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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2007 年 7 月，厦门市同心义工服务中心在厦门市民政局注册成立。义工

中心秉承着“养护心灵、关怀生命”的宗旨，传递“有爱心还要有方法、有

方法更要有好心态、有好心态还要有行动”的义工服务理念，专业开展义工

培训，为社会输出高效率、高质量、高素质的“三高”志愿者。

随着《志愿者服务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志愿服务走向了制度化、常

态化、专业化。同心义工服务中心致力于专业志愿者培训，十余年来培训了

7300 多名志愿者，为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培训 100 多场，同心义工累计为厦

门提供志愿服务超过 15 万小时。同心义工阳光、温暖、友善、专业的绿色形

象广受好评。

十多年来，义工中心见证了公益行业的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人民群众的专业化、个性化社会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

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

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民政部、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

务的指导意见》、《财政部、民政部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

服务的通知》等法规政策相继出台，义工中心发挥自身公益领域十多年的社

会服务经验，走向社会工作专业化，承接了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2017 年被评为厦门市 4A 级社会组织。义工中心工作团队现有 3 名“中级社会

工作师”、2 名“二级心理咨询师”、2 名“三级心理咨询师”、2 人持有中

学教师资格证。

开篇语
文\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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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同心义工服务中心

有个神秘的地方，西方叫做“乌托邦”、

东方叫做“桃花源”，那是人们对“净土”

的向往，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精神田园，是对“真、善、美”简单的

执着。

然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一批批

的公益人努力守护着“桃花源”。义工服

务中心通过同心义工培训，把“传承善、

践行义”的接力棒传给一期期的新义工，

带领着爱心人士走向公益的道路。

2008 年，我第一次做义工，那是一

场为白血病儿童筹款的义卖。在热热闹闹

开卖后，我守着的摊子迎来了第一位客人，

那个激动啊，可是，吐血，忽然发现我居

然没有义卖品的价格表，瞬间把我急坏了。

我急冲冲找到现场负责的一位师姐，

很着急的告诉她我没有价格表。师姐微笑

的看着我，淡定的说：“没关系，慢慢来，

不着急哈，是哪个摊位啊？”随着她缓和

的语气，我急促的呼吸不自觉平缓下来，

心自然也跟着安定下来。我不好意思的笑

起来。

那一天，我对同心，有了特别的好感；

对公益，有了别样的心动。11年后的今天，

我已经不记得那位师姐的名字和长相，但

是，仍然在心里感谢她。因为，她，是我

公益路上的领路人！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幸运，

能够遇到一位公益之路的领路人。可我真

诚祈愿，每个人都能遇到一位公益领路人，

如何可以的话，去成为别人的公益领路人！

同心义工，守护着“桃花源”，也去

为渴望“桃花源”的人们领个路吧！

守护“桃花源”
文/文君



5

厦门市同心义工服务中心

记第 54 期同心义工基础培训
文/文君

54 期义工们给自己班级取了“凤凰”

这个班名，寓意：凤凰树是厦门的市树，

我们都是厦门的一棵树，聚会成林，期待

凤凰树花开，美丽厦门！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同心义工，必须严

格经过“义工发展与定义、义工精神价值、

义工行为礼仪、传统慈善文化与现代公益、

义工服务方法与技巧、公益活动策划”等

环节的理论培训，及培训期间 8小时的公

益服务。要把义工服务精神，融入到服务

过程的一言一行，也带到日常生活中的亲

朋好友中。就像同心义工之歌那样：

用欢喜感恩，

化解所有的苦，

当做生命的礼物；

用智慧慈悲，

接纳所有的不同，

心就更加宽广从容；

我们坚信，

快乐来自无所求的付出；

我们践行，

快乐来自无所求的付出；

爱的付出！

同心义工 54 期凤凰班培训心得分享

——董桂英

梅开二度，只是一个传说。 但凤凰

木确能花开两季，一季老生走，一季新生

来。三月初，我们因为同一个理念和目标，

聚集在一起，走进同心，共同成长。

还记得第一节课时，大家初次见面，

彼此都不熟悉，交谈也不多，文君师姐把

自己多年来公益之路的心路历程娓娓道

来，在她缓缓的讲述中，我们心中曾经对

于生活中接触到的一些公益的困惑逐渐解

开，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对于未来道

路上步伐也更加坚定和有方向。后期的洪

岩师姐的关于传统文化的五常伦理以及相

对应的在公益活动中的五常，作为义工，

该怎么协调与受助对象、与同伴、与组织

等各方面的关系，让我们都感觉受益匪浅，

那一句“独自前行，走得很快，结伴前行，

走的更远”让我们明白“爱出者爱返，福

往者福来”的更深层意义。做公益献爱心，

不能只凭着一腔孤勇，要考虑到别人（受

助者、同伴、组织机构等）各方面的因素，

携手共进，才能走得更远。素娥师姐的“与

生命对话”公益体验，带着我们走进自己

的内心，去重新倾听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需

求，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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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要学会换角度看待问题，遇到问

题能更高效的解决。瑜勤师姐的“义工

精神价值、义工服务方法与技巧”理论

课程中，我们学会了要认清自己的特长

和定位，在义工服务活动过程中扬长避

短，用最有效的方法去发挥自己最大的

作用，更好的去帮助更多的人。

整个培训期间穿插的公益服务实践

活动也让我们收获颇丰，在五一国际邮

轮码头的游客咨询指引活动中，大家在

活动过程中团结一致，随时根据现场实

际情况在群里和大家分享针对游客各个

问题的解决方案，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

更快的帮助了游客，活动中收获了好多

游客的感谢和对厦门文明的赞叹，赠人

玫瑰，手有余香，这大概就是公益最好的诠

释吧！

叶如飞凰之羽，花若丹凤之冠，在凤

凰花开得如火如荼的五至七月，我们本期小

伙伴通过一次次的课程和线下活动的接触、

交流，逐渐熟悉、凝聚，我们逐渐变得朝气

蓬勃，对爱心和公益的认识层面渐渐提高，

在今后的爱心公益道路上，也将和志同道合

的有爱有志之士携手共进，继续发扬“传承

善，践行义”的义工精神！

同心义工 54 期凤凰班培训心得分享

——杨鹏维

弹指一挥间，时光已走远。一晃眼 3

个多月的义工培训接近尾声。我特别想说感

恩遇见最美丽的你们——54期同心义工·凤

凰班的师兄师姐们。相识是缘，相知是福，

感恩今天的遇见！

很高兴能够参与这一期的义工培训，

让我对义工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感恩师兄

师姐的分享，感恩师兄师姐一起学习，相互

信任，一起结伴同心义工之路！通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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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更明白同心的服务宗旨：让有爱的人

更懂爱；通过心灵滋养与专业支持协助爱

心人士更好地服务社会。让我更想理解做

义工的意义。

    同心让我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博学多

识的洪岩师姐，帅气的剑敏师兄，漂亮的

文君师姐，守时的丽梅师姐，乐天的海远

师兄，腼腆的弟弟许鋆昌，善良的张军师

姐 ......

    同心让我知道作为一个合格的义工是

照顾好自己，才能去帮助别人。而帮助别

人并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盲目给予别人

你的爱心，重要的是需要站在被帮助的人

的角度去考虑，然后帮他们从被助到自助

到去帮助别人。

   同心让我体验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邮轮中心的导路”、“狐尾山环保净山

活动”、“同心儿童院院庆户外游戏互动”

这些活动，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厦门风景，

见识到各式各样的人，感悟生活的美好，

同心义工 54 期凤凰班培训心得分享

——陈丽梅

2019 年 4 月至 7 月，参加了为期三个

月的同心义工培训，虽然在一起培训的时

间很短，但在同心这个大家庭里，非常高

兴能认识这么多热心于义工事业的师兄师

姐，也很高兴我也成为义工兄弟姐妹中的

一个成员！

感谢剑敏师兄对我们细心关照和耐

心的讲解，认真的接待我们每一位参加培

训的义工。让我们了解了同心志业的由来

及义工精神的核心意义，知道了什么是义

工精神！感谢文君师姐及洪岩师姐风趣讲

解，从中我也深刻体会到这份“不易”的

事业，好多资深义工坚持多年，不求回报，

精神非常可贵！

这次培训中有很多有趣的任务需要每

个小组团结完成，俗话说“一根筷子易折

断，十双筷子抱成团。”团队有着想象不

到的强大，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努

力，才能将大家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才能

完全成指定任务！这就是团队的力量，义

感谢那些默默为我们守护的可爱的人们，

因为有他们的付出，我们才有今天平安幸

福的生活。

    虽然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参与同心

组织的各项活动，但是我会一直默默关注

支持。如果时间允许，我希望带着家人一

起体验一下奉献爱心回馈社会的有意义的

活动！愿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美好，感恩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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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家庭的力量！

参加了几次义工活动，感受到作为一

个义工，在助人的同时也是自助。在参与

义工的活动的同时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接触

社会的机会，提供了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或许我不能经常参加义工活动，但我会坚

持下去，哪怕自己贡献的力量不大也一定

会坚持！

这次义工培训，让我收获最多的就是

学会了感恩，感恩生活赐予我们的一切，

感恩一切美好与不美好！参加义工活动的

我收获比付出更多，能在现实生活（参与

义工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找到我生命

存在的一点意义，感谢同心给我的机会，

谢谢！

同心义工 54 期凤凰班培训心得分享

——陈华燕

在报名之前， 对于义工，并不陌生，

不管是公司办的活动还是跟着社会机构组

织的义工活动，我参加的也不少了，但总

觉得不那么正规，没有系统的学习，服务

时总会有些不顺的意外，于是，看到同心

再次组织义工培训，不管工作再忙，我也

不犹豫的报了名。

感恩同心，感恩为 54 期付出的师兄师

姐，在这里，除了认识了美丽的文君师姐，

还见识了博学的“童佬”洪岩师姐， 当然，

帅帅的剑敏师兄给人“邻家哥哥”的亲和力，

最值得学习。

文君师姐告诉我们：做义工，不只是

帮助，要能识别需求，要量力而行，最大

的“帮”是要让人从“求助”到“自助”

再到“助人”的一个成长。

以前的认知，“志工”、“义工”、“志

愿服务”就是去做好事，到底哪些是好事？

如何是好事？通过文君师姐分享的义工服

务方法与技巧，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懂

得不能“一头冲”，服务之前得做好详细

的计划，把可能发生的风险先考虑好。义

工服务三步曲：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

都得认真对待，我得出结论就是：要做好事，

也要做到三赢（参与者有收获 / 活动有成

绩 /影响力有提升）。

最最让人感动的是“与生命对话”，

为那些与兰娇师姐、小凤师姐般能康复的

癌友感到开心，也深深为同心能有这么个

组织而感恩。我能体会到当医生下达“噩耗”

时那种惶惶不安，若有那么一个慰心的组

织，可想而知对心灵的安慰有多大。还有

“脊柱保健”真的是终生受益的一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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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滴到凤凰 

同心基础义工培训从第 1 期水滴班

到第 54 期凤凰班，两千多名持证义工通

过了理论培训、服务实践、毕业考核，具

备专业志愿服务能力。

昔日的义工学员，许多已投身公益行

业成为全职或兼职工作人员；也有许多默

默支持、做捐款捐物的支持者；还有许多

依然是各个公益活动中温暖的绿色身影。

亲爱的同心义工，是什么鼓舞着你在

公益之路勇往直前，与同心一路同行呢？

有什么难忘的故事，有什么想对义

工伙伴或同心义工服务中心说的话？

我们等您，说给我听！

以下方式任选：

1、添加微信——18059829219（同

心义工服务中心）直接留言

2、发电子邮件给 yg@ohch.org

3、来义工中心泡茶叙旧，打电话找

剑敏（18059829219），约起来！

亦可分享给周边的亲朋好友，带动健康运

动。

培训过程中，我也参与了同心团队

的一些义工服务项目，如“邮轮中心导路”、

“关注困境儿童慈善晚会”等活动 , 感

动于过程中收获的“谢谢”, 记忆最深的

是邮轮中心服务那天 , 一对外来夫妻在

我们回复他们问题之后发自内心真诚的感

叹说：“厦门真好啊，地方美，还到处服

务好，有困难时随处可见志愿者”。真的，

志愿服务能点缀美丽厦门，我能出一点力，

很值得！

经过三个月、五堂课、二次实践，

以及从感恩日记到发现美好到日行一善的

记录。我感受到：同心在用心的设计课程，

知行合一的践行义工理念。

虽毕业了 , 即使没法投入太多的时

间与精力去做义工服务，但我将永远是“同

心人”，我会努力践行在同心学习到的东

西 , 践行同心传递的爱与德，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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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会组织和

社会工作者之间的联动，强调以社区为平

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人才

为支撑的联动格局。社会工作坚持“以人

为本、助人自助”的核心宗旨，强调通过

一系列专业价值、专业方法和技术为有需

要的个人、家庭、社区提供相关的服务。

同心义工服务中心通过打造“湖里区

青少年权益中心”在青少年社工服务领域

累积了独特的经验与工作方法，组建了专

业服务团队，成为最懂青少年、能够与青

少年及其家庭“对话”的通道、青少年的

有力“靠山”。

2019年同心义工服务中心承接了共青

团同安区委员会指导下的“青春竹坝 活

力少年”竹坝学校的青少年服务项目，以

竹坝中学 11-15 周岁（5-9 年级）重点青

少年为主要服务人群，为青少年的健康成

“三社联动”为人民谋幸福
文/文君

长提供多元发展服务，从而培育文明乡风，

助力乡村振兴。

做青少年的有力“靠山”

同心义工服务中心打造的湖里区青少

年权益中心项目在团区委、区教育局指导

下，整合专业化服务力量，建立以社会工

作者、心理咨询师、法律工作者、教育工

作者等为主体的多专业工作团队，已发展

成为具有 9 名核心项目成员，24 名签约核

心项目专家组成的专业化公益服务团队，

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权益中心为平台、

学校为载体、社区为延伸的服务模式。

项目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

工作和项目化运作等方法，以“定向需求

沟通与多方资源整合的循环补充”为创新

服务模式，积极解决青少年的问题和满足

青少年的需要，促进“家 - 校 - 社”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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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及对青少年的系统支持，梯队式推动

青少年支援网络建设，为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提供全人服务。

谁的青春不迷茫 向网络世界SAY BYE

青少年正处在形成“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的重要时期，具有独特的生理特

征和心理特征。而“成长”是一个必经阶

段，但叛逆期的少年往往让家长觉得“问

题多多”，也许是因为家长早已经忘了曾

经年少的自己；也许是时代变迁，现在青

少年的“问题”，我们不曾遇到过，例如：

网瘾少年。

许多拿着智能手机长大的 00 后，放假

在家最爱的就是“打游戏”。青少年大脑

未完全发育，自我管理能力较差，游戏中

给予的“荣耀、目标、互动、惊喜”这些

可见的、可实现的“激励”正是孩子沉迷

游戏、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的背后原因。

针对青春期孩子“需要被认可”、“英

雄主义”等心理需求及特点，以团体动力

小组的方式，通过角色扮演、体验游戏、

绘画等形式，让团队内成员正确认识游戏，

提高个人内在价值感，存在感，训练学生

专注力、时间管理能力以及抗挫力和团队

合作能力，将其对游戏的单纯依恋转化为

创造力和学习动力。青少年权益中心 2018

年累计开展 3 个网络游戏成瘾预防小组，

共计 22 节服务 358 人次。

在家长层面，以线上微课及线下工作

坊形式，开展“父母如何应对青少年电子

产品依赖”4 场主题系列活动，累计服务

4029 人次。主要通过辩证认识电子产品、

孩子依赖手机网络的原因、家长如何引导

与沟通、案例解析、经验分享交流等方式

开展，进而促进青少年正确使用电子产品。

我们采取学校试点合作方式开展家长

工作坊式的实践指导，例如：在金尚中学

开展以“读懂青春期”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家长通过现场观摩和

演练，掌握问题解决的技巧和方法。这种

途径尤其在亲子沟通、行为管理、学习指

导等方面有重要作用。转变专业指导者的

权威角色，由指导者变为引领者，通过成

长交流小组或一对一个案辅导等形式引导

家长开展自我反思，实现自我成长。截至

目前湖里区青少年权益中心自成立以来开

展线下亲职教育课堂 17 场，服务约 15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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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的压力 你可懂？

一个初一的孩子对我们说：“姐姐，

你知道吗？开学第一天全校大会，校长就

说了，全厦门只有不到一半的初中生能考

得上高中。我妈说上不了高中就上不了大

学，我就完蛋了。我好害怕！”

随着中考的步步逼近，初三的学生和

家长大都被焦虑情绪笼罩着，尤其是每年

冲刺阶段都是师生最紧张，家长最繁忙的

时候。广大学子已经经历了反复复习、各

种模拟考试，容易出现身心俱疲的状态。

因此这个阶段，出现紧张、焦虑等情况的

学生、家长真的不在少数。可是，在这个

重要的人生关口如果出现任何闪失，都会

抱憾终身。有些平时学习很好，一到大考

试就考砸的学生，就是考前压力过大。而

这样的孩子，可能家长比他还焦虑。

同心义工服务中心走进学校开展了

“中高考减压行动”，针对即将面临中高

考的学生及家长，在缓解心理压力、保持

良好心态等方面提供有效服务，保障学子

们正常发挥，甚至激发潜能、超常发挥。

2019年同心义工服务中心为湖里区七

所公办学校各初高中开展了大小近10场，

受益人数近千人次的“中高考减压行动”。

学生们在心理老师的带领下，以团队比拼

的形式完成“快乐节拍”、“鲤鱼过龙门”、

“动力圈”等素质拓展活动，借此舒缓考

生的焦虑情绪，并给考生加油增能，增强

考试的信心！活动最后，同学们用彩笔在

便签纸上写下自己的梦想，大声喊出自己

的目标，放飞气球放松身心，轻装上阵，

放飞梦想。

针对考前焦虑、目标不明确的学生还

有“梦想加油站”考前舒压增能小组活动，

通过有趣的心理拓展游戏、表达性艺术治

疗游戏、绘画分析等方式帮助学生缓解考

前焦虑情绪，并找到清晰的奋斗目标。

此外，我们还指导家长如何缓解自身

紧张情绪，减轻心理负担；指导家长更好

的帮助孩子解压，并以情景模拟、角色扮

演等方式教家长们进行实操演练，给孩子

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

如果焦虑情况特别严重的家庭，我们

还可以提供一对一的深层次心理咨询辅导，

帮助青少年们突破压力、考出水平。

顺便展示一下孩子们的才艺吧！ 2018

年湖里区中学生“禁毒防艾”主题海报设

计大赛获奖作品来啦！（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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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防艾海报设计大赛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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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是社区青

少年与社会接触，了解社会、增强社会

责任感的大好时机，也是培养青少年各

项能力、开拓视野和充实知识的最佳时

期。为了丰富社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

生活，发挥基层社区服务青少年的功能

和作用，积极引导青少年融入社区、服

务社区，让社区青少年度过一个充实而

有意义的假期，同心义工服务中心于 7

月 8 日走进新港社区，为社区青少年举

办为期 5 天的“新港社区初阳少年 2019

年暑期社会实践暨欢乐夏令营”系列活

动。

跟着小编一起看看“了不起的孩子

们吧！”

“了不起的孩子们”这是你没见过的挑战夏令营
文/文君

Day1:“创造生命中的彩虹”生命

教育活动

生命只有一次，时间就像从起点奔

向终点的列车，而我们只有一张单程票。

为了培养社区青少年“珍爱生命 健康成

长”的思想意识，帮助他们对自已和他

人的生命树立珍爱、尊重的态度，让他

们进一步理解生命的意义，认识生命的

价值，树立热爱生命、珍惜时间、发展

自己、实现理想的积极生命观。

7 月 8 日上午，周老师通过生动的图文

和视频，为社区青少年带来了一场“创造生

命中的彩虹”的主题生命教育。活动过程中

周老师组织青少年们进行“画出你的生命力”、

“画出你想为这个世界做的事情”的互动，

让青少年发挥想象力，探索自己的梦想，让

他们亲自动手描绘各自的生命力和最想做的

事。

生命教育告诉他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

界都是很珍贵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成长过

程，每个人都应该绽放生命的光彩，每个人

都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从而让社区青少年学

会如何珍爱生命、健康成长。

Day2:“生存者联盟”生存能力大挑战

7 月 9 日上午，一群少年分别组队成立

了“生存者联盟”，每组推选出一位“美国

队长”负责领队，“钢铁侠”们负责组里的

财务事宜，每组带着 5 元钱、12 包小纸巾、

3瓶矿泉水，还要面对神秘任务的考验，他们

能够成功完成挑战，整组成员生存下来吗？

这是一次对智商、情商、财商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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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之道从来都不容易。孩子们走上街

头，要卖出纸巾、矿泉水，用赚来的钱

为其他队的伙伴买礼物；遇到“模拟危

险情境”找陌生人打电话求助；遇到街

头不文明行为的路人还要进行“正义劝

阻”。半天的挑战，孩子们感叹道“原

来爸爸妈妈赚钱很不容易啊！”、“和

陌生人求助很不好意思啊！”……经过

这意义非凡的半天挑战，孩子们收获良

多，学会了沟通、学会了分享、学会了

社会规范、经过这次“社会人”体验，

孩子们完成一次不一样的蜕变 !

Day3:“环保节能”小能手

“垃圾分类”我践行

7 月 10 日上午，为积极响应环保的

号召，促使青少年儿童进一步认识到“垃

圾分类”的重要性，培养青少年爱护环

境的意识。我们通过播放相关动画视频、

讨论、抢答等环节让青少年们更加深刻

的了解、认识到垃圾分类的意义、作用。

还通过卡牌游戏模拟实践操作，让青少

年儿童学会投放各种不同的垃圾，切实做

好垃圾分类。

孩子们高兴地说：“回家我要教爷爷

奶奶垃圾分类”、“我也要！”

“节能环保”科技小制作

为进一步青少年对“变废为宝、节能

环保”的资源观，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

惯，同时培养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热爱。

夏令营成员们分组开展了“科学小实验”

手工制作活动。在活动中，孩子们发挥自

己的聪明才智，将手中各种环保材料制作

成各种很实用的小玩具，并且每个作品都

蕴含了 1-2 个科学原理哦！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孩子们的环保

意识，深入了解合理利用资源的重要性，

并且在创新思维、动手实践的过程中促进

自身综合能力的发展，丰富了绿色教育内

涵，培养了孩子们的动手、合作、科技创

新等能力，激发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培养孩子们的科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

更重要的是，青少年们亲身体验了“变

废为宝”后，他们还把节能环保、科技创

新等理念带进社区生活，营造人人爱环保、

爱科技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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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做时间的主人 生活的能手

孩子拖拉、磨蹭、没有时间观念、

做事没有计划、专注力不好，做作业不

专心……这几乎是所有家长的痛点。暑

期来临了，一些爸妈们可能又要面临开

学前和孩子一起疯狂补作业的日子。

具备了“时间管理意识”和“时间

管理能力”，将让孩子受益一生。

为了让青少年认识到时间的重要

性，学会高效利用时间的方法，更好地

对学习和生活进行规划，社工以谜语和

“火场逃生”体验游戏揭开了时间的面

纱——时间是上天给每个人绝对公平的

礼物，每个人一天都只有 24 小时。时

间的紧迫犹如火场逃生一样，在有限的

时间里拿取最重要和有用的东西。

通过“撕纸游戏”，青少年们感

叹着人生纸条就这样一段一段的流逝

了……接着，社工带领青少年对他们暑

期进行规划，列出暑期目标清单，画出

时间管理饼图，利用“时间管理矩阵”，

教会青少年“时间管理”方法，引导青

少年规划出适合自己的理想时间表。

“精打细算”超市购物 学会“当家”

过日子

夏令营营员们一走进超市，就欢快的被

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住了。有的小组迅速分

工、分头行动，每两人负责寻找一类购物商

品；有的小组先讨论“作战方案”达成共识

后再分头锁定相应类别商品；还有的小组在

购物过程中出现了分歧，导致时间不够，没

完成任务。整个场面热闹、欢快、还伴随着“精

打细算”，成员反复计算着购买商品的价格

和商品品类代表，50 元的“限时采购”之旅

既锻炼了青少年的理财规划能力，培养理性

消费的意识，也加强了他们的快速计算能力。

活动结束，孩子们打趣道：“果然是不

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社工姐姐说：“以

后会勤俭持家了吧？”孩子们异口同声回应

“会！会！会！”

活动后，还有一位营员在悄悄抹眼泪，

他说经过这几天，他觉得妈妈很辛苦。在和

社工姐姐谈心后，这个心疼妈妈的好宝贝，

理解了“爱、责任、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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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益童研学”安全教育体验

营

夏令营的最后一天，爸爸妈妈和孩

子们聚在了一起，感受着孩子的变化。

暑期青少年独自在家或出外游玩的

机会增多，“益童研学”安全教育体验

营给社区青少年带来更好的安全教育，

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了解更多安全知

识，学习实用的安全技能。

7 月 13 日下午，社区亲子营来到筼

筜街道社区安全教育馆进行参访体验，

通过安全知识科普、互动体验等寓教于

乐和寓学于趣的形式，让大家在有趣的

互动过程中亲身体验到安全防范，从而

更深切地体会到日常注意安全的重要性，

提高平时的安全风险意识。

体验营中，亲子们参与了交通安全

飞行棋体验、模拟醉酒行走体验、火场

逃生 VR 体验、消防绳结技术体验、生命

救护体验、模拟烟雾通道逃生与 119 报

警体验等，真实模拟的情境，提高了亲

子们安全知识的掌握和自救互救的能力，

将安全意识牢记于心。

厦门市同心义工服务中心全力引导公

益模式的创新，推动公益事业的进一步发

展，已经形成“义工培训、公益体验活动、

青少年社工服务、成长工作坊”等品牌项

目。

形式多样的青少年体验式夏令营，寓

教于乐，帮助青少年树立积极正向的生命

观、时间观、资源观、安全观。

同心义工服务中心持续探索、研发，

致力于“让有意义的公益活动更有趣！”

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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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吴秋虹 李培卿 戴普妙 纪丽娜 张柏鹃 林建森  林锡荣   
  
李明珠 肖 (石羡 )珠 戴海玉 许明知 肖秀招 黄美婷  杨梦影 
郭红英    

张二 张小红 陈辉龙 陈妹 陈俊豪 陈曼丽  刘菊英  施雅晶  
  
李淑黎 蔡淑先 陈玫英 曹林林 陈海云 王源  蒋彩缎 程利明  
     
洪玥妍 黄婷 陈丽花 洪森森 彭秋娟 黄清香 张碧珍 陈怀宇 
孙丽萍   
钟持林 白鸿祺 陈珍强 郑重 

陈晓花 郭小玲 丘燕辉 林真治 梁美月 陈秋萍  陈科彤   
  
 
胡德辉 林永秀 许玉芳 伍火金 朱淑惠 王金秀 蔡普金 赖明燊 
谢祯   
     
丘观林 吴超芬 陈玲玲 郑继武 鲁文秀 释光金

戴梅英 (普明 ) 陈优待 吴云华 颜瑜勤 杨绐 叶永清  施天庆 
陈晓颖     
钟辉 郭根在 张美英 林塘山 杨翠云

苏丽煌 陈招治 朱小平 陈宝华 杨雅茗 钟龙娣  史泽霞  蒋香花 
张罪   

张普金 胡敏丽 林目 许清安 许燕治 傅海滨  陈坤华   
  
释常富 周玉碰 赖小连 郭清香 庄晨 陆瑛瑛  许奇萍  胡文生 
曾八月娣  黄三金  陈金花 许菜花
吴少军 张玉萍 高晓凤 邱双凤 鲁江玲 陈琪  孙鹏超 许湧冰 
康宁 邱双喜 洪妙荫 
朱素珠 谢观水 蔡海芬 赖桂英 凌莉 王文丰  林艺武  林亚惠 
饶冬梅 林乐全 李也好 杨玉静 华冬秀 常玉     
   
郭市 郑维巍 陈玉超
    

请您将我们的祝福带给您的父母、您的家人、感谢他们为社会、

为同心培养出、奉献出这么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的您！

08 月 01 日

08 月 02 日

08 月 03 日

08 月 04 日

08 月 05 日

08 月 06 日

08 月 07 日

08 月 08 日

08 月 09 日

08 月 10 日

08 月 11 日

08 月 12 日

08 月 13 日

08 月 14 日

08 月 15 日

08 月 16 日

08 月 17 日

同心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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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霞 廖月琼 林爱华 邱探花 黄丽丽

许爱华 沈青梅 余洪明 张永晶 吴晓靖 陈朝辉

刘觅 雷小粉 朱文犬 杜威 王香 陈凤雅  魏惠香 
洪菜 李春隆   

洪凸治 韩玉 蔡骏辉 王福芝 杨发娣
  
兰玉红 杜贵芬 董丽 叶曼丽
  
林东荣 胡沈珠 杨宝惠 陈林芳 释惟贤 释天宇 杨英笋 
林开垦    
   
陈冬梅 范秀芬 陈淑磊 陈美珍 杨同瑞
 
释慧明 陈丽明 张琳 许水付 杨世新 陈企望  廖红玫 
彭秋萍    
何依妹 洪丽凤 韦锦文 林震斌 谢广林 罗开利  陈锦 (石
羡 ) 胡燕华 林金印 杨桃 曾淑轩 陈丽玲  赖秀珍
陈金锐 陈莉莉 苏清康  
刘富明 陈玉茹 杨燕 李文杰
  
陈美卿 谢晓琪 吴惠棉 刘莉莉 叶也好 陈复到  黄小燕 
董雪珠 林叶儿 蔡丽军  
    
陈美娇
     
陈香 王琼 吴秀治 许上达 陈雪桦

钟波 李瑞琦 王鹭杰
  

08 月 18 日

08 月 19 日

08 月 20 日

08 月 21 日

08 月 22 日

08 月 23 日

08 月 24 日

08 月 25 日

08 月 26 日

08 月 27 日

08 月 28 日

08 月 29 日

08 月 30 日

08 月 31 日

同心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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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新星榜

7月新增个人会员

  7 月新增家庭会员

         黄清香  林爱玉 罗辉富 孙宇红  岳燕霞 

         胡朝菊 许佳慧     

刘冰冰之家        洪惠卿之家          蔡开通之家 

陈碧芳阖家        林冠英之家         江小平之家

曾凤娇之家 

  7 月新增慈佑委员

吴玉梅  王兆一   吴牧纯    刘亮       陈彦卿  

杨月珍

  团体会员

厦门威铁克电子有限公司



22

同心秘书

同心志业联络簿

厦门市同安区同心慈善会

地址：厦门市同安区城南工业区霞煌路 94 号

电话：0592-7369381

厦门市翔安区同心儿童院

地址：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大宅社区大宅里 197 号

电话：0592-7806633

厦门市同心义工服务中心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北二路 889 号禾山街道

社区服务中心综合大楼 1号楼 417 室

电话：18059829219

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47 号之一 102 单元

电话：0592-5023123 0592-5022929

厦门市思明区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凤屿路 308 号 301 室

电话：0592-5188170

厦门市同安区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地址：厦门市同安区城南工业区霞煌路 94 号

电话：0592-7369387

厦门市翔安区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地址：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大宅社区大宅里 197 号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滨安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园

电话：0592-7181919

长汀县同心学校

地址：长汀县河田镇水东坊 81 号

电话：0597—6510043   1585957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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