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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社区⼗年来扎根城市流动⼈⼝社区，持续为流动⼉童及其家庭提供综合服务，培育和发展
他们的各项潜能。活⼒社区始终秉承“每个流动⼉童都有更好的⽣活”的愿景，在服务递送的过程
中，强调科学的教育理念，尊重每个流动⼉童的天性，并给予适当的引导，让流动⼉童在参与过程
中发展⾃⼰的潜能；活⼒社区通过联结“家庭”和“社区”的⼒量，为流动⼉童的成⻓创造有爱的
环境，为流动⼉童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提供⽀持。 

! !
愿景 
每个流动⼉童都有更好的⽣活

使命 
扎根流动⼈⼝社区，持续为流动⼉童及其家庭提供综合性服务，培育和发展他们的各项潜能，助其
成⻓。

图为学龄前流动⼉童正在听⽼师讲述绘本故事 摄影：加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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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活⼒社区的项⺫覆盖了北京、上海、⻓沙3个城市，为流动⼉童
及其家庭提供综合性服务。

活⼒社区以流动⼈⼝聚居区为据点，在流动⼉童⽣活的地⽅开展服务。
2016年，我们的项⺫已经在6个流动⼈⼝社区扎根。

活⼒社区的各类项⺫离不开志愿者和实习⽣的⽀持，共有1,147名志愿者
在2016年为活⼒社区流动⼉童公益事业贡献了时间和精⼒。

9,882名流动⼉童及其家⻓享受了活⼒社区2016年各项⺫的服务，并从
中受益。

活⼒社区2016年为流动⼉童及其家庭提供的服务⼩时达115,147⼩时。

活⼒社区2016年共筹集来⾃社会各界的捐款8,509,707元⼈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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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活⼒社区成⽴的第⼗
个年头，我也在这⾥整整⼯作了五
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这⼀年机构做了好⼏次⼤型活
动，有线下的也有线上的：在⼈来
⼈往的⼤型商场举办⼗周年庆祝演
出；⾸次把由流动⼈⼝⾃编⾃演的
故事桥戏剧搬上了正式的舞台；拉
动2万多⼈在⺴上为我们的项⺫投票
等等。这些活动对于很多机构来说
可能并不算什么⼤事，但是对于⼗
年来埋头在流动⼈⼝社区默默提供
服务的我们来说，真的算是迈出了
主动曝光的⼀⼤步。 

改变不仅发⽣在传播活动上，我们的项⺫服务也在这⼀年做了很多调整：我们开始尝试⼩⼩的
收费，探索⾃我造⾎的可能性；⾯对北京控制⼈⼝政策的进⼀步深化，我们关闭了⿊桥中⼼，并且
开始正式地向经验梳理及技术输出转向。 

2016年，是我们从内到外开始改变的⼀年。 
改变，对⼀个公益组织来说，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任何⼀个公益项⺫，其最终的⺫的，

都是带来⼈们在意识、态度、或⾏为上的改变，从⽽推动社会的改变。我们在评价⼀个项⺫时，第
⼀要去看的，也是它的“有效性”。所谓“有效”，说的就是能否带来真正的改变。 

但是，俗语“灯下⿊”，往往⾃⼰改变反⽽是更难的。好听的说法是“以不变应万变”，其实
认真想想，我们会发现，那个不变的，是初⼼、是态度，⽽不是⽅法和⾏动，否则我们就会成为那
个⼀直说“我知道我这样不好，但是这就是我，我改不了”的⼈。如果你真的还在这样想的话，欢
迎来看看这份年报中的两篇⽣命故事，这些故事来⾃我们的受益⼈，你会发现，它们实际上都是“改
变”的故事。 

作为⼀个集体，每做出⼀个改变的决定，都会⾯临很多质疑和犹豫，但是我们仍然要拥抱改变，
因为我们是带动别⼈改变的⼈。 

改变⼀直在发⽣，没有变的是我们对每⼀个孩⼦的未来、这个社会的未来的关⼼与爱。 
在改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和⼒量，希望同样的爱可以把更多的伙伴带领到我们的

⾝边。“独⽊不成林，单弦难成⾳”，愿我们汇聚爱的⼒量，成为森林，成为美好的⾳乐。 !

前⾔ 
!
拥抱改变

活⼒社区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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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作概述

2016年伊始，活⼒社区以全新的品牌形象展现在公众⾯前，意味着活⼒社区实现了⾃⾝的本⼟

化。活⼒社区全新LOGO所采⽤的红⾊与⾦⾊，代表着丰沃与温暖，正如同活⼒社区成⽴⼗年来⼀
直展现的精神；条形意味着⼈的汇聚，在活⼒社区的平台，受益⼈、志愿者、社会各界爱⼼⼈⼠汇
集到⼀起，源源不断传递着爱的⼒量。 

2016年，活⼒社区继续活跃在北京、上海、⻓沙（合作）等城市，关注教育机会平等、安全保
护、营养与健康三⼤领域，⾯向流动⼉童及其家庭开展活⼒亲⼦园、活⼒学堂项⺫。各项⺫全年共
提供115,147服务⼩时，受益⼈数总计9,882名，有1,147名志愿者贡献了⾃⼰的时间和精⼒，⽀持
活⼒社区的各项⺫活动。这⼀年，活⼒亲⼦园、活⼒学堂项⺫应对⼤环境的政策变化做出了诸多调
整，我们也尝试了在项⺫中添加更丰富的元素，使得活⼒社区提供的服务更加标准化及专业化。同
时，活⼒社区在2016年举办了⼀系列扩⼤影响⼒的活动，让更多公众了解流动⼉童所⾯临的困境、
了解活⼒社区的⾏动。 

2016年，感谢来⾃基⾦会、企业、政府和公众的⼤⼒⽀持，活⼒社区共筹到⼈民币8,509,707
元善款。活⼒社区致⼒于提⾼机构管理专业化能⼒，建⽴了财务预算及赠款管理体系以增加资⾦使
⽤透明度。同时亦开始尝试进⾏“⾃我造⾎”，逐步开发受益⼈可⽀付的课程收费体系，探索机构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活⼒社区同时重视员⼯职业发展，在员⼯激励、员⼯培养⽅⾯付出了努⼒并取
得成效。 

2016年对于活⼒社区同样是充满挑战的⼀年，在北京疏解“⾮⾸都核⼼功能”的政策背景下，
我们不得不关闭了运营了五年的北京⿊桥社区中⼼，同时也⾯对更加不稳定的运营场所形势。未来，
活⼒社区会将更多精⼒投⼊到项⺫的复制推⼲⼯作中去。 

图为学龄前流动⼉童及妈妈正在参加亲⼦课 摄影：加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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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项⺫介绍

!!
活⼒社区始终关注⼉童发展的基本需求，在0-12岁⼉童成⻓的关键期从营养健康、安全保护

以及教育这三个⽅⾯⼊⼿来促进流动⼉童的良好发展。2016年，针对流动⼉童及其家庭在营养、
健康、情感、智⼒发展以及安全保护等⽅⾯缺乏知识，并且没有正规合适的渠道接受⾼质量的早
期教育等情况，活⼒社区的两⼤核⼼项⺫——活⼒亲⼦园和活⼒学堂，继续为他们提供⽀持与服
务，经过不懈地探索和努⼒，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 ! !

    !

教育机会

安全保护

营养健康营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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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亲⼦园专注于0-6岁

⼉童的早期发展，由专业教
师带领教学团队，发展⼉童
在语⾔、艺术、认知、运动
和社会⽅⾯的能⼒，并向家
⻓普及⼉童在各阶段的发展
特征相关知识，帮助其掌握
基础育⼉知识和技能，提⾼
家⻓与⼉童之间积极正⾯互
动的能⼒，培养双⽅亲密情
感关系，让家⻓与⼉童在活
动过程中共同成⻓，以期拉
⻓项⺫影响⼒的持续效果，
从⽽为流动⼉童⽇后诸多⽅
⾯的发展打好基础。

         活⼒亲⼦园 

服务⼩时数!!
 61,561⼩时!

 受益⼈数!!
  3,452⼈!

项⺫地点 

北京：东坝、⿊桥、 
            朱房、⻄店 
上海：新安 

服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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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运营 
项⺫推⼲ 
教师培训 

项⺫执⾏ 



         活⼒学堂 

服务⼩时数 !
 53,586⼩时  !

活⼒学堂所服务的学龄阶段流动
⼉童⼤多就读于打⼯⼦弟学校，平时
缺乏开阔眼界的课外活动。活⼒学堂
专注于6-12岁流动⼉童的全⾯发展，
通过调动各种资源，为他们提供健康
安全的活动环境以及丰富多彩的课余
⽣活。项⺫通过开设和组织运动、动
⼿、⼈⽂、艺术、科学等系列课程和
课外活动，帮助⼉童发现⾃⼰的爱好
和擅⻓的领域，建⽴⾃信，培养独⽴
思考、沟通等能⼒，提⾼流动⼉童社
会适应性。

受益⼈数!
3,018⼈!

服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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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地点

北京：东坝、⿊桥、 
            朱房、⻄店 
上海：新安 

项⺫运营 
教材开发 

志愿者管理 

项⺫执⾏



!
         项⺫成效 

!
        专业化，为机构发展提供永动⼒。 !

活⼒社区始终将员⼯专业度放在机构发展的第⼀位。2016年活⼒亲⼦园招聘了全职专业教学督
导，制定了全新的教学体系，包括教学结构框架、教案及教学⽅法、教学过程、教学评价以及受益
⼉童测评系统，同时搭建了完善的培训体系，对⽼师及员⼯进⾏了系统、深⼊的早教专业培训。活
⼒学堂团队在2016年对教学内容进⾏了课程开发及优化，将针对6-12岁学龄阶段流动⼉童的课程分
为动⼿类、艺术类、运动类、⼈⽂类、科学类。在此基础上活⼒学堂项⺫总共开设了27⻔课程。如
360⾏职业探索、成⻓⼯具箱、科普课、舞蹈课、乐⾼课、篮球课等。 

引进优质合作资源，为流动⼉童及家庭提供全⾯的服务。 !
活⼒社区与善艺国际继续合作，共同在社区中⼼⾯向3.5—7岁的流动⼉童开展创意美术课，着

重发展⼉童的多元智能。同时，针对社区家⻓引⼊故事桥项⺫，推动社区⾻干的个⼈成⻓，助⼒社
区发展。与熙典国际共同开设4-6岁⼉童教育戏剧课程，希望通过教育戏剧培养孩⼦们的⾃信，给
予孩⼦们⼀个展现和唤起⾃我的平台。 

北京(LEAD)阳光志愿者俱乐部等社团，优化了活⼒学堂的课程结构。在已有课程的基础上，
增加了兴趣课的种类，为受益⼈尤其是6-12岁学龄阶段流动⼉童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兴趣选择和发展
机会，丰富了流动⼉童的课外⽣活。活⼒学堂与3F Learning和清华⼤学终⾝学习实验室合作开展
的⼉童Scratch编程课程，让流动⼉童也能获得处在时代前沿的创新学习机会。 

在博福-益普⽣（天津）制药有限公司的协助下，⾸都⼉科研究所的专家为流动家⻓讲解⼉童
营养与健康⽅⾯的知识，普及⼉童常⻅疾病的预防及处理⽅法，提升流动家庭整体健康⽔平。⼉研
所⼉童早期综合发展团队同时开展了关于6-35个⽉流动幼⼉的营养健康基线调研及检测，为活⼒社
区下⼀步提供营养健康的干预活动提供了数据基础。 

图为志愿者正在教学龄段⼉童吹笛图为学龄段⼉童正在合作创作 图为学龄段⼉童正在上篮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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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赋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案。 !
活⼒社区通过“赋能”的⽅式着重培养优秀受益⼈成⻓。优秀受益⼈⾻干活跃在各项⺫中，承担

策划、组织活动等事务，协助活⼒社区维持良好的运营环境及秩序。⺫前，活⼒亲⼦园项⺫全部9
名课程⽼师均由受益⼈担任，在经过⼉童早期教育理念和技能的专业培训后，与⼯作⼈员⼀起为学
龄前流动⼉童提供早教服务。活⼒社区有5名全职员⼯由曾经的受益⼈担任，在各⾃的岗位上承担
不同的职责。通过赋能培养优秀⾻干参与项⺫运营的⽅式，成为活⼒社区的项⺫优势之⼀，为探讨
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案。!!

项⺫收费尝试，实现公益创新可持续发展。 !
经过前期调研，⾃2016年秋季起，活⼒亲⼦园尝试进⾏项⺫收费，对每次2⼩时、共30次的亲

⼦课程收费800元，平均每次课27元。有意开展亲⼦早教的公益同⾏，社区⾻干以720元/⼈的价格
参与了为期7天的密集的教师培训，这为活⼒亲⼦园项⺫带来了⼩额收⼊。“收费的公益”是⼀个全新
的理念，对活⼒社区也是⼀个新的突破。活⼒社区在运营收费项⺫的过程中，学习借鉴了商业领域
开展早教及培训的经验，今后将帮助我们更好的设计公益收费体系。2016年项⺫收⼊占⽐全年捐赠
收⼊的2%，为活⼒社区公益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

推⼲项⺫经验模式，使更多流动⼉童及家庭拥有获得优质服务的机会。!!
活⼒社区⾃2011年开始对流动家庭进⾏亲⼦早教的干预，积累了丰富的项⺫经验，并开发出⼀

套可复制的项⺫⼯具包。我们将活⼒亲⼦园项⺫推⼲⾄有意愿有能⼒开展活⼒亲⼦园项⺫的公益机
构、幼⼉园或个⼈，并为他们提供培训及技术⽀持，以期有更多的流动⼉童及家庭能够有机会享受
到优质的早期教育服务，为流动⼉童成⻓提供⽀持。 

2016年，我们在⼲州和南京举办了2次活⼒亲⼦园项⺫⼯作坊，扩⼤了项⺫影响⼒并对项⺫模
式进⾏推⼲。同时，活⼒亲⼦园⾸次开展了收费型教师培训项⺫，有7名公益机构学员及2名妈妈学
员参加，培训质量获得学员认可，学员认为不仅在专业教学领域、项⺫运营⽅⾯获得了学习与成⻓，
更重要的是培训的实⽤性⾼，可以直接应⽤到⼯作中去。 

图为⼲州活⼒亲⼦园推⼲⼯作坊                           图为伙伴机构能⼒建设                                      图为教师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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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故事

感激

“⽼师，我带孩⼦今天去医院复查，如果没什
么问题了我们很快就回来上课，我和孩⼦都很想这
⼉。”说完⼩⽊妈妈就急急忙忙⾛了，望着她远去
的背影，我慢慢陷⼊了回忆……	

⼩⽊妈妈今年34岁，来⾃⼲东，⽼公⺫前在
北京打⼯。 

两年前的秋天，她开始带⼉⼦⼩⽊来参加活⼒
亲⼦园项⺫。刚来的时候，⼉⼦⼩⽊不进教室，总
在外边⼀个⼈玩，或者就算进了教室也是玩⾃⼰的，
不管其他⼈在做什么。⼩⽊妈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她觉得⼉⼦有些多动，总也静不下来，跟其他孩⼦
不⼀样，慢慢她就失去了耐⼼，总是吼孩⼦。那时，
社区中⼼⾥常能听到她的吼声和孩⼦的哭声。看到
这样的情况，我们邀请她参加周六家⻓课堂的幼⼉
系列讲座，听讲员杨⽼师讲该年龄段⼉童的特点，
学习怎么教育孩⼦。她在家⻓课堂上说：“他怎么
就不能像别⼈家孩⼦那样呢？你看⼈家多听话、多
乖啊，他就是闲不下来，动动这⼉摸摸那⼉的。我
对他真的没办法了”。课后，杨⽼师专⻔花时间为
⼩⽊妈妈进⾏了⼀对⼀辅导，在对孩⼦进⾏深⼊观
察和跟孩⼦交流后，她告诉⼩⽊妈妈说孩⼦各项发
展能⼒都在正常范围内，只有语⾔发展⽅⾯（词汇）
⽐同龄孩⼦要落后⼀些，孩⼦没啥异常，她建议⼩
⽊妈妈别太担⼼，放松下来，试着去接纳孩⼦的天
性。还给她布置了⼀个作业，要她观察和记录孩⼦
的优点以及表现好的地⽅。⼩⽊妈妈当时听了半信
半疑的，但她情绪上明显是放松下来了，她说“我
觉得我需要改变很多东⻄，希望在杨⽼师的帮助下
我和⼩⽊有更⼤进步”。那之后，我们平时也多⿎
励⼩⽊妈妈，帮助她更多看到⾃⼰的优点，这样她
才能真正慢慢地学会欣赏孩⼦的优点。 

很快，春节过去了，活⼒亲⼦园春季班⼜要开
始了，知道开始报名的消息后，⼩⽊妈妈就⽴刻报
名了。新的⼀期，⼩⽊妈妈有时也还会在上亲⼦课
时吼孩⼦，影响到了课堂秩序，为了这事我们找⼩
⽊妈妈聊了⼏次，但效果不明显。在春季的各种活
动中，⼩⽊妈妈的参与热情也依旧不⾼，容易先看
到问题的她，快⼈快语的她，有时甚⾄还会给参加
活动的其他家⻓泼冷⽔。 !

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在反复想原因，“是我
们和⼩⽊妈妈交流的太少，还是我们的活动没意义？
还是……”很多的疑问出现在我们的脑海⾥。 

春季活⼒亲⼦园的第⼀次读书会，我们⼜再
次邀请了⼩⽊妈妈参加。当时读的是《如何说孩⼦
才会听，怎么听孩⼦才肯说》的第⼀章，内容是怎
么接纳孩⼦的负⾯感受，及帮助孩⼦⾯对他们感受
的四个技巧。到了让妈妈分享的环节，让妈妈们聊
⼀下现实当中的⾃⼰以及读完这章的感受，⼩⽊妈
妈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确实不懂这么
多，我总觉得孩⼦太⼩了，跟他能说个啥啊，他根
本就听不懂嘛。但没想到，原来他最需要的是，我
们⼤⼈能理解他的感受”。⼩⽊妈妈对第⼀章感悟
特别深。读书会上，我们让家⻓们回家就去实践，
把学到的⽤到⽣活中，下⼀次时再⼀起分享使⽤的
效果。在第⼆次读书会的时候，⼩⽊妈妈给我们分
享了她的故事。 

“有⼀天，⼩⽊想吃奶油蛋糕，可家⾥没有，
他还在地上打起滚⼉来，还哭了，搁以前的话，我
肯定会吼他，说不定还会打他，但那天，我想起读
书会上教的幻想法来（幻想法，解决幼⼉迫切想要
某个东⻄问题的⼀种技巧），我就试着控制了⼀下
⾃⼰的情绪。 

我说：‘宝宝，看出来你很想吃奶油蛋糕，
我真希望爸爸就在蛋糕店⼯作，下班了给⼩⽊带⼀
个⽩⾊的奶油蛋糕回来。’ 

没想到，⼩⽊这时忽然不哭了，坐起来说
‘不，再加点粉⾊奶油，嗯……还有绿⾊。’ 

我接着说：‘ 还有⻩⾊的……’ 
就这样，⼩⽊⾃个⼉就⾼兴起来了，我也很

⾼兴，我觉得其实我啥都没做啊……” 
在分享的过程中，⼩⽊妈妈哽咽了好⼏次，

说话的声⾳都有些颤了。我们以为她是因看到了效
果⽽流泪，但到读书会结束时她告诉我们，她是感
激活⼒社区，感激⽼师们，感激有这样的读书会，
她觉得有了这些，才有了她⾃⼰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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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公⼩⽊妈妈，来⾃⼲东 
2016年春季参与活⼒亲⼦园项⺫



⽣命故事

蜕变 

冬⽇的阳光通过窗户肆意地洒进来，教室内因
没有暖⽓温度较低，但⽓氛却分外热烈。⼀局⻜⾏
棋结束，林⼦和她的⼩伙伴⼉⼀边蹦跳击掌⼀边嘴
⾥喊着：“哦，胜利喽！哦，胜利喽！”稚嫩纯真
的⼩脸上荡漾着灿烂的笑容，眉宇间写满了两个字
：⾃信。 

但学期初的时候，估计任何⼈都很难把“⾃信”
两个字跟这个稍显内向的⼩姑娘联系到⼀起。对于
⼀到六年级混龄参加的益智课，⼀直有⼀个棘⼿的
问题--课程难易度设置。设置太简单，⾼年级会觉得
⽆聊。设置太难，低年级的孩⼦⼜接受不了。课程
刚开始的时候，⼀年级的林⼦就显得有些吃⼒，很
多时候都需要⽼师的帮忙才能完成。 

到第三节课拼⽴体拼图时，在努⼒尝试了很久
仍失败后，林⼦⼤声抱怨：“我都没有信⼼了！”
如何恢复她的⾃信，成为摆在我们⾯前的问题。⾸
先，志愿者⽼师调整了课程规则，对于有些益智游
戏⽐赛，计算成绩时加⼊年级权重，即低年级同学
有相应的额外加分。其次，课堂中在她失去信⼼想
要放弃时，多去沟通和引导，告诉她⾼年级⼤哥哥
⼤姐姐学习的东⻄⽐她多，所以占⼀定优势，不是
她笨或能⼒不⾏。 

经过不断的努⼒引导，情况慢慢开始发⽣变
化。第7节课时组织⼩⼩侦探（⼀种考验反应能⼒
和图形辨识能⼒的桌游）⽐赛，林⼦和两个四、五
年级的同学⼀组⽐赛，明显处于下⻛。这时⽼师过
去问：“林⼦，这组⽐赛你遇到的同学都⽐你⼤，
⽼师可以给你调整⼀下，让去跟同龄同学参加稍简
单的⽐赛，请问你是选择去参加新⽐赛还是继续参
加现在这个？”她想了想，有些坚定地说：“我要
参加现在这个”。这个回答让⽼师颇为意外和⾼兴，
证明虽然实⼒⽐⾼年级同学稍弱，但她已经不惧怕，
也不否定⾃⼰了。 

最后⼀节课，组织全班同学进⾏⻜⾏棋⽐赛。
林⼦全程积极投⼊，在同伴表现不好的时候还去安
慰。她甚⾄都没有太关注结果如何，在得知⾃⼰获
得胜利后，喜出望外。 

从林⼦这⼀学期的变化让我们反思，对于性
格内向⾃信⼼不⾜的孩⼦，千万不能采⽤批评的⽅
式去教育。合适的做法应该要采⽤内外结合的⽅式
去修复孩⼦的信⼼。⾸先，内在⽅⾯需要⽼师多多
沟通和引导，采⽤举例⼦、讲故事等⽅式让孩⼦明
⽩，他并不⽐任何⼈差，并且他⼀定有⾃⼰独特的
天赋和优势。外在⽅⾯，需要设计特定的活动，让
孩⼦在活动中获得成功和肯定，以他的亲⾝体验去
验证⽼师的话，这样才能慢慢地改变孩⼦⼼中⾃我
否定的习惯和负⾯的⾃我形象，让他有动⼒朝着⾃
我肯定的⽅向去⾏动和改变。下个学期，我们期待
林⼦更好的表现。 

图为学龄流动⼉童在学习舞蹈课 摄影：加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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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公林⼦，来⾃北京 
2016年秋季参加活⼒学堂项⺫



筹款及品牌传播 !
活⼒社区在2016年共筹到⼈民币计8,509,707元，分别来⾃基⾦会、企业、公众、政府及项⺫

收费，其中，来⾃公众筹款的⽐例较2015年增加了78%。同时，活⼒社区积极探索多样化的筹款⽅
式，例如参加“⼀个鸡蛋的暴⾛”进⾏运动类筹款，在⽶公益、⾏善两个创新型移动互联⺴公益平
台上线筹款项⺫，以及参加各种义卖活动进⾏筹款。 !

2016年，活⼒社区采⽤全新品牌形象，全⽅位更新机构形象及传播资料，包括机构系列介绍、
志愿者系列资料、社区中⼼外观等，在短时间内塑造了全新的机构视觉形象。活⼒社区的系列活动
共有31篇新闻报道，同时也通过微信公众号年度推送⽂章79篇，共有37,137⼈阅读达65,327次。除
了中⽂⺴站，活⼒社区英⽂⺴站（vibrant.ngo）也于2016年上线，让更多⼈可以通过不同渠道了
解活⼒社区。同时，活⼒社区通过多种渠道进⾏品牌及公益理念传播，如抓住当下⽕热的直播⽅式，
与恩派合作，通过“视吧”直播平台向公众展⽰服务内容并传播公益理念，获得了观看者的⼀致好
评。2016年底，活⼒社区参加“ME公益创新资助计划”，在拉票环节充分动员社群⽀持者，共计
收到23,711位爱⼼⼈⼠的投票，成功获得资助。 

社会影响⼒

图为勒布朗·詹姆斯正在与活⼒社区服务的流动⼉童互动 摄影：耐克NIKE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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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活动 

2016年亦是活⼒社区成⽴⼗周年，活⼒社区在北京海淀五彩城举办了“⼗年⼤趴”，将流动⼈
⼝美好的情感及积极的态度传递给公众。流动⼉童及其家⻓的节⺫表演点燃了观众的热情和兴奋情
绪，流动⼉童的美术作品展出也得到了公众的肯定。同时我们设⽴了体验区，将活⼒社区开展的项
⺫和活动复制到现场。该活动有将近⼀千⼈次参与，参与者共同感受了活⼒社区⼗年来为“每个流
动⼉童都有更好的⽣活”所付出的实践和努⼒。 

作为⼗周年庆祝的⼀部分，活⼒社区与善艺国际合作，将完全由42名流动⼉童及家⻓表演的舞
台剧《糖葫芦之歌》搬上了北京9剧场的舞台。剧⺫中的11个故事均来⾃流动⼈⼝的真实⽣活，活
⼒社区的妈妈们经历了素材收集、整理的过程，⾃发组织并在社区中招募演员。善艺国际的专家编
写剧本及进⾏导演，经过三周的密切排练，最终为全场200多名观众呈现了近乎完美的⾸秀，迎来
了赋能戏剧进⼊中国的第⼀次演出。观众的反馈是对《糖葫芦之歌》最好的肯定：“⾮专业的演员
因着⾃⼰的真实⽣活经历与共鸣在演绎中张⼒⾮凡，着实感⼈”、“活⼒社区对社区互助和成⻓的
积极探索值得赞扬”。北京⽇报等24家媒体对活动进⾏了报道。 

2016年9⽉11⽇，NBA克利夫兰骑⼠队当家球星勒布朗·詹姆斯拜访活⼒社区探访流动⼉童。
詹姆斯向孩⼦们分享了⾃⼰的童年经历，他提到⾃⼰成⻓在美国的贫民区，⼩时候下了课也会到这
样的社区中⼼玩耍，在社区中⼼⾥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在活动现场詹姆斯提到“孩⼦是社会的未
来”,他⿎励孩⼦们要有梦想，并去追寻⾃⼰的梦想。詹姆斯同时称赞了活⼒社区的⼯作⼈员，希望
⼩朋友能珍惜这⾥的⽼师。活动尾声，詹姆斯⽤“来到这⾥超级⾼兴”来回应这些孩⼦们，⼀张詹
姆斯与孩⼦们合影，将NBA球星与中国流动⼉童特别⼜欢乐的时间定格。 

图1、2、3为活⼒社区⼗周年庆现场 图4为《糖葫芦之歌》演出现场照

图为勒布朗·詹姆斯探访活⼒社区朱房中⼼
摄影：耐克NIKE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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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财务报告

筹集资⾦：8,509,707元⼈民币 

⽀出：5,692,817元⼈民币 

78%

1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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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慈善法》等法规的出台和逐渐落实，中国的公益环境越来越规范，更多的国内热⼼
企业、个⼈参与到公益捐助中来。我们希望能够跟上时代的浪潮，扩⼤公众对机构的认识和了
解，不断培育出认同机构愿景、使命和价值的捐赠⼈群。 

同时，为了机构的⻓远发展，我们也需要⼀些灵活的可⽀配资⾦⽤于项⺫开发和机构治理，
因此未来通过各种新的⽅法和⼿段筹措更多⾮限定性资⾦也是我们的⼀个主要⼯作任务。



活⼒社区团队的⼩伙伴们因为共同的使命和
愿景，在各⾃的岗位上为“每个流动⼉童都
有更好的⽣活”⼀起努⼒。截⽌2016年底，
活⼒社区共有28名全职员⼯，分别驻扎在北
京和上海。其中，项⺫团队17⼈，传播筹款
团队3⼈，财务团队2⼈，综合管理团队4⼈，
上海运营总监1⼈，执⾏总监1⼈。同时，活
⼒社区团队向理事会定期进⾏汇报，理事会
由5名资深⼈⼠组成，分别来⾃科技业、银⾏
业及公益领域。 

团队与机构治理

活⼒社区每年在夏季和冬季各开展⼀次项⺫回顾会。各部⻔分享过去半年的⼯作成效及困难挑
战，该回顾会除了全职员⼯参与，还定期邀请理事会、资助⽅参与，透明公开机构信息并悉⼼听取
各⽅意⻅及建议。 !

同时，为提⾼员⼯的专业度，活⼒社区每年组织或派遣团队成员参与各类专业培训，满⾜员⼯
在⼯作中解决问题的需求和职业成⻓的需要。2016年，活⼒社区共开展内部培训5次，员⼯参与外
部培训30余次，内容涉及战略管理、项⺫评估、创业者中层管理、谈判技巧、公益⼈筹款、品牌建
⽴与传播、税务管理、财务管理等领域，这些理念和技能在⽇后⼯作中将主要⽤于项⺫设计、成果
评估及机构⽀持⼯作。 !

“尊重对⼈  踏实做事  真挚合作  努⼒创新”是活⼒社区每⼀个成员⾝体⼒⾏的价值观。这传
承了活⼒社区团队的活⼒、⼒量和担当，我们将继续为流动⼉童的发展提供更专业更⾼效的服务。 

理事成员 
Lucien WANG⺩陆雄 l Rita CHEN 陈书平  

David KOH 许伟扬 l Jeffrey LI 李志法 l Akina SHEN 申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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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资助⽅及伙伴（按照⾸字⺟排序）

基⾦会／机构 !
Angus Lawson Memorial Trust  
Gecko Foundation 
Geneva Global 
爱佑慈善基⾦会 
澳⻔同济慈善会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 
嘉⾥集团郭⽒基⾦会 
乐施会 
⽶公益 
上海联劝公益基⾦会 
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会 
腾讯公益  
中国社会福利基⾦会 !!
企业 !
Goldman Sachs 
Hutong 
Target 
UPS Foundation 
北京博⼲天成国际⼲告有限公司 
北京⾼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博福－益普⽣（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德意志银⾏ 
蓝⾊光标 
⾥昂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通基⾦会 
美国纽约梅隆银⾏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 
上海半岛酒店 
万豪酒店集团 
⻄太平洋银⾏ 
英国年利达律师事务所 !!!!!!!!

政府 !
上海市闵⾏区江川路街道团⼯委 
上海市闵⾏区浦江镇妇联 !!!!!!!
合作伙伴 !
Barbarians⾜球俱乐部!
百特教育 
北京LEAD阳光志愿者俱乐部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沙市⼯之友服务中⼼ 
善艺国际 
⾸都⼉科研究所⼉童早期综合发展团队 
熙典国际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源众性别发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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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通过银⾏汇款进⾏捐赠 

请务必注明“活⼒社区” 
户 名：	中国社会福利基⾦会 

开户⾏：⼯商银 ⾏北京东⻓安街⽀⾏ 
账 号：	0200 3374 1900 0014 555 

微信捐款通道

您对流动⼉童教育的⽀持 
即是对社会未来的投资

捐款通道⼀ 

捐款通道⼆ 



info@vibrant.ngo 
(010) 6465-6100 

vcommunit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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