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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 活⼒力 包容 
!
!
        激情、活⼒力与包容是2014年，
即中国⻢马年的总体特征，这也是活
⼒力社区2014年整体⼯工作的鲜明写
照。活⼒力社区在北京、上海及⼲⼴广州
设有社区中⼼心，在⾹香港和伦敦设有
筹款办公室。⽩白驹过隙，转瞬即逝，
2014年活⼒力社区⼯工作取得显著成
就，实现⻓长⾜足发展。 
!
        今年，我们通过合作模式，在
⼲⼴广州增设三元⾥里社区中⼼心，服务更
多流动⼈人⼝口家庭，扩⼤大项⺫⽬目受益⼈人
数并增加服务的影响⼒力。 
!
       今年，我们开创了新的项⺫⽬目推
⼲⼴广模式，通过互动展览的形式，将
中国城郊的流动⼈人⼝口社区具象化的
呈现。我们在北京繁华的商业中⼼心
三⾥里屯进⾏行了为期9天的互动展览，
吸引了约22,000⼈人驻⾜足观看（其中
包括我们在北京四个社区中⼼心中服
务过的流动⼈人⼝口）。各⾏行各业的⼈人
⼠士参观了以集装箱为载体举办的展
览，他们以中国2.36亿（这⼀一数字
还在不断增⻓长）流动⼈人⼝口的视⾓角，
体验了这⼀一群体的⽣生活状况。 
!
         
!
!
!
!
!
!
!
!

!
!
!
2014年年末，在世界的另⼀一端－－
以流动⼈人⼝口的汗⽔水和智慧建造的伦
敦，活⼒力社区在伦敦下议院举⾏行了
年度晚宴。活⼒力社区理事陈书平⼥女
⼠士在激动⼈人⼼心的演讲中表⽰示，“我们
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现在我们是时
候做出回报了。”期间，我们得到了
众多参与者振奋⼈人⼼心的响应和热烈
的⽀支持，我们对为流动⼈人⼝口事业做
出贡献的⼈人们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流动⼈人⼝口同你我⼀一样，不可被遗忘，
更不可被社会抛弃。2014年因为你
们⽽而与众不同，希望在新的⼀一年可
以开放更多的社区中⼼心，服务更多
的流动⼈人⼝口。让包容之城容纳流动
的希望。 
!
!
        活⼒力社区团队 
!

*这⼀一数据在2020年将会增⻓长⾄至4.26亿。02



影响

549,723

有效服务时⻓长

6,275

项⺫⽬目时⻓长

6,916

受益⼈人数量

影响

03

CN 
!
!

459,723 
!
!

CN 
!
!

6,275 
!
!

CN 
!
!

6,916 
!
!

春季项⺫⽬目时⻓长基于年平均值 

基于各社区中⼼心的年度统计数字

CN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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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房中⼼心：孩⼦子们正在排队参
加少年⼉儿童发展项⺫⽬目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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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

⼉儿童早期发展项⺫⽬目

快乐 激励 收获 !

        社区中⼼心的员⼯工和志愿者每天
与社区中的流动⼈人⼝口朝⼣夕相处，感
受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长期志愿
者和社区中⼼心的员⼯工们坚持不懈地
为流动家庭中的⺟母亲和她们的孩⼦子
参与项⺫⽬目提供帮助，让他们能够融
⼊入周围的环境，并参与社区活动。 
        数字可以说明更多问题。我们
的项⺫⽬目最⼤大的影响⼒力体现在改善受
益⼈人亲⼦子关系上。我们致⼒力于为孩
⼦子们创造⼀一个愉快的、充满⿎鼓励的
和有益于他们成⻓长的环境。 
        例如，参与到我们活动中来的
⽗父⺟母有99%的⼈人认为我们的课程对
他们来说⾮非常有帮助，他们学会了
如何与孩⼦子沟通；98%的⽗父⺟母认为
他们学到了如何更好地为⼈人⽗父⺟母，
正因如此，他们的孩⼦子在⾏行为上和
性格上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除此之外，98%的⽗父⺟母谈到，

现在他们更容易理解孩⼦子，也和孩
⼦子更亲近了；100%参与到课程中
来的⽗父⺟母都觉得应该把这项课程推
荐给更多的家庭和朋友。 
        ⾃自从参与到这个课程中以来，
她们与孩⼦子的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
化，更多妈妈们参与到我们北京东
坝中⼼心的⻓长期志愿服务中。事实上，
94%参与课程的⽗父⺟母表⽰示他们愿意
在中⼼心做志愿活动，也希望能够成
为助教。 
        深深扎根于流动⼈人⼝口社区是活
⼒力社区重要的⼯工作⽅方式之⼀一，并且
这种⽅方式让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黑桥中⼼心：孩⼦子和妈妈参加亲⼦子课程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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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

少年⼉儿童发展项⺫⽬目

回应 ⽀支持 成果 

        少年⼉儿童发展项⺫⽬目是我们⻓长期
开展的项⺫⽬目之⼀一，在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它依然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014年上海新安中⼼心开始实⾏行
“⼀一对⼀一”教学辅导，这种模式在帮
助学员维持成绩稳定之外，还能提
⾼高他们对周五开设的传统⽂文化课和
英语课的积极性。⺫⽬目前这种模式已
被其他各中⼼心普遍采⽤用。 
        新安中⼼心在2014年招募⼤大学⽣生
志愿者在周六为流动⼉儿童提供免费
辅导。这⼀一努⼒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大学⽣生志愿者每天和家⻓长交流学习
进度，让学员持续进步并及时为他
们提供帮助。 
        为确保少年⼉儿童发展项⺫⽬目产⽣生
⼲⼴广泛的影响，我们经常和学员进⾏行
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这使我们
能够有效应对和改进项⺫⽬目推⼲⼴广中出
现的问题，更好的提供服务。 

        94%的学员认为社区中⼼心的⽼老
师能够帮助他们答疑解惑。 
        80%的学员表⽰示他们能够更加
轻松地完成作业。专业的⽼老师，认
真的志愿者及良好的教室环境都为
他们提供了有利的学习氛围。 
        但活⼒力社区的资源有限，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项⺫⽬目的开展，很难达
到更好的影响。 
        以新安中⼼心为例，供不应求的
情况成为中⼼心的常态。在现有资源
下，维持甚⾄至扩⼤大社区中⼼心以满⾜足
新安及周边社区⼤大范围的学员需求
尚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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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中⼼心的妈妈和孩⼦子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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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

社区发展项⺫⽬目
        朱房社区中⼼心位于北京⻄西北部，在这⾥里，家庭教育项⺫⽬目2014年有了新的
突破---建⽴立起⼀一个社区发展⼩小组，旨在⿎鼓励居住在朱房社区的流动⼈人⼝口从社
区获得⽀支持。同时在流动⼈人⼝口与活⼒力社区员⼯工之间创造⼀一个更正式的对话空
间。为了让整个社区的⼈人彼此互通，我们选出了12个社区⾻骨干，他们在邻⾥里
之间、⾻骨干团队和活⼒力社区之间传达信息、发起讨论。 
     
        最令⼈人激动的是，我们不仅在这⾥里创建了社区发展⼩小组，还创办了流动
⼈人⼝口信息报，每两周出版发⾏行⼀一期，且电⼦子版同步上线。我们会定期在信息
报上发布有关社会、⽣生活、艺术、流动⼈人⼝口成功故事以及他们孩⼦子取得的成
就等新闻，当然也包括⼀一些社区中⼼心⾃自⼰己的信息。⾄至2015年，信息报会⼀一直
配送⾄至整个社区。 

流动家庭中的妈妈和孩⼦子  
中国，上海



流动⼈人⼝口社区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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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默
⼀一名三岁半⼥女孩是如何超越⾃自⼰己的

     2004年初，⼩小默的爷爷对其⼩小孙
⼥女⼩小默的未来感到⾮非常担⼼心。⼩小默三
岁半，来⾃自⼭山⻄西。她的⽗父⺟母在北京从
事着⼯工作时间较⻓长但薪资较低的⼯工作。
由于⼩小默⽣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几乎都没
有陪伴在⾝身边，她很少表现出⾃自信或
者与⼈人交流的能⼒力，⽽而且似乎变得越
来越封闭起来。 
        “我试着陪她玩游戏或者带她到户
外去，” ⼩小默的爷爷说道，“但是我没
法给她需要的关注。” 
        经⼀一位邻居介绍，刘爷爷决定带
她的孙⼥女去附近的活⼒力社区中⼼心。这
个社区中⼼心建⽴立于2010年，并为2-4岁
的流动⼉儿童设⽴立了专业的⼉儿童早期发
展项⺫⽬目。刘爷爷希望能与该项⺫⽬目的照
料者和当地专业的⽼老师⼀一起，让其孙
⼥女从封闭中⾛走出来。 
        但是⼩小默不愿意同⽼老师和其他的
⼩小朋友接触。她蜷在爷爷的怀抱中，
盯着周围的⼀一切，却沉浸在⾃自⼰己的世
界⾥里。 
        爷爷说：“我不明⽩白，我孙⼥女在家
的时候，胆⼦子很⼤大，但到了外⾯面，她
就不和任何⼈人说话了。她就紧紧地抓
着我，也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高兴地
去玩⼉儿。” 
        尽管开始不太顺利，但好消息是
⼩小默可以⼀一周六天都来参加社区中⼼心
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 
        吸取了专注在中国经济条件较差
的流动⼉儿童领域的⼉儿童早期发展的进
步理念，活⼒力社区在⼗十年间对流动⼉儿
童和其看护⼈人的需求有了更好的了解。
⺫⽬目前，这个专⻔门为2-4岁流动⼉儿童设⽴立
的项⺫⽬目已经对数千名孩⼦子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这些受影响的孩⼦子来⾃自北京、
⼲⼴广州以及周边城市。 

        ⼉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老师们对待
⼩小默很耐⼼心。他们⿎鼓励并引导她在游
戏和活动过程中尽可能地参与互动。
对⼩小默⽽而⾔言，爷爷和⽼老师的⿎鼓励和⽀支
持让她逐渐敞开⼼心扉。 
        在活⼒力社区的第⼆二学期中，⼩小默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她已经能够在舞
台上独⾃自为其他孩⼦子、家⻓长和社区员
⼯工们表演唱歌。当她在台上刚开⼝口唱
的时候，她的爷爷在台下已经激动得
热泪盈眶，满⼼心欢喜。 

    ⼩小默在社区中⼼心仅仅两个学期，
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现在她还
在社区中⼼心学习，如今的她喜欢说话，
喜欢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爷爷看
在眼⾥里，喜在⼼心⾥里，“我⾮非常⾼高兴，她
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害羞了。⾮非常感谢
活⼒力社区。” 

    作为流动⼉儿童的⼩小默，未来还有
很多的困难要⾯面对。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可以确定的，她的⾃自信⼀一定能够让
她更加从容地跨越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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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默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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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华
学会感受⼥女⼉儿⼗十年来内⼼心的痛苦

        在2004年，⾯面对⽇日益加剧的⽣生存压
⼒力，⼀一个流动家庭中的⺟母亲秀华做出了
⼀一个让她感到痛苦⽆无⽐比的决定——带着
她三岁的⼩小⼥女⼉儿离开家乡去往北京，⽽而
她的⼤大⼥女⼉儿梅梅则独⾃自留在⽼老家。当时
只有六岁的⼤大⼥女⼉儿由邻居照看，秀华很
担⼼心⼥女⼉儿觉得⾃自⼰己被⺟母亲抛弃了。 
        现在，梅梅已经16岁了，她留在⽼老
家，在当地的学校上学，⽽而她的家⼈人⼀一
直在北京。梅梅已经开始成熟起来，可
以⾃自⼰己照顾⾃自⼰己了。⼀一年只有⼀一次的⻅见
⾯面让梅梅和秀华的感情似乎慢慢变淡了。

        最让秀华⼼心碎的是她不知道怎么去
和她⼥女⼉儿交流。她经常和梅梅通电话，
但是梅梅却对她们的对话不感兴趣。她
只是默默地听⺟母亲说话，偶尔才会说上
⼏几句。 
        “我不知道除了跟她说学习和⽣生活
上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说些什么。我们的
对话⼀一直就是我问她答。我很担⼼心。” 
秀华说。 
        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这种对话模
式很正常。但这明显说明，⾃自从秀华离
开⽼老家，与⼤大⼥女⼉儿分开后，她们⺟母⼥女的
关系便不如从前，渐渐变得疏远了。 
        变得急躁不安的秀华与⼥女⼉儿通电话
的内容⼤大多是训斥⼥女⼉儿或者让⼥女⼉儿按照
她的意愿做每⼀一件事。这也导致了她们
之间的争吵与埋怨，⺟母⼥女关系变得越来
越紧张。 
        秀华开始参加活⼒力社区北京东坝中
⼼心为流动⼈人⼝口开设的家⻓长课堂。家⻓长课
堂由活⼒力社区的专业⽼老师教授，通过授
课、讲座、⼩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等多种
⽅方式帮助流动家庭的家⻓长们获取家庭教
育知识。与此同时，课程也介绍如何维
护和增进家庭成员之间因流动迁移问题
⽽而被破坏或者受损的感情的⽅方法。 
        在第⼀一个学期，秀华已经学会了很
多有关家庭教育的知识。她知道了不同

年龄段孩⼦子的特点，以及知道了随着孩
⼦子⻓长⼤大如何去改变教育⽅方式的技巧。 
        这个学期的家⻓长课堂，讨论的是孩
⼦子从婴⼉儿到⻘青少年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
同时，我们也讲授了家⻓长在孩⼦子成⻓长的
不同时期应该如何与孩⼦子交流的相关知
识。 
        在每⼀一个章节的学习中，秀华都会
回想到那些她与梅梅争吵的瞬间。渐渐
地，秀华意识到尽管她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她却⽤用错了⽅方法，导致⺟母⼥女关系越
来越差。她决定要开始做出改变。 
        “我跟⼥女⼉儿说了对不起，” 秀华说，
“我为我⼀一直以来对她缺乏耐⼼心与训斥
道歉。” 
        “现在我已经能够耐⼼心听她说话，
尊重她的想法了。我开始关⼼心她的感受
与需求，尽管我不在她的⾝身边，但我会
尽我所能⽀支持她。” 
        原谅的⼒力量是巨⼤大的，⽽而这可能是
秀华在活⼒力社区家⻓长课堂⾥里学到的最宝
贵的⼀一课。秀华认识到了过去的错误和
⼥女⼉儿对她的不满，同时也得到了⼥女⼉儿的
原谅。现在，秀华和⼥女⼉儿尽管还是分隔
两地，但是她们的关系却前所未有的融
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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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华和她的⼩小⼥女⼉儿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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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按职能部⻔门 
!
02 / 按项⺫⽬目类别 
!
03 / 按项⺫⽬目区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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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信息
总体⽀支出 
1,792,613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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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感谢之情难于⾔言表。有许多优秀的个⼈人、公司、机构和政府
部⻔门关注了我们在2014年的故事，与我们⼀一起探讨流动⼈人⼝口的问题，并
到访了我们在中国、尼泊尔和孟加拉的社区中⼼心。 
!
        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今年⽆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接触到超过11000
名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流动⼈人员。流动⼈人⼝口以⼀一定速度不断进⼊入我们的
城市同时，对我们项⺫⽬目的需求也会随之提升。对于那些陪伴与⽀支持我们
为流动⼉儿童与他们的家庭提供更好⽣生活的⼈人，对于在活⼒力社区的每⼀一个
⼈人，我们全体在此向你表⽰示深深的感谢。 
!

感谢

朱房社区中⼼心学员与普华永道的
员⼯工们⼀一同游览北京⾃自然博物馆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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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政府

基⾦金会

⽇日内⽡瓦国际 
摩根⼤大通集团 
美国银⾏行  
德意志银⾏行 
⾥里昂证券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ASC精品酒业 
美国塔吉特公司 
康明斯公司 
纽约梅隆银⾏行 
⾹香港置地 
法国博福普益⽣生制药公司  
北京⾦金道天成信息系统服务有限公司  
红星·美凯⻰龙 
艾利尚德曼（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盛京银⾏行 
⾼高盛集团 
奥雅纳⼯工程顾问公司  
北京果伴科技有限公司  
⽀支付宝 
万豪国际酒店集团 
⾦金碧合⼒力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瑞雅精修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拓隆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爱琴海购物中⼼心  
中易浩富（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 
!
!
!

北京朝阳区政府 
上海闵⾏行区政府 
!
!
!

南都公益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  
Indus Capital Foundation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其他
乐施会 
⼉儿童乐益会 
北京德国国际学校 
北京耀中国际学校 
!

感谢



“让我们给流动
⼉儿童⼀一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