目，对当地

报来的申请资助的贫困学生1,043名进行了初审，招募了

130名志愿者并举办了两场培训，在7月4、5日将分乘3辆

大巴，走进信宜市19个镇（区、街道），对申请的贫困学

生按照我会的资助流程进行逐户家访核查，了解他们的真

实情况，对符合资助标准的，每名资助4,500元。

爱童行专项基金的婷美小屋爱童行专注于助学项目，2020

年，资助了信宜134名贫困学生，支出60.3万元。2012以

来，共资助1,668名学生，支出540.6万元。 电台采访
视频播放



访贫助学行项目

成立以来所有的助学家访核查，除了2016年9月遂溪那次在

医院动大手术外，都和你们一路同行，踏遍了广东36个县

（区、市）的农村小路，累吗？当然累。但想想这些穷孩

子的困境，想想他们的眼泪和无助，82岁的我将再一次和

你们一起去抚慰他们，帮助他们。哪里有苦难，那里就有

慈善！

“轻轻地捧起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

你，告诉我不再孤单。深深地凝望你的眼，不需要更多的

语言，紧紧地握住你的手，这温暖依旧未改变。”这童声

合唱是我手机铃声，这声音每天都在提醒我，提醒我不能

忘记这些可怜的孩子。“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老师

的讲台上完成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最终实现，要

靠后浪、后后浪。                              

                                                                       ——王颂汤”

回程路上，王颂汤老会长给志愿者们发了致谢短信：



助学路上的那抹背影



正值开学季及六一儿童节之际，婷美小屋爱童行为茂名化州

市林尘镇、官桥镇、中垌镇、合江镇以及湛江徐闻县南山镇、

城北乡共401位受助学生准备了一份特殊开学礼物——开学
加油盒（内含口罩、免洗洗手液、笔记本、笔、防疫健康知

识类书籍等物资）。

希望通过赠送防疫物品、书籍等物资的方式，将关心与温暖

送到受助学生手中，回应他们开学后的防疫需求和提升他们

的卫生安全常识，并鼓励学生在新学期努力学习。

有盒自远方来 | 开学季婷美小屋爱童行给受助学生寄
开学加油盒

回访受助的孩子们



9月19日至20日，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婷美小屋爱童行组织

22名志愿者走进湛江徐闻南山镇与城北乡，以入户走访的形

式，对受资助的135名（南山镇102名，城北乡33名）学生

进行中秋探访。

志愿者为受助学生送上婷美小屋爱童行爱心包、中秋慰问包

及中秋祝福，爱心包里装有课外书、洗漱用品（牙膏、牙刷、

毛巾、沐浴露、洗漱包）、中性笔、笔记本等，慰问包里装

有时尚小背囊、月饼、灯笼、学习用品、安全手册等物品。

同时还为给他们发放2020年秋季学期每人750元助学款。

婷美小屋爱童行走进湛江徐闻南山镇&城北乡
开展中秋探访活动

回访受助的孩子们



回访受助的孩子们

12月5-6日，婷美小屋爱童行组织45名志愿者走进化州开
展 “持之以恒 与爱童行 ”2020化州回访活动。本次回访
探访了化州市官桥镇29名、中垌镇71名、合江镇71名和林
尘镇69名学生，共240名学生。（本次回访除婷美小屋爱
童行资助的学生以外，另增加了恤孤助学会资助的林尘镇
学生）

婷美小屋爱童行每年都会组织回访活动，看望受助学生。
在这次的回访活动里，有些志愿者又来到去年看望的学生
家中，学生也还认得去年探访过他的志愿者，记得去年的
某时有志愿者曾去看望过他。

婷美小屋爱童行2020化州回访 | 持续的爱 长长的爱



回访调查问卷



与受助学生保持通信



志愿者的反馈



回访后为孩子采购愿望礼物

回访活动过后，婷美小屋爱童行对受助学生保持

跟踪关怀，对回访过程中学生填的问卷进行整理

分析，并对问卷中学生提到的合理范围内的愿望

礼物进行回应。孩子们的愿望礼物大多贴近学习

和生活，包含文具、课外读物、通讯设备、体育

用品、交通工具、衣物等简单而实用的物品。

当地妇联协助
派发愿望礼物



建立小屋信使团队



为陪伴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提升抗逆力，促进其心理健康。
2020年9月至12月，我们携手湛江市悦好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别在遂溪县城月镇后溪小学举办了12场“悦伴童行 ”
抗逆力心理辅导系列活动。

通过团队建设、自我认识、自信心提升、情绪管理、问题
解决、人际交往、成长挑战、兴趣培养、感恩总结等8个
主题开展，服务留守儿童355人次，参与的社工、实习生
和志愿者共47人次。

希望通过长期的深度服务回应留守儿童需求，陪伴他们快
乐成长，让其感受到关爱及温暖，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
生活和学习。

心理健康服务项目--悦伴童行



自我认识 自信成长 问题解决

抗逆力为主题开展的活动--

心理健康服务项目--悦伴童行



多方联动，建立关爱机制，为心理辅导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项目由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支持、市县镇妇联、村委会及学校进行协助，湛江市悦好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负责执行实施。各方高度重视心理辅导项目，政社联动，妇+校+社+志四方联合，
密切沟通合作，相辅相成，让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完成。

针对性的需求回应，提升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

项目前期对学校三至六年级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研，了解儿童需求，以团队建设、
自信心提升、问题冲突解决、成长挑战等辅导内容有效回应儿童的需求，提升抗逆力，增强留
守儿童乐观感、效能感和归属感。
从反馈意见表、社工观察与访谈、校方反馈，可明显看到留守儿童的变化与成长，如由不敢分
享——发言会闪躲、害羞、脸红——可以自信站上舞台表演——站上台面对领导同学发表自己
写的感谢信；从过于活跃，到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行为；语言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增强，发
言时的声音变得流畅大声；不再感到孤独，难过和害怕，变得积极面对生活。

参与式的活动形式，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带去了新思路，丰富了关爱形式。

学校的负责人提到，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丰富新颖，得到孩子们喜爱和认可，同时也补充学校教
育没有关注到的地方。

活动成效

心理健康服务项目--悦伴童行



2020年6月，婷美小屋爱童行在雷州市客路第二初级中学

成立了“爱+屋”儿童保护项目，通过建立“爱+屋”儿童中

心，社工驻校开展专业服务活动，丰富儿童课余生活，提

升儿童自我保护能力.

同时，对学生父母、其他监护人、学校老师、政府相关部

门提供保护儿童的专题培训，引导学校健全保护儿童机制，

促进镇政府进一步完善关爱儿童服务体系，为儿童健康成

长营造良好的家庭、学校、社会环境。

心理健康服务项目--“爱+屋”

湛江市首个社工驻校儿童保护项目
雷州市客路二中“爱+屋”儿童保护项目



心理健康服务项目--“爱+屋”

2020年6月至12月，”爱+屋”儿童中心日常开放服务儿童8,464人次，通过童乐学堂、节假日、生活技能、

交通安全、儿童保护等5个主题开展活动共45场，服务儿童4,030人次，老师40人次，家长230人次。

日常阅读 庆元旦，师生一起包饺子

儿童中心每天开放时间：
10:30-12:30
16:30-18:30
每周开放5天，内设玩具和
书本，儿童可在中心开放时
间内自由玩耍和阅读图书。



                  ”
关怀受助学生成长

婷美小屋爱童行包括基础教育扶贫，回访受助学生，同时兼顾开展了针对
乡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项目。希望基础层面和心灵成长
层面全面地关怀、帮助贫困儿童，支持他们的健康成长。

儿童慈善的目的，就在于为孩子们创建一个更好的生存、生活环境。



乡村学校艺术教育项目

MOart Program是爱童行专项基金开
展的乡村学校艺术教育项目，为解决乡
村学校艺术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从美
育普及、人才发现、人才晋升、人才培
养四个方面出发，开展发放MOart绘乐
盒、开展教师培训、举办作品选和夏令
营、未来艺术家计划等系列活动，助力
艺术教育在乡村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与我一起观看
2020MOart记录片吧！





第一阶段：美育普及环节
通过发放绘乐盒让乡村学生能上一堂完整的美术课。MOart 
Program针对乡村学校专职美术教师严重不足，而兼职美术教师

又往往不具备美术基础，缺乏美术教学经验，以及乡村学生缺少

美术绘材等问题，专门设计的针对三至五年级的绘画综合教学

包——MOart绘乐盒。MOart绘乐盒包含教师教程，学生教程，

以及教程所配套的绘画材料。MOart绘乐盒每年一次通过当地教

育局发放到三至五年级美术教师和学生手中，作为补充教材进入

当地乡村学校日常美术课堂，有效解决了教师不会教、学生无绘

材的教学难题。截至2020年10月，已有47,436份绘乐盒被送到

374所乡村小学师生手中。



MOart绘乐盒，
一个绘出快乐的盒子！
MOart绘乐盒以“人与人”“人与生活”“人与自然”为主题

设计课程，希望通过艺术这一方式，让乡村学生与他身边的人、

事、物联结起来，倡导社会融入的理念，亦希望学生们通过艺

术去表达自我，感受生活的美好。

2020年10月，ＭＯart为信宜市金垌镇、池洞镇、东镇街道、

丁堡镇、北界镇等5个镇105所学校6879名学生发放了7136盒

绘乐盒。



MOart绘乐盒教师培训
秋林铺霜之际，2020MOart绘乐盒教师培训于10月12日在信宜市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来自信宜市金垌镇、

池洞镇、东镇街道、丁堡镇、北界镇5个镇的106所学校的137名乡村美术教师参加培训。



专业美术教师培训
促进乡村学校美术教育发展的关键是在于

师资力量的培养。多年来，MOart不断实

践与思考，探索推动乡村学校艺术教育发

展的更优模式。2020年MOart 首次联合广

东省许钦松艺术基金会于10月13日-16日

在信宜开展乡村学校专业美术教师培训，

希望以此提升乡村教师的艺术素养、审美

能力及其文化自信，为乡村美术教育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来自信宜各镇小学的40

名美术教师参加了培训。



绘乐盒项目调研
调研目的

1、了解2016年以来项目在信宜市各乡镇开展的情况及成效；

2、更新了解信宜市乡村美术教育现状及实际需求，优化项目设计及课程体系；

3、调整MOart绘乐盒发放方式，让绘乐盒更轻量化，且更有效使用。



美术课题研究 
深耕乡村艺术教育，我们在行动

对于乡村艺术教育而言，一支优秀的美术教师队伍是助推当地艺术教育发展前进的重要

力量。美术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不仅仅是简单的点、线、面构图教学，也

不局限于斑斓色彩调试的耐心指导，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导学生塑造自我、拥有独特的审

美观，培养学生的动手创造能力，开发学生的思辨与创新思维，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挖

掘美术教育、艺术世界的更多可能性。

为进一步推进乡村美术教师在乡村美育教学领域的深耕发展，项目于2019年组织和支持

了信宜市14名乡村教师申报《善用当地资源开展乡村小学校本美术课程的研究》、《促

进乡村小学美术教学中学生想象力发展的研究》等两个美术课题研究，目前已通过立项，

进入实施阶段。



第二阶段：人才发现环节
每年一次面向使用MOart绘乐盒的乡村师生举办“MOart作品选”，挑选优秀
学生及其指导教师参加夏令营。



MOart作品选
叮！乘风破浪的学员们带着创意作品来了！

2020MOart作品选以「Love Mother Earth」为主题，希

望可以通过作品创作，引导学生们敬畏自然，爱护地球母

亲，守护我们的唯一家园。

本次作品选共收到信宜市13个镇共135所学校1,443名

学生1,459张作品。每一份作品都凝聚着满满的用心，创

作意图深刻。



经过四轮专业评选，有28所学校56名学生分获

“优秀奖”、“入围奖”，32名指导学生获奖

的教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获奖师生获得

参加2020MOart夏令营的资格。

2020MOart「Love Mother Earth」主题作品选



第三阶段：人才晋升环节
每年一届举办MOart艺术夏令营，根据对象不同分为学生班课程及教师班课程。教师班课程包括绘画技能训练和美术教学实践能力提
升课程。希望有效提升教师自身美术素养和充分掌握美术教学能力，提升他们使用绘乐盒教学的积极性，从而应用到乡村学校的美术
课堂。学生班课程分为普通创意激发课程和专业培养课程，也涉及艺术相关，如音乐、舞蹈等体验课程，力求在课程设计方面兼顾乡
村儿童的身、心、智、技能的全面发展。



2020MOart夏令营 
这个夏天我们一起踏浪前行！

2012年7月，MOart举办第一届夏令营；截止到2019年，MOart夏

令营已惠及学生479人次，教师121人次。

一直以来，MOart坚持在艺术资源相对匮乏的乡村地区扎根，因

地制宜结合当地乡土特色，设计特色美术课程，优化美术课程教

学体系，努力探索普及教育与专才培养兼备的艺术教育模式，致

力推动乡村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

8月5日至11日，2020MOart夏令营再出发，来自信宜当地的42名

乡村小学四至六年级的学生（含11名未来艺术家）和14名的乡村

美术教师共同踏上这新一轮艺术之旅。



〈 学生班 〉
〃视野拓展与思维创新〃

〈 未来艺术家班 〉
〃 技 法 学 习 与 运 用 〃

〈 教师班 〉
〃寻找艺术创作空间〃

创造力来源于自然和生活。教师常处于一个观察者和引
导者的角色，让学生们发挥想象创作。在本身非美术专
业的情况下，如何引导和支持学生们的创作？这是乡村
教师常常头疼和烦恼的事情。

为提高参营教师的美术鉴赏能力，锻炼发散性思维，拓
宽设计美术课程的思路，提升教师跨学科的学习能力和
授课能力。本次夏令营专门为乡村教师开设了创育者计
划课程设计、树影作画、几何构成、儿童参与、思维转
换等课程；通过专业课程鼓励乡村教师将课程内容结合
校园（周围）环境资源进行美术教学，让创作不受空间
约束。

MOart于2018年启动Future Artist筑梦计划，挑选了具有
艺术天赋的学生加以培养，圆其艺术之梦。结合今年活
动主题“Love Mother Earth”，夏令营为11位未来艺术
家开设了人物头部造型与肢体造型、蓝晒法、生活速写、
软陶塑性、石膏倒模、动漫形象设计、立体书等课程；

突破平面绘画的界限，将造型、色彩、构图等基础知识
融入到各美术课程学习中，创作手法从二维到三维全面
接触，让学生们体验更多具丰富性、综合性的材料在艺
术创作中的运用，同时巩固美术基本功的练习。

此次夏令营学生班课程有极地冲浪、海报设计、动物微
家、宇宙方舟、黑白版画、治沙战士、环保课等。通过
艺术创作和学习环保知识，了解大千世界，拓宽视野，
鼓励学生突破常规思维的界限，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展现
艺术的天赋和兴趣；

让学生们理解“Love Mother Earth”的主题含义，感悟
环境保护和爱护动物的重要性，尝试以新颖独创的方法
解决生活问题，将社会议题糅合到艺术创作当中，进而
塑造内心对大自然的敬畏感。



第四阶段：人才培养环节

通过MOart夏令营甄选部分艺术天赋较明显，又有明显
意愿希望在美术学习上更进一步的乡村学童，进入
“Future Artist筑梦计划”人才培养环节。进入
“Future Artist筑梦计划”的学生将获得每年的集训机
会，冬、夏令营以及在地集训。集训课程注重学生美术
基础能力的训练，以及艺术鉴赏能力、创作能力的培养。
“Future Artist筑梦计划”的乡村学生的艺术培养一直
持续到其大学毕业。



美术开年包/月度主题创作



赋予事物一个新的意义

11月在地美术集训
11月14-15日，MOart Program在信宜市实验学校举办了

未来艺术家在地集训，共有9名小未来艺术家参加。

本次集训根据学生们的绘画基础，设置了艺术思维技巧、

色彩表达、丙烯颜料应用、绘本综合创作等课程。帮助

学生提升美术基本知识及绘画创作技巧。



一场属于乡村孩子的画展

MOart线下展览
在2021年1月17日 ，历时24天的“Love 
Mother Earth”番禺天河城线下画展也
落下帷幕。本次展览分两期展览信宜市
39位乡村学校学生的40幅绘画作品。

自2020年12月25日开展以来，共接待观
展人员3,547人次。不少游客在观展、了
解MOart项目之后，也贡献爱心，支持乡
村学校艺术教育项目，展览期间共收到
爱心捐款4,018元(将用于制作MOart绘乐
盒及项目支出)。

在这次的展览中，将画展与艺术装置、
涂鸦、音乐等其他艺术形式融合，构建
一个充满自然色彩的艺术体验空间。公
众可以看到、听到、参与，真正融入到
现场观展氛围。



我和MOart 绘乐盒的故事

腾讯99公益日
99公益日期间，有16,557人次参

与MOart绘乐盒捐款，共收到公

众捐款175,320.39元，为信宜地

区的乡村孩子们争取到了3,506

份绘乐盒。此外还获得腾讯配捐

9,271.59元，企业配捐500,000

元，获得总筹款684,591.98元。

同时信宜市教育局、市直各校、

1 9 个 镇 及 辖 下 各 学 校 为 支 持

MOart绘乐盒项目捐款做出了巨

大贡献。



品牌建设



品牌运营--线上

• 恤孤助学会订阅号、MOart服务号、网站、微
博日常进行内容运营，社群用户运营。

• 申请爱童行专用手机号，在工作账号管理、信息
公开、用户联系等方面实现官方账号管理。

• 开通爱童行官方微信（日常消息官方账号发布及
朋友圈传播）。

• 短视频运营，开通微信视频号。

• 首次直播绘乐盒生产过程。

渠道拓展



• 爱童行十周年纪念特刊 • 番禺天河城线下展览
6月爱童行十周年纪念特刊制作完成。而后陆续寄、
送给合作方、捐赠方、志愿者等可实现一定传播效果。

2020年12月25日 -2021年1月17日，在番禺天河
城举办乡村学生画展。累计人流量3547人次。 

品牌运营--线下



品牌运营--传播数据

恤孤助学会官网

恤孤助学会官网爱童行栏目会定期

同步发布爱童行的活动内容，拓宽

传播渠道，让更多人关注、了解爱

童行。

全年共发布135篇文章，

阅读点击量为30,399次。



品牌运营--传播数据

MOartProgram服务号
MOartProgram服务号2020全年

共发布推文63篇，

阅读数15,825人次，

获点赞数378次，

在看数488个，

累计关注人数为3,404人，

净增94人。



品牌运营--传播数据

恤孤助学会公众号
恤孤助学会公众号2020全年

共发布推文49篇，

阅读数5,390人次，

获点赞数129次，

在看数104个.



【南方+】报道湛江首个“社工驻校五年”
未成年人保护项目落地雷州

【金羊网】报道2020年24名病童获赠“六一爱心
能量盒”

社会媒体关注

2020年，爱童行专项基金的各项活动也

受到社会媒体的关注。

包括学习强国、新快报、广州日报、金羊

网、羊城晚报、南方+、网易新闻、雷州

市新闻中心、澎湃新闻、雷州市广播电视

台等媒体。

2020年全年，共计报道26篇（次）。

品牌运营--传播数据



品牌运营--传播分析

l 2020开始每月1号用学生作品制作月签。另外今年作品选学生作品展示采用分期在公众号发

布，并建立作品专辑。一方面，给项目实现持续性传播；另一方面，增加学生优秀作品曝光

率，吸引公众关注。

l 开发项目周边：帆布袋、信封、红包、胸针、钥匙扣、衣服等。

l 联袂实体店（番禺天河城），开展线下宣传推广活动。

l 开通官方微信号、视频号等常见社交、传播平台，增强项目传播力度及增加品牌曝光率。

l 服务号发布每月月底制定推文发布计划，并登记推文发布情况。保证每月发文频率。



企业参与和支持

l 企业员工参与公益活动：娇兰佳人员工志愿者参与了每一场探访病童活动；MO&Co.工作人员参加夏

令营活动；婷美小屋员工志愿者参加家访、回访活动。

l 企业员工技术支持：娇兰佳人设计师为爱童行设计十周年纪念特刊；MO&Co.设计师为夏令营设计影

像志、入营手册等，并专门使用作品选孩子们获奖作品设计了一本笔记本。

l 企业捐赠物品支持公益活动：婷美小屋为中秋大慰问活动、化州回访活动共捐赠了1,550支护手霜（价

值23,095元）;娇兰佳人冬至探访为病童赠送了消毒湿巾、身体乳、护手霜等；MO&Co.为展览活动捐

赠涂鸦绘本、支持电视机、支持手印刷打印机等。

l 企业合力宣传公益：MO&Co.参与支持腾讯99公益日；娇兰佳人合力推广病童月捐计划；爱童行参加

婷美小屋11月2日在三亚的总结大会，并向加盟商及在场人士介绍爱童行专项基金，宣传公益理念。



企业参与和支持

爱童行参加婷美小屋2020年终大会



团队员工成长

李玲--声动力2020公益品牌可视化传播能力提升计划
另报线上课程学习：AI、AE、PS等教程

张高原-二期｜银杏海内参访 2020（银杏基金会）



对外合作



财务情况







新年展望



新年展望-爱童行项目规划

l 重症贫童救助项目：按计划资助患病儿童，视新冠疫情情况开展节假日探访病童活动，并探索

对病童的跟踪关怀。

l 访贫助学项目：继续资助贫困学生，坚持回访，并探索深度长期跟踪关怀；心理健康服务项目，

计划在湛江市遂溪县两所乡村小学为留守儿童开展“悦伴童行”项目，客路二中“爱+屋”儿

童保护项目第二年继续运行；视新冠疫情情况开展省会行/湛江行活动。

l 乡村学校艺术教育项目：继续举办作品选、夏令营，发放绘乐盒，探索将无差别发放方式调整

为自主申报领取的方式，提高绘乐盒的有效发放及使用，支持未来艺术家的美术学习，跟进乡

村教师开展的美术课题研究活动进展，并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享。

l 加强与各捐赠企业的沟通，共同打造品牌公益项目。



新年展望-品牌建设规划

l 爱童行作为一个品牌专项基金的整体输出及传播。

l 研究服务对象及用户需求，提高传播内容质量（服务号开启征稿活动或邀请撰稿）

l 深化微信短视频运营，提高传播有效性。

l 探索、开发新传播渠道。

l 提取学生作品中部分元素，制作成衍生品（探讨是否开通微店等售卖平台，开展义卖）。



新年展望-团队建设规划

l 团队成员个人学习，支持员工在工作中通过学习提升工作能力，鼓励参与有针对性的培训，

提升自身整体综合能力。

l 团队共同学习，团队不断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一起探讨学习，提升团队整体能力及默

契。

l 走出去学习，计划团队一年至少两次参访伙伴公益机构，交流学习（目前意向岭南教育慈善

基金会、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l 审美能力、眼界提升，计划组织团队成员去观看展览（比如广东美术馆、时代美术馆、琶洲

展览），参加慈展会等，与合作的艺术机构、公益机构等加强交流及日常走动。



2021年，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将会继续，爱童行事业部将继续严格按照恤孤

助学会章程和制度，在秘书处领导和专项基金管委会指导下把所开展的儿童慈

善项目做精、做好、做极致，不忘爱童行成立之初心，不断学习，不断实践，

敢于向前！ ”
新年展望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