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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社区是⼀家成⽴于2006年的公益机构，秉承“每个流动⼉童都有更好的⽣活”的愿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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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务，培育和发展他们的各项潜能，助
其成⻓。活⼒社区关注流动⼉童在教育机会平等、⼉童安全与保护、营养与健康三⼤领域的发展，
通过社区赋能的⽅式，在社区中⼼开展活⼒亲⼦园、活⼒学堂和故事桥等项⺫，为流动⼉童接受⾼
质量的教育提供补充。同时通过开展预防流动⼉童遭受虐待侵害的⼉童保护⼯作坊，以及能够帮助
流动⼈⼝提⾼营养健康领域意识的培训项⺫，促进流动⼉童的全⾯健康成⻓。现在，活⼒社区不仅
在北京和上海开放了5个社区活动中⼼，还在⼲州等城市通过合作的⽅式，为流动⼉童提供上述服
务。每年招募志愿者逾千名，同时搭建同⾏业公益机构相互合作与促进的平台，协助数万名流动⼉
童及他们的家庭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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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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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邢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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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管理团队给了理事会信⼼，帮助我们度过了年初的财务危机，在最痛苦的时候让我们⼤
⼤地吸了⼀⼝⽓，得以开始专注⼯作。2015年的下半年，我们重新审视了机构的愿景、使命、价
值观，确⽴了新的三年发展战略规划，整理出在项⺫发展、筹款宣传，以及机构管理⽅⾯的明确⽅
向；我们更新了机构的英⽂名称和LOGO，以便更好地应对环境的改变；中⽂⺴站⾸次上线，让⽣
于斯⻓于斯的我们更容易被⼤家了解；我们整理优势项⺫，形成⼀套更易于推⼲复制的⼯具，以求
更多的流动⼉童由此获益；我们开始了最严格猛烈的预算管理，纠正在NGO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按
赠款⽽不是按预算花钱”的问题…… 

发⽣的改变有很多，结果就如陈述总结的那样，我们⾛出了⼀条“活”之路。 
2015年同样是中国公益界不平静的⼀年：磨砺10年的《慈善法》⾸次提请⼈⼤常委会审议；

“互联⺴+”从模糊的印象到渗透进⽣活的点滴，腾讯9.9公益⽇掀起全⾏业重视互联⺴传播、全民
参与⺴上众筹的热潮；“社会企业”的概念已经不再是少数先锋的尝试，“⾃我造⾎”开始成为越
来越多捐助者考察的内容和公益组织思考的主题……这⼀年⾥，各种让⼈或欢欣⿎舞、或沮丧烦恼
的事情交织发⽣，仿佛⼀⾸⾸背景⾳乐，回荡在我们“活”的路上。 

为了“活”，我和伙伴们度过了⾮常紧张⾟苦的2015年。很多⼈⾝兼数职，很多⼈硬着头⽪
去挑战他们陌⽣的领域……这⼀年，我看到各种各样的努⼒和奉献，看到很多⼈⽣中不容易的决定，
这⼀切也更让我相信，⼀个有着美好愿望与⾏动的组织，是有⽣命的，这个⽣命能够点燃⼀批⼈⼼
中的⽕把，去照亮世界上更多的⾓落。 

“活”，是“活⼒社区”的第⼀个字，我选择⽤它来做我们第⼀份编辑成册的年报的开篇，与
我的伙伴们，以及所有⾏⾛在公益道路上的伙伴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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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使⽤汉字的地区（中国、⽇本、⻢来⻄亚、新加
坡等国家和地区），有⼀项有意思的评选活动，叫做“年度
汉字评选”。各地民众根据⼀年内发⽣的国内国际⼤事，选
定⼀个汉字反映全年焦点。我问我的⼩伙伴，我们的项⺫总
监陈述姑娘，如果选⼀个汉字来形容活⼒社区的2015年的话，
你会选择哪个字？她说：“活。” 

我⼜问：“解释解释，什么意思？”，她说：“⾸先，
代表我们活下来了，有了新⽣；另外，这个’活’也代表灵活、
改变、创新，这样我们才能活得更好。”这个“活”字，其
准确妥帖的程度，只有⼀起⾛过了2015年的我们才能体会。 

对于⼀个年度⽀出在600-700万元⼈民币、不⼤不⼩的
机构来说，2015年的开端是艰难的。⾼层调整，资⾦不⾜，
⼈员缩减……所有的困难都在把⼈往“去”还是“留”的死⾓上
逼。怀着对流动⼉童⼯作的使命感和对机构的深情，⼀群内
⼼强⼤的姑娘们选择了留下来，尽最⼤努⼒，置之死地⽽后
⽣。

前⾔ 
!
⾛出⼀条“活”之路

潘彦朴，9岁

活⼒社区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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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作概述

2015年，对于活⼒社区⽽⾔是充满新意的⼀年。在这⼀年中，我们做了诸多新的调整，开启了
全⾯本⼟化进程。我们制定了三年战略规划，以独⽴的机构⾝份专注于为“中国流动⼉童”提供综
合服务，在秉承“每个流动⼉童都有更好的⽣活”的基础上，更新了愿景和使命，明确了未来三年
内活⼒社区的发展⽅向和重点⼯作。随着中⽂⺴站的上线，活⼒社区（VIBRANT COMMUNITIES）
以全新的品牌形象展现在公众⾯前。 

活⼒社区2015年仍在北京、上海、⼲州（合作）⾯向流动⼉童及其家庭开展综合项⺫，各项⺫
全年共提供524,560服务⼩时，受益⼈数总计11,041⼈次，2,128名志愿者贡献了⾃⼰的时间和精
⼒，⽀持活⼒社区的各项⼯作。这⼀年，我们对活⼒亲⼦园、活⼒学堂等项⺫的实施提出了更⾼要
求，持续评估项⺫效果，关注受益⼈的改变。提供的服务更加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影响⼒也
随之展现出⼀定的成果。 

截⽌到2015年底，活⼒社区共接收赠款⼈民币8,765,452.9元。财务部⻔相⽐往年更加完善的
管理体系保证了赠款的有效使⽤，同时，对资⾦使⽤情况的及时预测保证了机构的正常运转；传播
筹款部⻔尝试多元化的筹款渠道，⾸次进⾏在线众筹活动即取得不错的成绩，并配合财务部⻔进⾏
赠款分析⼯作，提前6个⽉对赠款流失做出预警，在增加了活⼒社区资⾦使⽤透明度的同时，保证
了整个机构始终处在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中；综合管理部⻔⼀如既往地为各部⻔提供稳定持续的
后勤保障，在员⼯激励、制度规范、成本降低及未来尝试社会企业⽅向付出了努⼒并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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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陈述图为学龄前流动⼉童与妈妈正在进⾏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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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作成果

活⼒社区的项⺫⼈员⻓期扎根社区中⼼，直接为流动⼉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综合性服务。项⺫
活动作为公益机构的核⼼竞争⼒，同时作为活⼒社区的⼀线⼯作，主要分为：社区中⼼运营⼯作、
活⼒亲⼦园项⺫（及推⼲⼯作）、活⼒学堂项⺫及志愿者管理⼯作四部分。 

2015年，活⼒社区致⼒于将活⼒亲⼦园项⺫和活⼒学堂项⺫更进⼀步推向规模化、标准化、
专业化，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了影响⼒。项⺫总受益⼈数为11,041⼈次，总服务⼩时数达到
524,560⼩时，有2,128名志愿者为“每个流动⼉童都有更好的⽣活” 付出了⾃⼰的时间和精⼒。 !

扩⼤服务规模，使更多流动⼉童及家庭享有接受优质服务的机会。 !
优质的学前教育服务项⺫受到社区居民的⾼度认同。每学期的报名季，各社区中⼼都会有⼤量

家庭排在等候名单上。为了能让更多的流动⼉童接受到⾼质量的教育补充，2015年，活⼒社区位
于北京地区的东坝中⼼、朱房中⼼、⿊桥中⼼和⻄店中⼼，均通过开放更多服务时间的⽅式让更多
受益⼈获得参与机会，每个社区中⼼由原来的三个班扩展⾄四个班，在上海和⼲州的社区中⼼，受
益⼈数也在成倍增⻓。为了更好地巩固受益⼉童及其家⻓的持续改变，活⼒亲⼦园项⺫的受益⼈年
龄也由2-3岁扩展⾄2-5岁。 

另⼀⽅⾯，活⼒社区通过在北京、⼲州开展活⼒亲⼦园项⺫⼯作坊的形式，将活⼒社区的项⺫
运营经验分享给公益同⾏，同时将活⼒社区的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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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他们提供技术⽀持，以期有更多的流动⼉童及家庭能够有机会享受到活⼒社区的综
合性服务，为流动⼉童成⻓提供⽀持。 

2015年，活⼒亲⼦园的服务⼈数达到1,619⼈，⽐2014年增⻓了92.5%。

6

图为学龄前流动⼉童在做⼿指操表演。 摄影：⺩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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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资源平台，为流动⼉童及家庭提供全⾯的服务。 !
活⼒社区始终持开放、合作的态度，使每个社区中⼼成为流动⼉童及其家庭接触到各类优质资

源的平台。 
2015年春季，活⼒社区与善艺国际合作，共同在社区中⼼⾯向3.5—5岁的流动⼉童开展创意

美术课，着重发展⼉童的多元智能。同年，引⼊故事桥项⺫，推动社区⾻干的个⼈成⻓，助⼒社区
发展。 

北京(LEAD)阳光志愿者俱乐部、爱⼼摄影志愿者团、回转公益及各⾼校志愿者社团，优化了
活⼒社区的课程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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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度公益讲师团、北京红枫妇⼥⼼理咨询服务中⼼、博瑞家庭幸福学校、⻘⾖书坊等为活⼒社
区各社区中⼼的家⻓提供了丰富的家⻓课堂内容，“如何说孩⼦才会听，怎么听孩⼦才肯说”、“正
⾯管教”、“幸福家庭建造课程”等均为流动⼉童的家⻓提供了家庭教育的理念和思路，形成亲⼦
间的良性沟通模式，促进亲⼦关系的发展。 

在博福-益普⽣（天津）制药有限公司的协助下，⼉研所的专家深⼊活⼒社区各社区中⼼，为
社区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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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药物
滥⽤，提升流动家庭整体健康⽔平。 

7

图为东坝中⼼学龄前流动⼉童在参与创意美术课。 摄影：樊喜珍



!
专业化，为机构发展提供永动⼒。!!
活⼒社区每年分别在春、秋季项⺫结束后各开展⼀次项⺫回顾会。⾯对社区流动⼈⼝对于⼉童

早期教育的极⼤需求，结合活⼒亲⼦园项⺫在实施过程中的新问题、新变化，将该项⺫包括监测评
估体系在内的逻辑框架进⾏了系统修订，并在⽇常⼯作中通过对受益⼈的观察、前、后测等⽅法对
项⺫监测评估进⾏实时跟进。 

同时，为提⾼员⼯的专业度，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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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活⼒社区共开展内部培训7次，员⼯参与外部培
训22次，内容涉及“项⺫管理”、“⼉童权利保护”、“监测评估”、“品牌建⽴与传播”、“财务管理”等领
域，这些理念和技能在⽇后⼯作中将主要被⽤于项⺫设计、成果评估及机构⽀持⼯作。 !

社区赋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案。 !
基于过往所积累的“社区参与”的优秀经验，活⼒社区通过“社区赋能”的⽅式着重培养社区⾻

干。在社区中⼼，社区⾻干活跃在各项⺫的活动中，承担策划、组织、⽇常协助运营等各项事务，
协助社区中⼼⼯作⼈员维持良好的中⼼环境及运营秩序。 

⺫前，活⼒亲⼦园项⺫全部18名课程⽼师均由社区受益⼈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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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社区有五名全职员⼯由社
区居民担任，在各⾃的岗位上承担不同的责任。通过社区赋能培养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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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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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项⺫团队正在对监测评估成果进⾏分析。                          摄影：庞雯雯



⽣命故事

成⻓的路上

“⽼师，⾠⾠昨天在家会背古诗《咏鹅》
了。”早上⾠⾠妈妈⼀⻅我就⾼兴地说，“只
是还不熟练，但能完整地背下来了。”我搂搂
妈妈：“你是不是很激动，⾃⼰的坚持，⾃⼰
的⾟苦付出终于看到了希望。”妈妈点头。我
说：“我也是，为你为孩⼦都感到骄傲。” 

⾠⾠，⼀个可爱的⼩男孩，来⾃河南，今
年三周岁了。在河南郑州，他被医⽣诊断为⾃
闭症，智⼒相当于⼋、九个⽉孩⼦的智⼒。妈
妈当时差点崩溃，在⾛出医院时，脚都站不住
了。之后，妈妈不相信这样的诊断，就带着孩
⼦来到北京，在⾦盏村的⼀间出租屋⾥落脚。
北 京 的 医 ⽣ 诊 断 孩 ⼦ 是 “ 语 ⾔ 中 度 发 展 缓
慢”。 

⼀次巧合的机会在公交⻋上，⾠⾠妈妈听
说了东坝中⼼的亲⼦班，就摸索着找来了。他
参加的是活⼒亲⼦园项⺫。每周⼆、四、五上
午有两个⼩时的亲⼦课程，周⼀、三上午是家
⻓活动。⾠⾠刚来中⼼时，我们和他打招呼，
他不说话，也不和我们打招呼，⾯⽆表情。我
还是第⼀次听说有“语⾔中度发展缓慢”这样
的诊断。我们⿎励妈妈：“平时多和孩⼦说说
话，多给孩⼦讲讲故事，多让孩⼦和⼩朋友们
⼀起玩。”亲⼦班的阅读课，⼀天半个⼩时。
刚开始⽼师讲故事，⾠⾠总是东看看，⻄瞧瞧，
不是趴在妈妈怀⾥，就是⾃⼰趴在⼀边，也不
打扰别的孩⼦。我们和妈妈聊天，了解到孩⼦
喜欢⻋，就从图书馆找了托⻢斯的整套绘本和
⼀些有⻋的绘本，慢慢吸引他看。再后来，妈
妈和我们分享，回家后，他会拿着书让妈妈给
他讲故事，有时妈妈在吃饭，他也会让妈妈给
他讲故事。记得有⼀次阅读，我给⼤家讲《抱
抱》这本书，⾠⾠坐在妈妈怀⾥，专注地听着。
最后，⼩猩猩喊“妈—妈”时，我话⾳刚落，
⾠⾠声⾳响亮地喊了⼀声“妈妈”，我还是第
⼀次听到他这么清楚，这么⼤声地叫妈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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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亲⼦课时，和阅读的状态⼀样，
⽆论⽼师怎么讲，似乎都和他没关系，他不
说话，也不打扰别⼈，跳律动时，他趴在⼩
⾳响旁边，⼀动不动地看着。做游戏时，他
总是和妈妈在⼀起。但是，慢慢的，我看到
他和⼩朋友⼀起了，有互动了。梦⻜爱跑，
⾠⾠会跟在后⾯跑，两个孩⼦⼀边跑，⼀边
笑着。他的脸上终于有表情了。!

在玩游戏时，⾠⾠和亮亮⼿拉⼿。下课
后⾠⾠和妈妈去⼩朋友家玩。妈妈说：“以
前，他就⾃⼰玩⾃⼰的，把他放在有孩⼦的
地⽅，他也是⾃⼰玩。在这⼉，我觉得妈妈
们好，都不嫌弃孩⼦，孩⼦们也好，都知道
是朋友，⼀起玩。这⼉的⽓氛特别好，我来
这很开⼼，孩⼦也是。现在，他回家都记得
⼩朋友的名字，⼀个⼀个地数着叫。他以前
经常⽣⽓扔东⻄。现在，他没有了。因为他
每天很开⼼。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
陪他玩，说话也少，更不⽤说讲故事了。现
在，我会陪他玩游戏，和他说话，天天给他
讲故事。” 

现在的⾠⾠，语⾔表达⽐同龄的孩⼦还
是弱。但和他⾃⼰的过去⽐，已经有很⼤的
进步，妈妈感到很欣慰，我们也觉得孩⼦会
越来越好。他现在能背古诗了，每天来中⼼
后也和我们打招呼了，还能⾃⼰和我们说话
了，和⼩伙伴之间也有互动了。在结业那天，
妈妈离开时哭了，她说：“谢谢⽼师们，谢
谢中⼼这个地⽅。” 

⾠⾠，我们的孩⼦，不管别⼈给你什么
样的诊断，你在我们眼⾥都是⼀样的健康。
希望以后的⽇⼦⾥，在活⼒社区东坝中⼼的
这段时光成为你美好的记忆，希望你健康，
⾃信地去⾯对幼⼉园⽣活。谢谢你孩⼦，这
是我们的共同成⻓；谢谢你孩⼦，是你们给
了我动⼒，我更喜欢⾃⼰做的事；谢谢你孩
⼦，是你们带给我幸福，我更热爱⾃⼰的⽣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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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故事

⼗年后的歉意 

那天她⼀来就和我分享，昨天晚上和⼤⼥
⼉打电话打了半个多⼩时，并和⼤⼥⼉⼀起制
订了共同的学习计划，昨天晚上电话⾥她对⼤
⼥⼉说：“妈妈今天跟你说⼀句对不起，你⼩
的时候妈妈不知道如何教育，现在妈妈也愿意
学习，我们⼀起学习……”这个真诚的电话让
⼥⼉在那头哽咽了，直接岔开了话题。 

她叫何梦，是⼭东乐陵⼈，今年37岁，初
中学历，有两个⼥⼉，⼤⼥⼉今年16岁，在⽼
家上初三，⼩⼥⼉今年3岁，带在北京。⽼公做
⼩⽣意，她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和⽼公
的⽣活起居。 

她参加了2015年东坝中⼼的家⻓课堂活动，
⼀共10周，每周六上午2个⼩时的课程，主题是
幸福家庭建造课程的理论；每两周⼀次家⻓读
书会，主要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课程中有从
婴幼⼉到⻘春期各年龄阶段的发展特点以及不
同的年龄阶段家⻓的对话⽅式分享，同时还有
很多实际案例的分享和演练。 

她说：“ ⼤⼥⼉⼀个⼈在⽼家上学，平时
都是和⼥⼉打电话联系，但是每次都是我说的
多，我问完了她就说，多的也不和我说，尤其
是个⼥孩⼦我还是挺担⼼的，越久越不知道说
啥，每次就那些话。”“以前在家⾥⾯的时候
都是我说了算，我说什么是什么，孩⼦都得听
我的，⼤⼥⼉带过了再带⼩⼥⼉还是这个样
⼦。”课程中讲到学龄前阶段（3-6岁）这么⼤
的孩⼦有六个特点—其中⼀个就是⾃我中⼼化
思想。就是这⼀节课，让这个两个孩⼦的妈妈
突然想到了⾃⼰孩⼦6岁的时候那⼀件事情，“那
天家⾥⾯来了亲戚，⾛的时候外⾯下起了⼤⾬，
他们都没有带伞，⾃⼰就去拿伞让他们带⾛，
可是6岁的⼥⼉说什么也不让拿⾛，⼀拿就哭。”
她⼀开始还给孩⼦讲道理，后来不⽌训了还打
了，她⼀直不明⽩⼥⼉为什么⼀直很懂事的，
那⼀天就是不让他们拿⾃⼰家⾥⾯的伞。

“现在学了就知道了，也明⽩了当时为什
么⼀向懂事的她会那么做，好在现在⼩⼥⼉还
⼩，特别开⼼能学习到这些东⻄。⼩⼥⼉直接
能⽤上，⼤⼥⼉我也愿意真诚地和她说⾃⼰错
了，希望还来得及”在课程中她这样和我们
说。 

“现在我们打电话打得多了，说得也多了，
我还愿意和她聊起我的很多事情，她说的时候
我就认真听，很多事情她能做决定的就让她⾃
⼰做了，我尊重她。有时候觉得学了这些东⻄
特别好，不⽌⾃⼰的孩⼦能⽤上，我前⼏天还
和亲戚朋友说起这些呢，特别是看到孩⼦哭妈
妈没办法的时候。”她最后笑着和我们分享。 

其实哪有⽗⺟在教育孩⼦的过程中没有犯
过错误呢？包括我⾃⼰也是⼀样的，就算学了
再多的⽅法和技巧，也难免会有控制不住情绪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神，犯错误不可怕，只
要意识到⾃⼰错了其实已经是进步了，后⾯再
想办法弥补也都来得及，因为孩⼦会给我们⽆
数的机会……所以说10年以后的道歉依然能来
得及，孩⼦依然能感受得到妈妈的爱！只要我
们是真诚的，⼀切都来得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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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社区妈妈为孩⼦讲故事。 摄影：廖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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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社区在2015年共计接收赠款8,765,452.9元。在互联⺴+的⼤环境下，活⼒社区⾸次尝试线
上众筹活动，共计筹得920,436元（含99公益⽇中腾讯配捐额度），这不仅是活⼒社区开拓多元化
的筹款渠道的良好开端，更⾜以⽀持社区内2-5岁的流动⼉童及他们的家⻓享受92,160⼩时的活⼒亲
⼦园服务（相当于每对亲⼦参与两⼩时／次的活⼒亲⼦园课程的成本为20元。）。众筹的过程是曲
折⽽挣扎的，但在这⼀过程中，活⼒社区梳理并总结了在线众筹的经验，并得到了业内NGO的认可
—在由乐施会主办的新媒体应⽤⼯作坊中，将经验分享给其他公益伙伴。为了将赠款⽀出更加科学
化，在⼈员配置紧张的情况下，活⼒社区⾸次进⾏筹款分析，并对赠款流失提前6个⽉进⾏预警，
提⾼了机构的资⾦⻛险预估能⼒。 

⼀年⼀度的项⺫展⽰会于2015年6⽉在线下开展，这是⼀个流动⼉童及其家庭展⽰⾃我的平台，
将流动⼈⼝美好的情感及积极的态度传递给公众，以期获得更好的互动和更少的误解。这⼀年，新
标识的⾯世，是活⼒社区⾯对新环境做出的反应，标志着活⼒社区已进⼊全⾯本⼟化的进程。伴随
着机构品牌形象的更新，活⼒社区全新中⽂⺴站（vcommunities.org）在年底上线，使活⼒社区
拥有了信息传播的⼤本营，公众对我们的了解得以更上⼀层楼。

传播筹款成果

11

图为学龄段流动⼉童在夏令营中参加舞蹈课。 摄影：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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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财务报告

收⼊：8,765,452.90元⼈民币 

⽀出：5,543,721.99元⼈民币 

26%

31%

43% 企业
个⼈
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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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及伙伴（按照⾸字⺟排序）

基⾦会／机构 !
EMpower 
Gecko Foundation 
澳⻔同济慈善会 
嘉⾥集团郭⽒基⾦会 
乐施会 
美国⾼通基⾦会 
上海联劝公益基⾦会 
上海美国商会 !!
企业 !
Allen & Overy 
Harmonia Holdings, Ltd 
UPS Express 
博福－益普⽣（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德意志银⾏ 
美银美林 
纽约银⾏梅隆分⾏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 
塔吉特公司 
万豪酒店集团 
新加坡政府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英国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中信⾥昂证券 

学校 !
英国哈罗学校 !!
政府 !
北京市朝阳区政府 !!!
其他 !
腾讯公益 !!
合作伙伴 !
北京同⼼希望家园⽂化发展中⼼ 
⼲州市法泽城市与公益研究中⼼ 
善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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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Stephen Gleadow



⺫前，活⼒社区共有⼆⼗七名全职员⼯，分别驻扎在北京和上海。项⺫部⻔的伙伴⻓期⼯作在
⼀线，在流动⼈⼝聚居的地区运营社区中⼼并开展各类项⺫和活动，在五名理事会成员的监管和⿎
励下，与财务、综合管理、传播筹款团队间相互⽀持，保持着紧密的沟通。活⼒社区团队共同关注
流动⼉童的发展问题，⼀起分享来⾃服务群体的⽣命故事，并肩⾯对措⼿不及的境况，⼀同感受因
为付出⽽获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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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继续扎根流动⼈⼝社区，为流动⼉童的发展提供更专
业更⾼效的服务。 

我们相信，在未来，每个流动⼉童都会有更好的⽣活。 !
理事会成员： 

Lucien WANG ⺩陆雄 
Rita CHEN 陈书平 
David KOH 许伟扬 
Jeffrey LI 李志法 
Akina SHEN 申雅静 !
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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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社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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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vibrant.ngo 
(010) 6465-6100 

vcommunit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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