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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工作回顾



2021 风雨兼程 总有温暖与爱童行

2

2021年，疫情仍旧是影响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因素。各地反反复复出现的疫情，给各行各业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慈善行业也不例外。受疫情的影响，我们取消了夏令营、省会行、湛江行等活动，回访受助学生取消入户探访的方
式，探访病童活动还是不一定能见到孩子们……

这一年，困难与奋进共生，挑战与希望同在。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爱童行以年初的工作计划为方向，根据形式及
时调整并扎实做好现有工作。为62名病童及其家庭及时送上一笔救助金；开展节日探访活动，六一、中秋、冬至节
日前往医院门口或住房楼下为81名重症贫童送去了愿望礼物及童行包。为信宜、徐闻、化州的受助学生准备了532
份爱心包；开展深入跟踪关怀项目服务24名化州受助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项目雷州市客路二中“爱+屋”儿童保护
项目服务儿童11,018人次，悦伴童行项目服务留守儿童226人次。乡村学校艺术教育项目继续发放绘乐盒、开展作
品选、培养未来艺术家，支持乡村教师开展美术课题研究，服务8256名（次）乡村学生和168名（次）教师；与一
公斤盒子合作督导绘乐盒使用，希望提高绘乐盒使用效率。

这一年，我们依旧与企业同舟共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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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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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是爱童行专项基金成立的第十年。十年相伴，十年坚守，为困境中的孩子带去温暖、陪伴与希望。此后，
爱童行也将步履铿锵，行稳致远。



项目开展情况
重症贫童救助项目 | 访贫助学行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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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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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1年救助了3,560

名（次）病童，支出5,066.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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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的重症贫童经本会核实后，在每周一病童救助例会上审议确定救助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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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娇兰佳人爱童行专注于救助重症

贫童，2021年救助62名病童，支

出90万元。2013年加入重症贫童

救助项目，至今已救助598名病

童，支出8,228,937.90元。

娇兰佳人爱童行2013-2021年救助病童情况统计

年份 资助人次 资助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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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62 900,000.00

合计 598 8,228,937.9



六一病童探访活动

2021年5月中旬，逐一了解受访病童的儿童节愿望，由娇

兰佳人员工志愿者进行筹备、包装愿望礼物。并向社会发

出了祝福语的征集。

受疫情影响，不能前往医院探访，探访活动改成了线上慰

问。5月31日，组织志愿者通过视频连线、录制加油视频

等方式与20名病童及其家属进行慰问。在视频连线中，我

们看到有些病童正在出租屋休疗，有些正在医院治疗，家

属都在一旁陪护。其中一名志愿者为病童加油时不禁落泪，

因为她是一名妈妈，看不得病童受病痛的磨难，衷心希望

他们早日康复。

节日探访病童



节日探访病童

2021年8月，以中秋节为主题开展第二期“骑士漂流记”

活动，向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和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

中心治疗的30名病童收集绘画作品和心愿，组织志愿者

把绘画作品互换放入漂流瓶，并为病童购买心愿礼物。

9月15、16日，组织志愿者开展探访活动，将礼物送到

医院或病童家门口，逐一问候、关心病童目前的治疗情

况。部分病童已回老家慢慢康复，志愿者把他们的礼物

寄出，并与他们线上联系送祝福。

中秋节病童关怀活动



第三期“骑士漂流记”暨冬至病童关怀活动

2021年12月，第三期“骑士漂流记”暨冬至病童关怀活

动为31位病童准备了心愿礼物，并通过寄送、上门拜访

和在活动现场派发的方式将心愿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上。

冬至佳节当天还在珠江医院举办了“骑士漂流记‘童画

世界’画展”，展示三期“骑士漂流记”活动中所征集

到的病童画作。

节日探访病童



探访病童后的反馈

-- 来自病童家长



探访病童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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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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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134 待定 /

合计 1,802 / /

访贫助学行
2021年，本会开展第三期“访贫助学廉江行”、“访贫助

学坡头行”项目，对申请资助的困境学生按照本会资助流

程进行逐户家访核查，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对符合资助

条件的学生每名资助4,500元。最终确定资助廉江592名、

坡头394名困境学生。

婷美小屋爱童行专注于助学项目，但考虑2021年项目整体

筹款情况等因素，未将60.3万元资助廉江或坡头学生，款

项将在2022年助学项目资助134名困境学生。



受助学生被大学录取

2021年9月1日，本会按资助工作流程及与各受

助地区签订的《资助协议》，向各受助地区发

通知要求核对2021年秋季学期受助学生在读情

况。获悉在资助期内有39名受助学生考入各本、

专科院校，包括乐昌市18名、徐闻县10名、信

宜市11名，其中7名学生是婷美小屋爱童行资助。



2021年，婷美小屋爱童行分别计划于5月29、30日开展化州回访，

探访官桥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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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12日参加中秋思亲访贫童活动，探访信宜市东

镇街道161名学生；12月18、19日，探访徐闻县城北乡32名、南山

镇99名，共131名学生。

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均在活动举办前夕收到当地通知，按

照当地疫情防控要求调整入户探访的形式，通过邮寄爱心包礼物到

当地并派发给学生。

婷美小屋爱童行“持之以恒 与爱同行”2021年回访活动

回访受助的孩子们



婷美小屋爱童行爱心包里装

有课外书、洗漱用品（牙膏、

牙刷、毛巾、沐浴露、洗漱

包）、文具（中性笔、笔记

本）、台灯等

为孩子们准备的爱心包



孩子们收到爱心包



与受助学生保持通信

我们鼓励学生写信给我们，通过书信建立沟通的桥梁，进一步了解学生的情况。我们常常会收到不少学生的来信，孩子们在信
中有表示感恩，或诉说生活的困苦，或提学习上的需求，我们都逐一回信给学生。以下节选了一位受助学生与我们的往来信件：

学生会在信中分
享近期学习情况，
与朋友相处情况
和家庭近况。还
有平时的兴趣爱
好，如喜欢看的
书、玩的游戏
等……

学生来信 志愿者回信



小屋信使回信打卡



受助学生深入跟踪关怀

年初，婷美小屋爱童行探讨对受助学生开展跟进服务，提
出对受助学生深入跟踪关怀的工作设想，进一步支持受助
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一生的命运，以期体现项目成效。

5月18日，深入跟踪关怀项目在广东工业大学龙洞校区正式
启动，甄选了24名化州市高一、高二年级的首批服务对象。

希望通过深入跟踪关怀与受助学生保持长期、深入的联系，
关注他们的后续成长。提供人文关怀、心理辅导、升学就
业指导等服务，以实现对受助学生起到长期、持续、有效
的积极作用，同时能成效项目成效，并在社会上起到正向
影响，呼吁更多人关注和支持。



受助学生深入跟踪关怀

一对一通信

项目与广工政法学院党支部合作，在广东工业大学招募了

24名学生志愿者，与项目对象建立一对一的关系，以一到

两个月至少通信一次的方式，了解服务对象的学习和思想

情况，为他们提供关心慰问、心灵关怀、协调引导、排忧

解难，消除困惑，给予升学和就业参考指导意见等帮助。



受助学生深入跟踪关怀

梦想盒子

按照项目计划，深入跟踪关怀项目将在暑期举行省会行活
动，从24名学生中选出学习成绩比较突出的学生，邀请其
参加省会行活动，开阔眼界、活跃思维，了解科技发展趋
势和行业发展需求状况，利于他们对升学和就业的选择考
虑。但是受到6月份广州市疫情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保障活
动相关人员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决定取消婷美小屋爱童行
2021年省会行活动。

为了弥补省会行不能举办的遗憾，我们为孩子们准备了一
个“梦想盒子”，里面有大学明信片、广州市景点书签、广州
市手绘地图、迷你日历、时间规划本、给未来的一封信等
物品，希望用另外一种方式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关爱与支持。



为陪伴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提升抗逆力，促进其心理健康。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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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小学举办了8场“悦
伴童行 ”抗逆力心理辅导系列活动。

项目通过儿童参与的方式，以团队建设、自我认识、自信
心提升、趣味运动会、垃圾分类等6个主题开展，服务留
守儿童226人次，参与的社工、实习生、志愿者共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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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建设
认识自我

抗逆力为主题开展的活动--

心理健康服务项目--悦伴童行



以儿童参与为主的活动

分享策划趣味运动会的想法 趣味运动会

心理健康服务项目--悦伴童行



多方联动，建立关爱机制，为心理健康服务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项目由本会支持，市县镇妇联、村委会及学校进行协助，悦好社工负责执行实施。各方高度重
视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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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前期对广丰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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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识、自信心提升等内容回应儿童的需求，提升抗逆力，增强留守儿童乐观感、效能
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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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以儿童参与的方式进行团体辅导，聆听儿童的心声，与儿童共同策划、设计活动并实行，
提高儿童的归属感与成就感。学校负责人提到，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丰富新颖，丰富儿童的课余
生活，有助于儿童的心理健康成长。

活动成效

心理健康服务项目--悦伴童行



2021年5月，婷美小屋爱童行在雷州市客路第二初级中学

继续开展第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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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至12月，”爱+屋”儿童中心日常开放服务儿童8,7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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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场，服务儿童2,311人次、老师50人次、家长80人次。

电影日 阅读日

儿童中心每天开放时间：

10:30-12:00

16:30-18:30

每周开放4天半，开设阅读

日、电影日等主题日，儿童

可在中心开放时间内自由玩

耍和阅读图书。



多角度出发，建立和谐校园。

项目第二年的主题是构建和谐校园，项目从多角度出发，构建和谐校园环境。

1.机制角度：在项目第二年，联合学校建立儿童保护工作委员会，从“预防—

介入—支持”三步，建立学校保护儿童工作机制，实现为学生提供安全健康

环境，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为学校老师提供适应性支持和儿童保护知识培训；

为学生家长提供儿童保护知识培训，提升保护儿童能力，最终让学生能够健

康成长和发展。

2.学校角度：一是学校联合驻校社工开展和谐校园主题活动，先观摩了社工开

展的示范课，再到各班开展主题班会，极大提高儿童对校园欺凌知识的认识。

二是开展儿童保护普及游园活动，以游戏的形式加深儿童对校园欺凌知识的

印象，邀请老师、家长参与活动，共同构建和谐校园。

3.活动层面：由社工组织开展和谐校园小组，由小组成员学习和谐校园的知识，

并面向5-7年级的儿童利用宣传单、口头宣传等形式宣传。

活动成效

心理健康服务项目--爱+屋



参与式的管理模式，为儿童教育带去了新思路，

丰富了关爱形式。

项目开展来，中心贯彻落实“社工+中心管理员（老师）+N

名学生志愿者”的管理模式，不断优化了阅读日、棋艺日和电

影日等中心开放主题日，截至2021年11月中心接纳儿童

13,380人次。在9月随机抽查的42名儿童中，100%的儿童对

中心表示满意，90%的儿童一周来中心三次以上。

活动成效

心理健康服务项目--爱+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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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兼顾开展针对乡
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项目。希望从基础层面和心灵成长
层面全面地关怀、帮助乡村儿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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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等四个方面出发，

开展发放MOart绘乐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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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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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art绘乐盒

MOart绘乐盒
2021年，来自20个乡镇的乡村美术教师向项目

申领16,458份绘乐盒，经过层层筛选，165名乡

村教师获得绘乐盒发放资格。

项目制作8,685份绘乐盒，为131所乡村小学的

师生发放了8,650份绘乐盒（包含教师培训使用

的162份），2016-2021年累计发放55,916份绘

乐盒。

让 乡 村 学 生 能 上 一 堂 完 整 的 美 术 课



绘乐盒教师培训

2021年10月12、13日，MOart Program为信宜市19个镇130所乡村小学的154名教师提供了绘

乐盒课程培训。

梁镇兴老师为参与绘乐盒初阶课程培训的教师提供课程讲解，包括绘乐盒的组成、课程种类、

课程理念、如何使用教师手册等；针对教师的认知、能力、课堂引导学生，学生的心态管理，

教学环境改造建议，西方近代美术史美育启示等方面开展培训课程。



绘乐盒走访活动

2021年11月16-18日，MOart联合遇

见马良、一公斤盒子两家教育机构，

在信宜市当地走访了7间使用绘乐盒

的乡村学校，走访形式包含听公开课、

教师访谈。通过走访了解绘乐盒在不

同类型的教师教学中出现的需求与阻

碍是否存在差异，验证绘乐盒是否能

适用于不同类型教师的美术教学需求，

为绘乐盒更新迭代获取符合信宜市现

阶段的乡村学校美术教育的基础数据。



作品选

MOart作品选
叮！乘风破浪的学员们带着创意作品来了！

什么是爱？

爱是什么样子的？

也许我们无法描述

但在孩子们的世界里，爱可以描绘~

2021MOart作品选以“Love United（爱的联合

国） ”为主题开展作品选活动，希望通过作品创作，

帮助孩子懂爱会爱，明白爱是一种无边界的、拥有

强大凝聚力的情感。本次作品选共收到信宜市5个镇

共55所学校430名学生434张作品。



作品选

经过四轮专业评选，有22所学校60名学生

分获“入围奖”“优秀奖”，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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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MOart夏令营报名

资格。

2021MOart
「Love United」主题作品选



MOart夏令营

2021MOart夏令营 
       为配合捐赠企业周年庆活动，本次夏令营计划安排在北京市、秦皇岛市进行，6月份受广州疫情影响，多项筹备工作暂停，

虽然后续在活动方案中增加了多项疫情防控措施以保证活动安全进行，但与信宜市教育局沟通后最终按照当地教育部门的防疫

要求取消举办夏令营。



美术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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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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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课题均于2021年完成结项。



未来艺术家

助 力 艺 术 梦

未来艺术家在地集训
2021年5、11月，在信宜市分别举办了2次集训活动（4

天），学生共21人次参加活动。集训课程等涉及艺术史、

艺术思维、平面绘画、丙烯运用、人物造型、水彩技法

练习等内容的学习。 

集训安排了多堂户外写生课程，注重引导艺术与生活、

自然的融合，培养学生善于发现身边的艺术，能够灵活

地运用色彩和立体表达画面，提升对整体画面的细节刻

画能力。



未来艺术家

未来艺术家集训作品



腾讯99公益日
我和MOart绘乐盒的故事

腾讯99公益日
MOart绘乐盒从2018年起连续四

年参与腾讯99公益日活动，2021

年9月7-9日公众捐款126,586.10

元，腾讯随机配捐为11,192.25元，

EPO时尚集团作为爱心企业配捐

8 0 万 元 ， 合 计 总 筹 款 额 为

937,778.35元。99公益日期间，

有12,966人次参与MOart绘乐盒

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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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乐盒捐款做出了巨大贡

献。



品牌传播建设



品牌传播

• 本会订阅号、MOart服务号、网站、微博日常
进行内容运营，社群用户运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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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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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微信视频号等平台传播。



品牌传播--传播数据

本会官网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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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篇文章，

阅读点击量为31,181次。



品牌传播--传播数据

MOart Program服务号
MOart Program服务号2021全年

共发布推文49篇，

阅读数10,060人次，

获点赞数358次，

在看数197个，

累计关注人数为3,058人。



品牌传播--传播数据

本会公众号
本会公众号2021全年

共发布推文58篇，

阅读数7,896人次，

获点赞数165次，

在看数90个.



【信息时报】未来艺术家集训助力乡村学生
走上艺术之路

【羊城晚报】“骑士漂流记‘童画世界’画展”
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举行

社会媒体关注

2021年，爱童行专项基金的各项活动也

受到社会媒体的关注。

包括羊城晚报、新快报、信息时报、湛江

日报、湛江新闻网、广州日报、南方+、

公益花城、南方农村报等媒体。

2021年全年，共计报道 15 篇（次）。

品牌传播--传播数据



婷美小屋爱童行心理健康服务项

目——“爱+屋”儿童保护项目在

广东省民政厅“牵手行动”评奖活

动中获“优秀项目奖”。

品牌传播--社会认可



合作与成长



企业参与和支持

组织员工参与公益

捐赠物品支持公益

合力宣传公益

娇兰佳人组织员工志愿者参加探访病童活动，为病童准备包装心

愿礼物；娇联集团组织员工志愿者报名参加家访、回访活动。

娇联集团为中秋思亲访贫童捐赠1,400支婷美小屋护手霜

（价值20,860元）

娇联集团、EPO集团参与支持腾讯99公益日；娇兰佳人合

力推广病童月捐计划。



团队员工成长

2021年，爱童行同事们参加“参与式体验工作坊”，学习协
作者角色与基础能力。

2021年，爱童行同事们参加PMD Pro公益项目管理课程。



对外合作



年度财务情况



项目费用支出



项目费用支出



管理费用支出



新年展望



新年展望-爱童行项目规划

l 重症贫童救助项目：与本会资助业务部合作开展节假日探访病童活动，并探索对病童的跟踪关怀。

l 访贫助学行项目：资助贫困学生，和动员娇联集团员工参与本会探访受助学生活动；开展心理健

康服务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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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护项目第三年继续运行。

l 乡村学校艺术教育项目：在信宜市举办作品选、夏令营，发放绘乐盒和培训乡村小学兼职美术教

师，支持未来艺术家的美术学习。

l 加强与各捐赠方的沟通，推动本会与三家集团开展第三期的五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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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团队共同学习，团队不断总结工作经验，一起探讨学习，提升团队整体能力及默契。

l 走出去学习，组织团队伙伴参访部分公益机构、艺术机构，进行交流学习。



十年儿童慈善之路，大家见证着三家集团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担当与魄力，同时

也见证着一个个身处困境的孩童，迎来希望走出困境，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追梦路

上绽放笑颜。展望未来，我们仍旧期待继续携手在儿童慈善之路上前行。”
爱童行十周年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