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国祯慈善基金会

国祯天一计划（一期）结项报告

（2020年 11 月至 2021 年 12月）

执行机构：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合肥市庐阳区春雨心智障碍者家长支援中

心、合肥市庐阳区源泉社会服务中心、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合肥市瑶

海区致行社会工作事务所、南京建邺区莫愁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安康市绿色秦巴

环保公益服务中心、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合肥市庐阳区善拍公益传

媒服务中心

一、项目简介

国祯天一计划是安徽国祯慈善基金会业务聚焦生态环保领域，尤其是可持续

发展方向的深度探索，是 2017年发布的国祯·镔铁环保项目的延续。“天一”即

为”天人合一”，取自中国传统文化对天人关系的思考，描绘的是一种人（生命）

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状态，我们尝试在项目中倡导用体验代替说教，促成人与自然、

人与环境的一种更深切的相互理解，以此来推动后续更加具有活力的生态环保项

目的创新和发展。基金会联合全国 9 家机构，通过对 6-18 岁青少年群体，在相

关的自然环境教育、社区环境教育、水环境教育等方面开展的环境公益项目。

二、项目实施情况（包括项目完成情况、实施中产生的问题及相应的措施）

国祯天一计划本年度支持全国 10家机构，通过对 6-18岁青少年群体，在

相关的自然环境教育、社区环境教育、水环境教育等方面开展的环境公益项目。

本年度共资助 10家机构，举办活动 200余场，直接受益者达 9000余人次，间

接受益者约 30万人次。

开发 4套环保教育课程，5份河流自然笔记，小河长工具包、河流图册、植

物识别、环境教育手册各 1册，1部自然教育纪录片，40余篇有奖征文和绘画，

10篇受益人故事、多部宣传视频，支持印刷《合肥市常见鸟类手册》，各机构联

合举办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中华慈善日等大型活动。在安徽省社会组织信

息网、合肥广播电视台、长丰广播电视台、安徽网、安徽环境新闻网、抖音、视

频号等各类媒体，传播 300余次，阅读量高达 67万次。

三、项目财务情况



序号 费用类型 费用明细 费用金额

（单位：元）

1 机构资助款 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资助款 60000

合肥市庐阳区春雨心智障碍者家长支援中

心

54000

合肥市庐阳区源泉社会服务中心 45000

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 65000

合肥市瑶海区致行社会工作事务所 51000

南京建邺区莫愁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70000

安康市绿色秦巴环保公益服务中心 63000

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63000

合肥市庐阳区善拍公益传媒服务中心 57000

2 人力成本 项目人员费用 89685.98

3 其他费用 包括项目督导费用、项目奖励费用、差旅费、

会议费、办公费用、传播等费用

213760.28

四、项目成效（包括对服务对象的显性或潜在影响、对执行组织的规范化建设

等影响、对行业及社会带来的影响、媒体报道情况等）

（一）自然环境教育

在自然教育方面，我们共资助两个项目，在陕西安康和合肥两地开展 24 节

气为主线的自然教育课程，通过在不同的气带领孩子们观察不同节气动植物的生

长情况，从自然角度观察河流，观察河流周边的自然及农耕体验等方式，完成

46次活动。

天一计划汉江河流自然美学项目

受益人群：城区亲子家庭，乡村儿童，受益人数达 722组亲子家庭。项目组

采用抽样前后测评方法来衡量项目服务成效，如小小水侦探活动前测试参与者对

水环境认知，活动后再进行测评，进行前后对比。通过项目组观察以及项目测评

来看，整体参与过自然美学节气的参与者更多的能够认知周边的环境，通过自身

行动去守护身边环境。

合肥市庐阳区善拍公益传媒服务中心



牛湾花信风项目开展以来，完成了教学大棚的建设，配置了 300寸投影、音

响、小板凳 100个，草帽 100顶、安全帽 20顶、救生衣 20件、农具若干，平整

了项目用地，为配合项目活动开展种植了油菜、小麦、水稻、玉米、南瓜、花生、

山芋等农作物，开展了 24次活动，截至 12月 31 日，直接受益人数 1057 人次，

间接受益人数 238456人次 （根据新媒体浏览量统计）

（二）社区环境教育

合肥市庐阳区春雨心智障碍者家长支援中心

1、天一计划·讷言者绿色骑行队有 11 组家庭，共开展活动 42 场次，资源

链接包括企业资源：字节跳动、捷安特自行车安徽区、老乡鸡、行道户外；学校：

新华学院志愿者社团、合工大志愿者社团、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志愿者社团、安徽

体育学院青志联、评测学工大学习中心、合肥市五十中西校区；政府：安徽省图

书馆、大蜀山环卫管理处、五里墩街道；媒体：新安晚报、善怕传媒。

2、提升人员能力

在 2020-2021 的骑行队活动中，张萍已经从最初的一名自闭症家长成长为天

一讷言者骑行项目负责人。

3、专业化发展

骑行队教练逐渐步入专业化。训练内容从单一化逐步专业化、多样化、趣味

化，包括山地越野、冲上下坡、慢骑等。

4、获奖情况：

2021 年评选为“2021 年度新安公益总评榜优秀项目”奖，骑行队 2名志愿

者获得“优秀志愿者”奖。

合肥市瑶海区致行社会工作事务所

绿苗行动（社区环境教育）项目自 2020 年 12 月启动以来，在一年半的时间

里成立了一支以儿童为主、服务时长超 280 小时、近 70 人的志愿服务队伍；共

开展了 18 场主题类活动，直接服务人次达 400 人次，间接服务人次近 1200 人次。

儿童方面，通过让儿童在环境中学习，辖区儿童在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上有显著

改变；家庭方面，将亲子互动内容融入环保活动，营造了家庭环保氛围同时也让

亲子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志愿者方面，通过开展环保志愿服务和志愿者培训，



高校志愿者的环保知识水平和志愿服务专业化能力得到提升；社区方面，通过活

动开展和家庭参与，社区环保意识和社区环境有所改善，促进了环保型社区建设。

1.凤阳一村社区儿童：直接受益人数 40 人。通过单后测的方式及常态化活

动观察，孩子们在环保意识、环保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及社会实践能力上有显著

提升。

以 4场垃圾分类活动为例，孩子们对垃圾分类经过了的初识-培养兴趣-深化

理解-参与实践的流程，孩子们在知识和意识上的提升逐渐转化为了行动。用活

动的形式来进行效果评估，我们通过环保知识竞赛来开展单后测，有效的检测了

孩子们经历了活动后，在环保意识上的转变。

2.凤阳一村社区家庭：直接受益 35 余人，间接受益 70 余人。通过同类活动

中家长的表现及想过活动家庭参与情况观察，家庭的环保意识有所提升，亲子关

系得到显著改善。

几次线上小视频活动，尤其是在视频内容设计上，都有家庭积极参与协助引

导。在垃圾分类的互动环节中，家长也会运用熟悉的环保知识引导孩子进行游戏。

2次的自然之旅活动，在活动中，家长学会了如何引导并同孩子一起去感受自然

植物，对相关植物知识也有进一步了解。

3.凤阳一村社区：受益人数 100 人。对于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提升，我们主

要进行了相关的推广宣传，同时在相关活动中把环保理念宣传作为必备环节。从

早期简单的派发宣传单到后期孩子们沿街讲解环保，部分居民甚至能与孩子们共

同探讨环保并与孩子互动环保问题，可见部分居民的环保意识有所提升。

4.志愿者：受益人数 70 人。各大高校志愿者在项目中对我们提供了很大的

帮助，同时，随着项目开展，志愿者们也有成长。环境教育活动的设计和开展，

志愿者们都积极参与，为此，他们专门学习了相关内容，对于自身环保意识提升

有很大帮助。在志愿服务方面，我们多次进行对接，同时在活动前都会进行针对

培训，让志愿者的服务更为专业，更有获得感。

（三）水环境教育

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

项目自 2020 年 11月份开始，到 2021年 11月 30日，在项目期内总计开

展环保小河长培养成长体系系列活动 19场，其中环保小课堂 7场，户外亲水活



动 10场，环保小河长集训营 2场。活动通过环保小实验、巡河、净滩、观看净

水动画、河流地图绘画、河流健康体检、水边植物认知等活动，吸引热爱水环境

的青少年护水者参与进来，成为一支可塑的青少年环保小河长队伍。同时在培养

青少年护水者队伍的时候，发现安徽河流问题，形成意见稿给到有关政府部门，

希望能推动安徽河流水环境保护问题的解决。

（1）课堂教育，环保小河长通过在梦园小学、凤凰城小学实质的课上教育，

科普水环境知识，河流知识、河流生态周边知识，通过饮水思源课程，了解水的

起源，了解水的重要性，水污染得状况以及保护水源得重要性！呼吁更多得青少

年，参与到水保护、河流保护行动中来。

（2）亲水教育实践，通过自然亲水教育活动，开展河流净滩、黑臭水体得

调研、河道清理、净水厂得参观、自然教育湿地参观、环保营、了解自然生态，

河流生态息息相关的知识，让青少年更多的能领悟到一些实质的变化，从而更加

有信息，更加充满力量。

（3）通过系列的课程和活动培养他们成为环保小河长，小河长往近了看，

它将激发青少年的环保意识与社会责任心，并在过程中一步步提升孩子们的综合

能力，知识水平，同时也能给合肥市的河流治理起到相当程度的积极作用；往远

了看，小河长旨在培育能够解决问题的未来决策者，也为将来发展成为“民间河

长”或者河流保护管理者奠定了基础。

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2020.12-2021.12，青水行动项目顺利完成全年目标，形成 1套针对青少年

的“城市水环境保护”体系课程，结合青弋江和城市水环境保护，针对本地青少

年群体，开展了 17次保护活动，慢慢形成协会针对青少年水环境保护的品牌活

动，并培养了一批环境保护的新生力量。

（1）受益人群分析

芜湖生态此前的活动基础，积累了一定的受众群，主要是亲子家庭。此次项

目主要聚焦在青少年群体上，一方面帮助芜湖生态更加明晰了水环境公众参与活

动群体，另一方面也让项目团队有意识地在本地资源整合上进行青少年群体的资



源拓展，和科学培训机构德拉学院以及本地公益机构的长期合作，就是基于项目

受益人群的分析进行资源整合的结果。

目前开展了 17 次青少年群体为主体的活动，项目成效也证明青少年群体在

环境保护上存在一定的空白及需求。项目通过系统课程的设计，有助于青少年群

体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并且有后续的参与需求。

（2）活动受益人数：目前 17次活动，共计有 600多人次（含百人步道和图

片展）的青少年参与，其中约有 90人为反复参与并且可以甄别出来进行引导培

训，成为核心志愿者的青少年。其中核心培养了青水行动青少年志愿者服务队，

并服务于项目的执行中，因此可以看出在活动中除了更大范围地影响人数，重点

培育核心的志愿者也可以成为项目服务成效之一。

（3）衡量方法：目前对于服务成效的评估一是看过程中资源的整合情况；

一是看服务对象成为核心志愿者的转化率。

整合情况：项目开展期间，在合作对象的拓展和稳定合作方面，梳理了利益

相关方，从活动设计、活动组织、活动开展等方面，拓展了国祯污水处理厂、三

峡园林、环保局等地方政府部门、德拉学院、社会组织等多个合作方，充实了“青

水行动”的课程体系，促成了多元的合作模式，带动了更多青少年群体加入是城

市水环境保护中来。项目中期与末期，将活动期间青少年写的明信片，通过给市

长的一封信的形式针对性邮寄给政府部门，传达参与者的声音，同时也受到了政

府对公众水环境保护的重视；

转化率：1）核心志愿者的转化：活动中的青少年参与者转化为项目的核心

群体——“青水行者”，累计反复多次支持与参与活动 15%左右；2）活动中的参

与者转化为机构的支持群体，如协会会员，2021年转化会员共 28 个。

南京市建邺区莫愁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重要受益人群为大学生、中小学生、家长和其他社会人士。直接受益人群月

700，以签到表为准（除一次小河长活动外），每次活动约有 10% - 50%的报名者

因各种原因未签到。间接受益人群月 10000+人次，以公众号阅读量和朋友圈分

享阅读点赞数为准。每次活动都强调参与者分享朋友圈，检验结果是月 1/3的人



会分享，每次平均的 15个赞。

本项目的活动基本避开了协会老的志愿者群体，致力于发展新“会员”。无

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基本上都是新加入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

的活动，多数人人第一听说“河长制”，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与“水”相关知识，

对水环境保护发生兴趣。

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

通过 4场进校园环保宣教活动，针对青少年儿童展开知识宣传讲座，寓教于

乐中，让孩子们着重了解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期间举办的一场儿童跳蚤市

场，以及环保征文比赛的举办，参与人数一共达到 2000 人，间接受益达到上万

人。通过感染学校及家长关注生态环境，在学校教育与社区宣传中将更加重视对

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

孩子们从不知道江豚到认识江豚，知道了长江里这种珍稀大熊猫需要保护，

并且明白爱护环境要从身边做起，不乱扔垃圾，告诉家人不买野味不吃野味，知

道如今长江禁渔 10 年，是为了保护长江里的鱼类等水生物多样性，长江的水质

变好，环境得到改善，人与自然就会更和谐。

3场公益净滩活动。同时孩子们通过亲自体验江豚生活栖息地，3 场“游长

江·寻江豚”活动，不仅科普了江豚知识，更是有效的传达了保护长江生态及生

物多样性带来的好处。由于目前长江水质在不断的变好，江豚的居住环境也越来

越好，没有了生存危机，今后不用坐船看江豚，随时都会在岸边就能与其打招呼。

这是孩子们未来的梦想，家校联合，环保意识的增强，将会更多地带动社会大众

自愿参与到保护长江的行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