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                     Newsletter110    

                         用我们的心灵感触我们                   协作者之友通讯 

                                                                                                                                    

    TEL：010-84043576         微信公众号：“北京协作者”“协作者云公益” 

【月报】协作者·4月 

     编者按：四月的阳光，甜美、温和，闪闪发光的孩子，在绿荫中呼吸着氧气，自由自

在的奔跑。协作者在这美好的四月里，也开始全面行动起来，辐射地:北京、南京、珠海。

下面，和我们一起，来了解北京协作者、南京协作者、珠海协作者的全月公益行动！ 

 

本月头条 

 

跨过千万里陪伴你——北京协作者启动中加儿童网络交流活动 

    “How many classes do you have ”（注释：你有多少课？）“Do you have any special 

festivals”（注释：你们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吗？），2016 年 4 月 23 日上午，位于国贸的

思科公司迎来了一群平均年龄 14 岁左右的中国流动儿童，孩子们正在通过全球最先进的视

频对话系统，与来自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小朋友相互介绍，了解对方的生活、学习情况。 

本次活动主题为“We Are Family——中加儿童网络交流”，由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组织开展，该活动已筹划两年之久，由北京协作者携手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思科

公司组织，在三方团队的共同支持下开展，接下来交流活动将持续开展。 

 

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U0NjExOQ==&mid=2653098951&idx=2&sn=39a26f

5348495b85a53bd0cc38b2bb4b&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U0NjExOQ==&mid=2653098951&idx=2&sn=39a26f5348495b85a53bd0cc38b2bb4b&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U0NjExOQ==&mid=2653098951&idx=2&sn=39a26f5348495b85a53bd0cc38b2bb4b&scene=0#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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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成长，放飞梦想——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员与北京协作者困境流动儿童梦

想大碰撞 

   一群中央机关的青联委员，一群困境流动儿童，你知道他们因梦想相遇的时候，会有怎

样的精彩吗？2016年 4月 23日下午，在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协

作者）四季青童缘，来自不同省份随父母在京的 15 名社区困境儿童以及来自中央国家机关

青联社会保障界别 20 余名委员，开始了“回到 8 岁”的年少梦想大碰撞，欢歌笑语中，青

联委员和困境流动儿童零距离陪伴的公益活动顺利开展。 

 

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U0NjExOQ==&mid=2653098951&idx=1&sn=bc2e0c

c2a70a20f1c0d6c517877b4081&scene=0#wechat_redirect 

 

读书日，南京协作者与金陵图书馆正式建立初中、小学图书捐赠点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U0NjExOQ==&mid=2653098951&idx=1&sn=bc2e0cc2a70a20f1c0d6c517877b4081&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U0NjExOQ==&mid=2653098951&idx=1&sn=bc2e0cc2a70a20f1c0d6c517877b4081&scene=0#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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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为了让城市边缘的困境流动儿童也能够享受到更多的阅读资源。南京市协

作者社区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南京协作者”）携手金陵图书馆启动“每个家庭都可以享受

阅读——关注困境流动儿童阅读暨亲子阅读大众讲坛”活动。读书日活动当天，南京协作者

与金陵图书馆合作，正式挂牌成立了“南京协作者图书捐赠点”。金陵图书馆崔主任、流动

儿童代表韩洁、流动家长代表李雪共同向社会发起了关注困境流动儿童阅读倡议：每一个困

境儿童及其家庭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同时，南京协作者邀请了《七彩语文》低年级副主编

葛苑春向打工父母分享亲子阅读的技巧与阅读的重要性。 

 

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IxNjEwMw==&mid=2649321267&idx=1&sn=3c880e

009f7f1d03e202dccf68777893&scene=4#wechat_redirect 

 

 

珠海协作者受邀出席“面向农民工的社会工作服务经验交流会” 

 

4 月 16至 17日，珠海协作者常务统筹杨玳瑁受邀出席南京大学河仁慈善学院和社会建

设学院合作主办“实践智慧与专业理念——面向农民工的社会工作服务经验交流会”。来自

广东、安徽、湖北、江苏、云南、四川等 14个城市的社会服务机构和中山大学、华中师范

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学者和《社会工作》杂志的主编，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的研究生、博士生四十余人出席交流会。  

作为企业社会工作代表机构，杨玳瑁围绕城市化对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重点分享了珠

海协作者企业社会工作实务经验和对企业社会工作在中国当下情境中发展的思考：农民工与

工业区、企业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社区关系，是工业型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可能成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IxNjEwMw==&mid=2649321267&idx=1&sn=3c880e009f7f1d03e202dccf68777893&scene=4#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IxNjEwMw==&mid=2649321267&idx=1&sn=3c880e009f7f1d03e202dccf68777893&scene=4#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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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破解中国城市化发展瓶颈的重要路径。将企业置于社区发展的视角下，视企业与员工为社

区一份子，推动农民工参与企业与社区建设，增强自我服务和服务社区的能力，搭建工业区

支持网络，拓宽本土企业社会工作的实践路径。 

 

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DA3NTc1Mg==&mid=2651142770&idx=1&sn=63dbe3

3f3917d62cf778a57ac44b6b6e&scene=4#wechat_redirect 

 

 

 

珠海协作者“ME 创新计划”父母工人支援行动项目启动入场宣讲 

 

 

4 月初，珠海协作者与新青工业区 3家企业确定合作意向，启动“ME创新计划”父母工

人支援行动项目参与对象招募工作，进入其中一家工厂面向 2000余名工人开展项目宣讲；4

月底，项目执行人员已完成父母工人亲职教育需求访谈，并开始着手完善亲职教育培训方案

与课件内容。 

 

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DA3NTc1Mg==&mid=403607604&idx=1&sn=da4607c

c229cda455e314965e7f200ea&scene=4#wechat_redirect 

 

 

服务成效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DA3NTc1Mg==&mid=2651142770&idx=1&sn=63dbe33f3917d62cf778a57ac44b6b6e&scene=4#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DA3NTc1Mg==&mid=2651142770&idx=1&sn=63dbe33f3917d62cf778a57ac44b6b6e&scene=4#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DA3NTc1Mg==&mid=403607604&idx=1&sn=da4607cc229cda455e314965e7f200ea&scene=4#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DA3NTc1Mg==&mid=403607604&idx=1&sn=da4607cc229cda455e314965e7f200ea&scene=4#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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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4月，北京协作者、南京协作者、珠海协作者为包括孤寡老人、困境儿童、流

动人口、青年工人等有需要的人群累计开展各类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活动 129 次，直接受益

3518人次。 

 

 

 

 

 

社工服务 

 

    4 月，北京协作者分别在三个童缘中心、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展 77 次社会服务活动，

累计服务 642人次，95人次参与志愿服务，累计服务时长 14070分钟，于此同时为 18名社

会工作专业实习生提供实践平台及督导支持。其中，组织开展了中国流动儿童与加拿大儿童

的跨国网络交流活动，中加共计 15名儿童参与其中，21名来自企业、高校的志愿者为中加

交流提供翻译、资源协调等工作。北京-南京-珠海小朋友也通过网络，开展了跨城际的交流

小组，提升交流与互助能力，促进对城市社区的融入与归属。并针对助学走访中发现的家庭

个案需求，组织志愿者在打工子弟学校开展支持性小组，周末进入家庭开展个案辅导等专业

服务，促进困境儿童的自我接纳与同伴支持。 

    4 月志愿服务共计 74 人次，其中有北京社会管理学院、中华女子学院、北京青年政治

学院、家长志愿者和儿童志愿者等参与志愿者服务，分别参与助学走访协议签订、图书录入、

儿童托管、小组活动协助以及老人照顾和老人看病等志愿服务。 

   开展课后托管服务，直接受益儿童 174人次，日常托管 23次。同时对社区托管的儿童进

行家访 10个家庭，共计服务 28人次，志愿者开展个案辅导 4次，了解儿童在家里以及社区

托管的变化，为孩子的成长更好地设计目标。 

     4 月除了每日送餐之外，还组织社区居民、打工者、流动儿童和高校学生持续开展社

区孤寡老人照顾服务，共计开展社区老人照顾 4次，志愿参与 16人次，志愿服务时间 2730

分钟，合计 45.5小时，服务包括生活照料、节日生日庆祝、周六探望、看病就医等。 

     4 月到童缘参观共计 18 次，来访人数共计 24 人，他们分别来自乐视教育、儿童乐益

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外联部干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理工大学、进修附小四

6班、绿杂志、燕西台、西平庄以及个人等来到童缘参观交流。 

    捐赠方面，4月份小店童缘、四季青童缘、东四童缘共接收捐赠物资 328件，用于小店

童缘建设和助康计划共计 35000 元，他们分别是来自史家小学二年级 15班、张嘉怡、北京

大学社会学学生会干事、李炳岐、中国地震局、青联委员、瑞典妇女教育协会等爱心人士捐

赠。 

北京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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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倡导 

 

4 月 22 日-30 日，北京协作者李涛主任应邀参加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在北京召开的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工作会议。4月 17日-20日，北京协作者应邀参加爱佑慈善基金会举办

的赋能社课程。 

4 月 20日上午，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者王海英应东城区妇联邀请，参加东城区第十三

次妇女代表大会征求意见座谈会。王海英结合北京协作者的工作以及服务对象的需求，包括

社区老年妇女、职业妇女以及社区家庭及儿童成长的需求，对妇联组织未来面临的形式、机

遇、角色定位和职能以及挑战等进行了分享。 

4 月，北京协作者共计接待来访参观交流共计 12 次，参观人数 25人次，参观交流人员

分别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外联部干事、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社会学、瑞典爱心人士妈妈、北京市网贷行业协会、乐

视教育等单位和高校。 

4 月，北京协作者围绕世界读书日主题，展开相关的宣传，分享北京协作者协助困境流

动儿童传递渴望读书的心声，链接社会资源为流动儿童捐赠书籍，倡导社会主流群体关注困

境流动儿童的成长与学习。 

北京协作者通过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发起#流动书桌助学计划#、#社区照顾#、#协作者

童缘#等话题，发布微博、微信 70余篇，10000余字；发布博客 13篇，12738字；借助微信

公众号“协作者云社工”、“协作者云公益”、“北京协作者”微信公众号自媒体宣传平台，

发布 8 期，共计 18 篇，发布文字 37971 余字。4 月发布专题通讯 3 期，共计 37659 字，总

结提炼北京协作者在专业服务、政策倡导、专业支持等方面的经验所取得的成效。 

【社区照顾】社会工作者探望社区孤

寡老人 

【儿童社会工作】协作者童缘课后托

管 

【儿童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为社区

儿童开展主题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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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交流】北京协作者应邀与

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交流 

【来访交流】李涛主任为青联委

员介绍协作者的专业服务发展 

4 月份影像数据照片 10.57GB,共计 3037张，视频 46.2GB，共计 83个；本月制作“中

国-加拿大儿童交流介绍短片”、“北京协作者东风地区‘三社联动’社区社会组织专题培

训成效纪录片”2个；同时协助社会工作部完成协作者童缘软装饰材料。 

 

 

 

 

 

 

 

 

 

 

 

 

 

专业支持 

 

4 月，北京协作者受东城区社工委托，作为第三方支持性专业机构对参与市区两级政府

购买服务的 47家社会组织的项目进行全程监测评估，本月共实地走访、现场监测 11个社会

组织服务项目。过程中，北京协作者结合自身组织经验为各个组织提供关于项目管理运作、

项目成效总结、宣传推广、志愿者管理等方面的咨询与指导。并回收东城区区级购买服务项

目中期报告，了解项目中期进展情况，接下来北京协作者将为区级购买服务项目承接单位开

展圆桌辅导会。 

  北京协作者实施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建设与运营项目，开展年检事务性服

务，本月共接听社会组织咨询电话 1931个，其中基金会 517个，民非 626个，社团 788

个，同时开展市级社会组织年检预审工作。筹备“协作者课堂——财务面对面”，共收

到 182家社会组织报名，同时进行协作者助力计划、加盟伙伴招募。 

  北京协作者实施东城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领导力培训工作坊项目，针对东城区社区

社会工作者开展问卷调研，回收有效问卷 432，在整理和分析数据基础上形成《东城区

社区社会工作者现状与需求调研报告（初稿）》。同时面向全区招募社区社会工作者参

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领导力培训工作坊，已有 57 人提交报名申请表。接下来北京协作

者将遴选出 50 名左右社区社会工作者参与基础督导和进阶督导 2 个梯次的工作坊，使

【来访交流】北京协作者接待北

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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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及专业引领能力

等领导力得到提升。 

北京协作者实施东四“三社联动”机制建设项目，举办东四地区“三社联动”社

区公益微创投项目大赛，市、区、街道相关领导，专家学者及社区居民代表等 100余人

次参与，7个社区“三社联动”项目主责社工和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分别进行项目展示

汇报，专家和居民代表点评打分，最终 7个社区项目均以高分得到居民和专家的高度认

可和肯定。为保障社区公益项目的规范性、专业性和质量，大赛之后，北京协作者开展

了东四地区“三社联动”项目及财务管理培训，为 7个社区“三社联动”项目主责社工、

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及志愿者骨干提供了项目实施方案撰写、项目档案管理、财务管理

等知识培训。同时北京协作者还为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提供了 10 余次小组辅导、个

案督导，及时有效回应社区在专业服务方面的挑战。 

北京协作者“三社联动”办公室与朝阳区东风地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于 4月 26日-29

日开展“‘十百千’工程——东风地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系列培训会”。东风地区 30

位来自各社区社会组织、辖区单位志愿者队伍负责人参与本次培训。本次系列培训持续

四天，围绕社区社会组织成立、公益理念提升、组织建设、团队协作能力四个维度开展

培训，通过主题分享、参与式讨论、互动游戏、外出交流等方式为地区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领袖、社区志愿者搭建沟通交流学习的平台，提升各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的综合能

力。 

北京协作者实施东四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项目，开展了东四街道社区社会

组织培育孵化项目启动会，向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牵头社工、骨干志愿者等 50 余

人次介绍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思路及做法，为做好组织动员及下一步工作开展奠定基

础。同时，北京协作者筹备 7个待培育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见面会，沟通明确相关

安排和计划，以便更好地激励志愿者持续参与，发挥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社区的主体作用。 

4 月 1日上午，北京协作者中心主任李涛应邀前往北京工业大学，为该校社会学系

学生做《每个弱者都有力量——协作者的生命故事》演讲。这是继去年 4 月 16 日李涛

主任应邀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做《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介入策略》的专题讲座后的第二

次分享。 

北京协作者实施北京协作者助力东城区妇女儿童社会组织培育孵化项目，4 月 21

日，北京协作者李涛主任为六家来自东城区妇联为主管单位的处于初创期的社会组织做

了关于“项目设计开发”的主题辅导，从项目是什么，项目的开发过程，项目可行性研

究，以及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等，结合每个组织的特点进行分享与辅导，提升社会组织项

目设计和实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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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支持】北京协作者东四地

区”三社联动“公益创投大赛 

【专业支持】北京协作者东四地

区”三社联动“公益创投大赛 

【专业支持】中心工作人员刘倩

与社团处各处室召开联络员会议 

 

 

 

 

 

 

 

 

 

 

 

 

 

 

 

 

 

 

3 月到 4 月，南京协作者针对 47 户困境流动家庭进行实地的走访，并在南京市宁燕外

来工子弟小学、南京市七桥小学、南京市江东门小学、南京市江心洲中心小学等 4所学校开

展 5场资助会，累计资助 38 个家庭，40名困境流动儿童，发放助学金 24600元，发放助学

衣服 38件，儿童床套 25套。 

4 月，南京协作者日常托管 17天，服务 136人次；开展“童眼看社区”社区小记者行、

流动儿童跨城际交流小组、趣味运动会、家访、爸爸妈妈加油站、亲子交流会、清明节联谊、

“每个家庭都可以享受阅读”关注困境流动儿童阅读暨亲子阅读大众讲坛、“向日葵计划”

社团助力营、青少年社会工作助力计划等 23次服务活动，直接服务 368人次，38人次的打

工志愿者、流动儿童志愿者、高校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时长 8610分钟。 

 

 

 

 

 

 

 

 

 

 
【儿童社会工作】南京-北

京流动儿童城际交流 

【儿童社会工作】童眼看社

区——社区小记者行 

【儿童社会工作】日常托管 

南京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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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社会工作】趣味运动会 【家庭服务】家访 

【家长服务】为流动父母开展亲

职教育培训 

 

【社区联谊】开展“风情连亲情，

清明话希望”联谊活动 

 

【流动书桌助学计划】助学

款、爱心物资发放 

【向日葵计划】高校志愿者

社团志愿者培训 

【助力计划】青少年社会工

作事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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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珠海协作者日常图书借阅服务 577人次；心理压力倾诉，情感及婚姻关系处理与

工厂管理等个案咨询 10名，咨询 13人次；开展流动儿童公益托管、宝贝故事会、社区公益

大卖场、大学生与工友联谊、亲子大学一日游、“为工业区渴望阅读的孩子众筹童书馆”倡

议行动、“ME创新计划”服务工人支援行动项目启动入厂宣讲等服务活动 12次，直接服务

2372 人次，31 人次的工人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流动儿童志愿者参与其中；为北京师范

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全人教育办公室义工服务发展中心课程的 20 名大学生提

供专业实践督导。 

 

 

 

 

 

 

 

 

 

 

 

 

 

 

 

 

 

珠海协作者 

【节日联谊】志愿者组织工

业区清明节社区活动 

【助力计划】UIC 义工课程小组

学生提供督导服务 

【儿童社会工作】宝贝故事会 

【教育倡导】ME 公益创新

计划“我们也是父母”项目

需求访谈 

【外出交流】UIC 工友大学

一日游 

【外出交流】UIC 亲子大学

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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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作者 

服务经验 

     

    编者按：4月，北京协作者、南京协作者、珠海协作者在服务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总结、

创新服务的经验和方法。其中，北京协作者链接多方资源，探索“互联网+社会工作”实践

经验，促进不同地域儿童跨领域交流互动。南京协作者，启动了第 7年的流动书桌助学走访，

完善流动儿童救助标准体系，建设科学的评估系统。珠海协作者在服务实践中，改善流动儿

童服务环境，打造高品质的托管服务。 

 

 

链接多方资源，探索“互联网+社会工作”实践经验，促进不同地域儿童跨领域交流互

动： 

 

2009 年，北京协作者携手南京协作者组织开展南北流动儿童跨地域交流活动，短短为

期五天的交流，使来自不同地域的流动儿童互相学习、互助支持，结下深厚友谊，对当时参

与服务的受益儿童影响至今。但跨领域交流在人员成本、资金成本、可持续性方面都是较大

挑战。 

2016 年 4 月，北京协作者携手思科公司、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组

织在北京的困境流动儿童代表，通过最先进的网真视频系统，与远在加拿大的儿童进行交流，

锻炼儿童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并成为彼此的成长伙伴。 

 

1、协调专业网络资源、志愿者参与服务：该活动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三方参与人员完

全以志愿者的方式参与，由思科公司提供网络技术、翻译等设备和志愿服务支持，以及加拿

大曼尼托巴大学协调多领域志愿者提供翻译工作。 

2、开展平行小组，鼓励儿童参与话题收集、流程完善等工作，锻炼儿童组织、表达等

能力：活动开展前，北京协作者设计专业的平行小组方案，并与加方社会工作者和思科公司

志愿者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三方进行了多次周密严谨的现场演练。中加两国儿童围绕活动主

题开展平行小组，在交流中分享自己的成果。 

3、借助先进网络技术，探索“互联网+社会工作”这种方式在促进不同地域、国家间，

对于服务群体可以起到的作用，拓展参与儿童的国际化视野，尝试探索有无可能拓展社会

工作服务的新范式。 

 

北京协作者希望让中国的流动儿童看到更广大的世界，结交更多元的朋友；全球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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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协作者 

珠海协作者 

我们不希望处于新技术边缘的流动儿童被抛弃，希望流动儿童从小能够建立起全球化视野，

我们也将在接下来的服务中同步开展行动研究，将活动技术经验与更多的组织和部门分享。 

 

 

 

完善流动儿童救助标准体系，建设科学的评估系统。 

 

 

    目前我国的社会救助、临时救助等救助行为尚未形成统一的救助标准，且缺少量化的救

助指标。3、4月份，南京协作者启动第 7年的助学走访工作，为更好地保障南京协作者“流

动书桌助学计划”实施过程中的严谨性以及实施救助的客观公正性，特结合南京协作者多年

来的助学走访经验，总结归纳助学家庭陷入困境的共性原因，并具体量化至三级指标。同时，

总结出“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困境救助评分表”，分别从困境流动家庭的经济状况、

家庭功能、社会支持等方面进行客观评分，评估中实行资料评估与分数指标评估相结合，综

合走访人直观感受与分数指标得分情况，最大程度、尽量科学地筛选出需要救助的对象给予

救助，保障“流动书桌助学计划”实施过程的严谨性与规范性、救助结果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救助成效的最大化。 

 

 

 

   改善流动儿童服务环境，打造高品质的托管服务 

 

 

     4月，珠海协作者童缘自开放以来，动员工业区务工家庭和流动儿童一起动手装饰新

家园，持续为工业区的儿童和家长提供高品质的阅读空间；同时，珠海协作者童缘儿童托管

服务着力打造规范专业的托管品牌，注重每一次与孩子接触时的影响，从引导孩子进门问好

洗手，到引导孩子挑选图书归还图书，按时吃饭、按时写作业、一起游戏等，在细节上培养

托管儿童良好的文明礼仪习惯、遵守公共空间规则的意识，形成具有时间观念与独立自律能

力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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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 

 

在过去的 4月份里，北京协作者、南京协作者、珠海协作者分别得到中国人口报、北京

社区报、奥林匹克社区报、中社网、江苏工人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共累计报道

7次。 

 

    2016-4-1-北京社区报-第四版：“陪伴天使”——北京协作者与思科 TS 携手举办趣味

运动会 

    链接：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online.php?pid=MTUwNTAw 

   2016-4-26-中社网：北京东四地区：“三驾马车”专业护航 “三社联动”服务社区 

    链接：http://www.shehuiwang.cn/shzz/201604/t20160426_5833.html 

    2016-4-1-江苏工人报-第二版：清明节，南京协作者与流动家庭共享美妙春光 

    链接：http://epaper.routeryun.com/Article/index/aid/747376.html 

    2016-4-25-江苏工人报-第一版：世界读书日，南京协作者为困境流动儿童发起图书捐

赠，让城市边缘的孩子也能享受阅读 

链接：http://epaper.routeryun.com/article/index/aid/789313.html 

    2016-4-26-南方都市报：珠海协作者为工业区孩子众筹童书馆 

    链接：http://epaper.oeeee.com/epaper/N/html/2016-04/26/content_31029.htm  

 

 

 

活动预告 

 

   4月，北京协作者、南京协作者、珠海协作者全月公益行动，5月又有哪些精彩内容呢？ 

 

 

 

协作者童缘（北京） 

5 月 14日、21日、28日，北京协作者流动儿童分别与南京协作者、珠海协作者流动儿

童开展网络交流活动，过网络交流，提高小朋友的交流圈，增强同辈之间的认识 

5 月 13日、20日、27日，北京协作者分别前往三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展流动儿童公益健

北京协作者 

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online.php?pid=MTUwNTAw
http://www.shehuiwang.cn/shzz/201604/t20160426_5833.html
http://epaper.routeryun.com/Article/index/aid/747376.html
http://epaper.routeryun.com/article/index/aid/789313.html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N/html/2016-04/26/content_310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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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体检，该活动为六一儿童节关注流动儿童健康系列活动，希望使流动儿童、老师接受健康

服务，增强健康方面的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的意识，同时使社会关注流动儿童健康。 

5 月 15 日，北京协作者组织开展志愿者中期培训会，促进志愿者对志愿服务进一步的

认识，促进志愿者相互间的互动和分享，提升志愿服务能力。 

5 月 16 日，北京协作者组织开展困境流动儿童支持性小组活动，促进困境儿童相互认

识建立关系。 

5 月 20 日，协作者童缘（小店）与瑞典妇女教育协会一起互动做游戏过端午，感受中

国的节日习俗，促进流动儿童与社会主流群交流。 

5 月 28 日，组织开展“生命影响生命——高盛志愿者、百年职校学生携手流动儿童生

命故事分享活动”，组织高盛志愿者、百年职校学生等多元化的人员，通过生命故事宣讲，

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向流动儿童分享童年与梦想，职业选择，协助流动儿童正确认识梦想与

生命的意义，感受来自社会的关爱。与此同时借助一天的公益活动中，高盛志愿者发挥自身

优势服务流动儿童，感受公益和自我价值，持续参与到北京协作者天使陪伴计划中，关注流

动儿童成长与发展。 

5 月 28日，携手思科公司、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组织开展“We are family——中加儿

童网络交流第二次活动”。 

5 月 29 日，组织开展北京市社区儿童之家示范基地（协作者童缘）启动仪式暨庆六一

活动，正式宣布北京市社区儿童之家示范基地的成立，并通过各级妇联和社区儿童家长的参

与，传递社区儿童之家的社会价值，倡导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儿童社区教育服务。 

 

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 

5月下旬，为社会组织财务人员及负责人，开展协助者课堂——财务面对面培训，进一

步加强我市社会组织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提高社会组织财务人员的专业能力，更好的促进

社会组织的发展。 

5月，为市级社会组织提供年检电话咨询，为社会组织在年检填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答

疑解惑。 

5月，为市级社会组织提供年检预审工作，审核市级社会组织提交的年检工作报告，提

供咨询意见，助力社会组织年检工作的有效化开展。 

5月，为社会组织、个人等提供场地预约，全方位便利各级组织开展活动。 

5月，助力计划招募，针对不同阶段的社会组织，招募一批助力伙伴，从引荐注册—政

策指导—空间支持—专业培训—专家督导—资源链接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挖掘潜能，

汇聚力量，助力社会组织创业，让公益梦想抵达光辉彼岸。 

5月，支持伙伴招募，汇集各方支持性力量，共同促进社会组织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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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四街道社会治理支持中心： 

5 月东四社会治理支持中心开展东四“三社联动”机制建设及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项

目。 

5 月 18 日，北京协作者将前往八条社区与培育的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见面，沟通组织

培育思路，制定培育计划。 

5 月 19日，北京协作者为南门仓社区“爱我家园”志愿服务团队开展第二次小组活动，

带领志愿者制定组织规章制度、确定组织架构，建立相关规范的社区社会组织基本制度。 

5 月 20 日，北京协作者为总院社区老年协会开展第二次理发培训，手把手教授理发技

能，并贯穿志愿服务宣传，促进社区居民自我服务和服务社区。 

5 月 26日，北京协作者为南门仓社区“爱我家园”志愿服务团队开展第三次小组活动，

引导志愿者设计志愿服务活动计划，提升组织项目开发设计和筹资能力。 

5 月 27 日，北京协作者为总院社区老年协会开展第三次理发培训，通过社会实践及指

导，使志愿者初步掌握理发方法。 

 

 

 

莲花北苑社区服务点： 

   5月 14日、28日，南京协作者与北京协作者共同开展跨城际网络交流小组，体验不同城

市的文化特点，促进不同城市间流动儿童的互动交流。 

 

响水桥社区服务点： 

5 月中下旬，南京协作者响水桥社区小记者将继续走进社区采访，了解社区拆迁对居民

生活的影响和变化，也将采访学校、社区等工作人员，对“社区拆迁”问题有更深入的探索。

进而初步形成一份儿童视角为主观察、调查的社区拆迁居民需求报告。 

5 月中下旬，南京协作者响水桥社区与北京协作者小店社区开展跨城际交流小组的后续 

活动。 

 

南京协作者童缘服务点： 

5 月，每周六晚上 18:30，亲子电影汇剧场。 

 

流动书桌助学计划： 

五月中上旬，南京协作者“读书角改造计划”将陆续开展志愿者招募、培训。五月中旬，

正式走进 12 个困境流动儿童家中，为困境流动儿童添置学习桌、椅子、台灯，软木板等硬

件实施，与流动儿童一起装饰，打造属于他们的一平米学习空间。 

南京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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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招募  

    1、招募读书角建设的志愿者 2名，协助物资的运输及现场的建设； 

2、招募摄影摄像的志愿者 1名，负责整个建设过程中关键环节的拍照摄像等。 

    链接（点击以下链接报名）：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IxNjEwMw==&mid=2649321327&idx=1&sn=41

c46369d1dfd4280e3b642126fbcf9d&scene=0#wechat_redirect 

 

 

五月下旬，南京协作者将启动针对打工子弟的 400 名流动儿童开展健康体检服务（暂

定）；六月上旬，针对 200 名流动儿童及 400名家长开展健康知识培训服务。 

 

备注：招募 

1、链接儿童医院资源，为打工子弟小学 400名学生开展体检活动，分为 1-3年级与 4-6

年级两种类别。主要包括，内科，眼科，耳鼻喉，口腔，外科（4-6年级）； 

2、招募健康体检活动志愿者 10名，协助体检活动的准备、现场的引导、问卷调查等； 

3、招募健康培训志愿者（医生志愿者）6 名，分别为 200 名儿童和 400 名家长各开展

一场健康知识培训。 

 

 

 

 

 

 

    5月，新申请志愿者见面会； 

    5月 15日，启动青年工人职业发展规划小组； 

    5月中下旬，启动“工友才艺秀”社区文艺活动； 

    5月下旬，启动第二期亲子故事班； 

    5月，面向工业区流动工人启动 ME公益创新计划“父母工人支援行动”项目的亲职教

育部分； 

    5月，每周六晚 7点半，珠海协作者童缘宝贝故事会； 

    5月，每周六下午 3点，北京、珠海两地流动儿童网络交流互动活动； 

珠海协作者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IxNjEwMw==&mid=2649321327&idx=1&sn=41c46369d1dfd4280e3b642126fbcf9d&scene=0#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IxNjEwMw==&mid=2649321327&idx=1&sn=41c46369d1dfd4280e3b642126fbcf9d&scene=0#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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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启动工业区流动儿童绘本剧表演大赛参赛宣传招募工作。 

 

爱心捐赠： 

 

4 月份，北京协作者、南京协作者、珠海协作者也接受了不同爱心人士及企业单位的捐

赠，感谢所有爱心人士及企业的捐赠。捐赠明细如下： 

 

北京协作者 

时间 姓名/单位 捐赠明细 总数 

2016/4/9 牛芳蕊 墨汁 1瓶；存钱罐 1个；马甲 1件 3 

2016/4/13 中间艺术区吴经理 电影票两张 2 

2016/4/16 段锦茹 黑板 1块，皮球 1个，打气筒 1个； 3 

2016/4/21 张嘉怡 

《我爱阅读丛书》系列 12 本，《漫动作哇》系列

31 本，《小学教材全解》系列 4本，《小熊维尼-

好好睡个觉》2本（中英对照版和汉语拼音版），

《妈妈在哪儿》2本（中英对照版和汉语拼音版），

《奇奇颗颗历险记》系列 12 本，《鼹鼠的故事》

系列 3本，《鼹鼠的故事》系列 3本，《托马斯和

朋友动画故事乐园》系列 5本，《漫动作电影收藏

册》2本，《漫威男孩最爱的 100个超级英雄故事》

2 本，《拉塞-玛娅侦探所》系列 10本，《从小爱

科学有趣的物理》系列 13 本，《漫威让男孩受益

一生的英雄励志故事》2本，《迪克·布鲁纳丛书

之米菲快乐课堂》系列 2本，《分享阅读》系列 2

本，《全球第一热门游戏三星攻略特愤怒的小鸟》

1 本，《小矮人边玩边学系列丛书》5 本，《电脑

乐园》系列 2本，《迪克·布鲁纳丛书小米菲大智

慧》1本，《赛车英雄传》系列 2本，《狂笑喜乐

会图鉴版》1本，《狂笑喜乐会》系列 1本，《愤

怒的小鸟愤怒全攻略》1本，《奥拉星英雄亚比大

全》1 本，《超级大图鉴赛尔号》1 本，《芭比公

主故事神奇公主》1本，《芭比小公主幸福成长故

事花园-甜美小公主注音版》1 本，《芭比小公主

影院-芭比之公主学校》1 本，《麦兜响当当电影

原著故事书》1本，《巴啦啦小魔仙精华大合集剧

照版》1 本，《如何让孩子脱颖而出》1 本，《课

文同步拓展三阅读》1 本，《让女孩幸福一生的公

主故事绘本集》1 本，《亭亭历险记秘密基地》1

本，《走向名牌中学英语精讲精练》1本，《蓝精

图书 20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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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3D电影小说》1本，《灰姑娘与水晶鞋》1本，

《世界文学名著·金色启蒙-青鸟》1 本，《好宝

宝图画捉迷藏精彩童话屋》1本，《漫动作》系列

8 本，《好孩子学画画奥特曼》1 本，《贝贝熊系

列丛书》26本，《爱丽丝梦游仙境》1本，《世界

文学名著经典注音彩绘本》系列 7本，《福尔摩斯

探案故事》1本，《熊出没之环球大冒险丛林篇》

系列 10 本，《世界精选图画书獾的礼物》1 本，

《小蜗牛自然图画书系》3本，《人气绘本天后》

系列 4本，《星球大战原力觉醒彩绘版》1本，《漫

画王-短路学院》1 本，《幼儿启蒙小百科·神奇

的机器-卡车》1本，《健康长寿的奥秘》1本，《登

上健康快车-讲课经典·健康行动》1 本，《老年

人健康保健实用手册》1本，《美味家常菜》1本，

《红墙健康卫士之元气足 百病除》1本 

2016/4/22 
北京大学社会学学

生会干事 
北京大学记事本 10个，北京大学钢笔 2支。 12件 

2016/4/23 曹竹欣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1 本，《窗边的小豆豆》1

本 

共 35人共

72本书 

2016/4/23 杜思桐 《伊索寓言》1本 

2016/4/23 鄂泓霏 《千家诗》1本 

2016/4/23 郭梓悦 

《黑猫警长---紧急追捕》1本，《黑猫警长---眼

镜被盗》1本，《黑猫警长---追击搬仓鼠》1本，

《黑猫警长---吃丈夫的螳螂》1 本，《黑猫警长

---偷吃红土的小偷》1本 

2016/4/23 

2016/4/23 

2016/4/23 

韩知岩 
《迪士尼迷你小影院---赛车总动员》1 本，《认

工程车》1本，《认百花》1本 

2016/4/23 胡嘉玺 《月牙船》1本 

2016/4/23 黄天齐 《600道精选数独游戏》1本 

2016/4/23 姜辰燃 
《365 夜童话》1 本，《伊索寓言》1 本，《格林

童话》1本 

2016/4/23 荆雅钰 《父亲的城》1本 

2016/4/23 李星洲 
《弟子规》1本 

《儿童自信故事》1本 

2016/4/23 李泽璐 《拼音》1本 

2016/4/23 林思言 

《粉红舞鞋》1本，《120首最经典的英语儿歌（咿

咿卷）》1 本，《120 首最经典的英语儿歌（呀呀

卷）》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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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23 刘蕊漘 

《幼儿认读童话》1 本，《世界经典童话》1 本，

《爆笑乌龙院》1本，《迪士尼公主美绘故事集---

冠军之心》1本 

2016/4/23 
刘嵩 

《西游记》1本 

2016/4/23 《童声里的中国》1本 

2016/4/23 刘运康 《我们周围的艺术》1 本 

2016/4/23 潘艺旻 《好习惯》1本，《超能陆战队》1本 

2016/4/23 齐皓轩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1本，《酷虫学校》，《查

理和大玻璃升降机》1 本 

2016/4/23 
沈沐函 

《老鼠牙医生》1本 

2016/4/23 《穿睡衣上学的露露》1本 

2016/4/23 史浩志 《活了 100万次的猫》1本 

2016/4/23 孙若妍 
《神奇的礼物》1本，《幼儿十万个为什么》1本，

《笨笨猪》1本 

2016/4/23 王家岳 《雷锋故事》1本 

2016/4/23 王乾宇 
《最神秘的十万个为什么（恐龙篇 自然篇）》1

本，《昆虫记》1本 

2016/4/23 王奕灿 《爱丽莎的眼睛》1本 

2016/4/23 王忠睿 《世界风情小百科》6 本 

2016/4/23 夏竹风 《机智的小山羊》1本，《会飞的教室》1本 

2016/4/23 徐诚安 《好故事讲不完》1本 

2016/4/23 严雪瑄 

《疯了桂宝 1》1本，《疯了桂宝 4》1本，《疯了

桂宝 8》1 本，《中国经典童话》1 本，《勇敢传

说》1本 

2016/4/23 余佳尹 《格林童话》1本 

2016/4/23 张锦涵 《窗边的小豆豆》1本 

2016/4/23 赵默涵 
《培养女孩完美人格的 110个公主故事》1本 

《芭比经典公主故事合集 2》1本 

2016/4/23 赵奕诚 《安徒生童话》1本 

2016/4/23 郑天雅 

《蓝精灵图画故事书---格格巫的坏主意》1 本，

《激励女孩成长的励志故事》1本，《丁丁历险记

---蓝莲花》1本 

2016/4/23 周子铮 《365夜故事》1本 

2016/4/23 庄启宸 《让男孩子着迷的 100 个成长故事》1本 

2016/4/23 杨妙颜 
《妈妈讲故事》1本 

《胖胖猪感冒了》1本 

2016/4/23 李炳岐 坦克模型 1个 1个 

2016/4/23 
中央国家机关青联

委员 
防地震科普画册 30本，1盘动画片 3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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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23 
中央国家机关青联

委员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模型 1台 1台 

2016/4/23 
中央国家机关青联

委员 
20000元（小店童缘“嬉”功能区建设） 20000元 

2016/4/23 
中央国家机关青联

委员 
20100元（流动儿童健康体检） 20100元 

 

 

日期 姓名 捐赠金额/物品 

南京协作者 

2016/4/9 家长彭秀华 1个拖把、1块抹布 

2016/4/20 山东女院实习生陈菲 
41件衣服、6件围巾、1顶帽

子 

2016/4/22 家长于花香 9件衣服 

2016/4/23 王艺霏 23本书籍 

2016/4/23 《七彩语文》杂志社 31本《七彩语文》书刊 

南京协作者在点赞网发起“书香大爱——困境流动儿童阅读支持计划”倡议行动，截止到 5

月 10日，共筹得 2134.9元，其中捐赠 812.9元，点赞支持 353人，集赞 1122个赞，一个

赞由基金会捐赠 1元，项目基础资金爱德基金会捐赠 200元。 

2016/4/20 大刘 50元 

2016/4/20 阿宅 100元 

2016/4/20 ^鑼堢惫.zi o O 2元 

2016/4/21 小玉 2元 

2016/4/21 小黑 10元 

2016/4/21 摒弃 --jie 10元 

2016/4/22 1313826xxxx 10元 

2016/4/22 艾工坊红梅 13928645865 100元 

2016/4/23 李真 100元 

2016/4/23 焱斌 20元 

2016/4/23 甜瓜和尚 9.9元 

2016/4/23 玳瑁 50元 

2016/4/23 雾里看花 20元 

2016/4/23 英 Cai   10元 

2016/4/23 寒江雪 10元 

2016/4/23 荣芳 20元 

2016/4/24 欧阳 10元 

2016/4/24 袁晶 20元 

2016/4/24 施冰滢 30元 

2016/4/24 胡江华 50元 

2016/4/24 南京天使之翼绘本馆 10元 

2016/4/24 AR科技团队--峰妈 26元 

2016/4/24 1366121xxxx 20元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36762.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33229.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39161.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46758.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47273.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64659.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65836.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43851.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69581.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37067.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237528.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76527.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76557.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76690.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450126.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38106.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34898.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87571.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87713.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87732.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87785.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66448.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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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25 YOUBAO 10元 

2016/4/25 He BeiGuo 100元 

2016/4/25 社工大海 2元 

2016/4/26 志葵 5元 

2016/4/26 小妮 5元 

2016/4/28 沁柔® 1元 

【珠海协作者】“为工业区渴望阅读的孩子众筹童书馆”倡议行动共计筹到童书款 4136.34

元，其中微信众筹 127人次参与，捐款 3906.24元。 

2016/4/22 梁燕平 20元 

2016/4/22 杨菁 20元 

2016/4/22 苏燕 10元 

2016/4/22 王秀燕 2元 

2016/4/22 Ivy 30元 

2016/4/22 陈虹 50元 

2016/4/22 谢虹 50元 

2016/4/22 杨小娇 36元 

2016/4/22 叶美娟 20元 

2016/4/22 佚名 5元 

2016/4/22 玳瑁 20元 

2016/4/22 传芝 8.88元 

2016/4/22 曾天煜妈妈 5元 

2016/4/22 东玲 5元 

2016/4/23 一静 100元 

2016/4/23 何茹 10元 

2016/4/23 连秋瑾 300元 

2016/4/23 李苗苗 1元 

2016/4/23 王立宏 20元 

2016/4/23 小树 100元 

2016/4/23 李瑾 50元 

2016/4/23 职消寒 100元 

2016/4/23 庞乐兴 100元 

2016/4/23 胡志强 5元 

2016/4/23 王勤 5元 

2016/4/23 成双 100元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007876.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90330.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76823.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538986.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610282.act
http://www.dianzan.it/profile/2625853.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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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23 吴翠芬 20元 

2016/4/23 Youzhen Li 50元 

2016/4/23 铁臂阿童木 10元 

2016/4/23 张苗林 50元 

2016/4/23 Jake 100元 

2016/4/23 冼志勇 100元 

2016/4/23 官春艳 2元 

2016/4/23 杨昆林 1元 

2016/4/23 珠 20元 

2016/4/23 罗婷 20元 

2016/4/23 陈一洁 20元 

2016/4/23 张潆心 5元 

2016/4/23 老兵 20元 

2016/4/23 胡南 3元 

2016/4/23 李涛 100元 

2016/4/23 山果 100元 

2016/4/23 张付勤 20元 

2016/4/24 Wendy 50元 

2016/4/24 李侣霞 3元 

2016/4/24 李学勤 20元 

2016/4/24 温小洋 30元 

2016/4/24 Aiden妈妈 20元 

2016/4/24 冯飞 30元 

2016/4/24 杨娟 5元 

2016/4/24 温海华 20元 

2016/4/24 谷秀成 20元 

2016/4/25 吴文雪 10元 

2016/4/26 贾馨予 100元 

2016/4/27 黄少梅 20元 

2016/4/28 邝小莉 1元 

2016/4/28 欧燕 10元 

2016/4/28 瑶瑶 20元 

2016/4/28 赵辛夷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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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28 林爱湖 20元 

2016/4/28 彼岸 20元 

2016/4/28 爱小雨 10元 

2016/4/28 郑建蒸 20元 

2016/4/28 何楚舒 6元 

2016/4/28 任性的胖子 9.99元 

2016/4/28 彩虹 5元 

2016/4/28 杨显定 200元 

2016/4/28 刘晓祥 10元 

2016/4/28 焱斌 1元 

2016/4/28 常红晓 100元 

2016/4/28 陈焜 10元 

2016/4/29 赵若云 20元 

2016/4/29 金海雁 20元 

2016/4/29 韩小明 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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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通讯内容如需转载，请注明“协作者之友编辑部”供稿，并请告知） 

“协作者之友”（电子版）将通过电子邮箱定期发送给大家，如果您不再希望收到它，请 

回复“取消”，我们会将您的 EMAIL 地址从列表中撤出。如果你希望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请把他们的 E-mail 告诉我们，谢谢大家。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电话：010-84043576, 64062702              传真：010-84043576  

电邮：cccf_china@facilitator.ngo.cn      网址：www.facilitator.org.cn                         

博客：http://blog.sina.com.cn/cccfbeijing    微博：@北京协作者 

微信公众号：“协作者云社工”  “北京协作者”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七条 46号， 100007  

 

 

 

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 

电话： 025—86516151         咨询电话：025—86516151 

电邮：cdcfchangdao@126.com       网站：www.facilitator.org.cn 

博客：http://blog.sina.com.cn/cdcfnanjing   微博：@南京协作者 

微信公众号：“南京协作者” “协作者童缘—南京”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沙洲街道友谊街 58号（莲花北苑菜市场四楼）  

 邮编：210041 

 

 

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 

电话：0756-5160366           协作者农民工公益关怀热线：400-185-5880 

电邮：cswfzhuhai@163.com     网址：www.facilitator.org.cn 

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cswf    新浪/腾讯微博：@珠海协作者 

微信公众号：zh-xiezuozhe 

地址：珠海斗门新青科技工业园新堂路友诚商住楼一层  

邮编：519180 

mailto:cccf_china@facilitator.ngo.cn
http://blog.sina.com.cn/cccfbeijing
mailto:cdcfchangdao@126.com
http://blog.sina.com.cn/cdcfnanjing
http://blog.sina.com.cn/zhcsw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