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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摘要 

意外伤害是我国儿童的主要致死原因之一，而每年暑假更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我

们的项目面向 6-12 岁的儿童及其家长，向孩子普及自我保护知识，向家长普及救护知识，

引起社会对于儿童意外伤害事故的关注，由此减少意外伤害对儿童造成的威胁。这一项目的

特点是形式新颖、生动活泼、参与性强，有别于以往通过教科书来进行安全教育的方式，因

此更容易为儿童接受。此外，以往的安全知识教育主要面向儿童进行，往往忽视了家长这一

群体的参与，我们的项目让家长这个群体在防范儿童意外伤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项目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1、问卷调查：调查家长和儿童的安全意识以及安全

知识的掌握程度（6 月 1 日至 6 月 7 日）；2、专场活动：集中宣传儿童安全知识并扩大项目

影响力（7 月 11 日）；3、安全知识展览（7 月 12 日到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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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述介绍 

1. 整体概况 

i. 问卷调查                 

在活动之前，我们对于家长和儿童的安全意识以及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等方面还缺乏充

分的认识，特别是合肥地区的相关情况更是缺少第一手资料。所以我们想通过问卷调查的形

式，来了解现在儿童和家长最缺乏的安全知识，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和指导。 

项目组获得了合肥市少年宫的配合，我们将问卷发放给在少年宫学习的学生，针对儿童

的问卷由学生自己填写，针对家长的问卷则由学生带回家，交给家长填写，最后通过少年宫

统一回收。活动中我们一共回收了 123 份针对儿童安全的调研问卷 

调研结束后，我们根据所得到的数据撰写了专题报告，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为我们后续的

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指导。同时，我们还将报告提交给少年宫和合肥市教育局等单位，相信也

会为他们在开展儿童安全教育方面的工作时提供一定的帮助。 

ii. 专场活动 

这是我们整个项目的重头戏，整个项目组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筹备和实施这一项

目了。我们在合肥市少年宫进行了为期一天的活动，共接待儿童 260 余人，受到了家长和儿

童的热烈欢迎，不断有家长询问我们“下次”开展此项活动的时间，并希望今后能多举办类

似的活动。活动还吸引了合肥市电视台、合肥晚报等多家媒体前来采访报道。 

专场活动包括四个部分： 

（1）安全检查官（安全知识问答） 

这一活动的目标是让儿童学会识别安全警示标志，明白不同类别安全标志的警示内容，

在见到安全标志时会根据相应要求采取安全预防举措。 

活动形式： 

选取日常生活中的安全警示类标识和安全隐患图片，利用活动场地内的投影设备将图片

展示给儿童。主持人根据图片向儿童提出事先设计好的问题，给出备选的二至三个选项。在

场地内划分出红黄蓝三个区域分别代表着与选项相对应的选择，参加活动的小朋友按照自己

的理解站到相应的区域，主持人会对正确与不正确的答案进行详细的讲解。 

（2）小小消防员（电子模拟灭火演示及消防知识介绍） 

在每年一次的科技活动周中，中国科技大学的科普讲解团都会进行多种形式的火灾预防

科普活动。电子模拟灭火演示是其经典活动之一，这项活动的设备、形式都已相当完备，而

且历年来的活动效果表明其具有良好的互动参与性，能够起到较好的科普作用。 

活动形式： 

电子展示板显示有若干团火苗，火势大小不等，参与者使用电子枪对准火苗进行模拟灭

火。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果参与者瞄准的火苗部位（应当瞄准火苗根部）不对，警报就会响

起；如果正确，则“火苗”会熄灭。 

来自科普讲解团的志愿者指导儿童亲自动手参与活动，并在活动中配合展板讲解有关灭

火的各种知识，比如不同种类的灭火器、不同类型的灭火方法等等。 

（3）小小救生员（急救护理演示） 

这一区的活动由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护士担当演示志愿者，活动围绕日

常生活中儿童可能遇到的人身安全问题，从医学急救的角度纠正错误的观念和不恰当的急救

方法，通过现场模拟和互动过程向儿童普及急救知识。 

活动形式： 

首先由志愿者对于一些常见的紧急安全情况进行情景再现，模拟其现场。请现场的个别

儿童到模拟情景区中按照其想法施行急救，然后请在一旁观看的其他儿童对于台上模拟急救

的具体做法挑错，最后由专业人员现场点评急救行为，并演示正确的急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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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演示的相关急救知识主要包括：常见创伤（烫伤、咬伤、擦伤„„）的处理；户外

危急情况（溺水、中暑„„）的处理；大量出血情形的处理；家庭危急情况（触电、煤气中

毒„„）的处理。 

（4）安全大练兵（游戏区） 

在此区设有多台电脑，可供多个儿童同时参与我们设计的安全知识 FLASH 游戏。该游

戏以一个男孩豆豆 6 岁——12 岁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串起安全知识： 

“6 岁的小男孩豆豆有一个幸福的家。爱唠叨的豆豆妈和稀里糊涂的豆豆爸都非常疼爱

小豆豆，可是他们工作都很忙，豆豆常常要自己照顾自己。他是个和你一样调皮又好奇的小

家伙，你能帮帮豆豆吗？让豆豆和你一起健康成长。过马路的时候怎么走？红绿灯代表什

么？有陌生人敲门怎么办？煤气漏了怎么办？„„” 

每一小段场景后面都有一个选择的环节。例如，“„„这时，豆豆应该怎么办呢？A„„

B„„C„„”，根据回答正确与否进行计分，而后面的情节发展中将会揭示正确答案。 

为了让父母也参与进来，在与孩子互动的同时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将设计一些豆豆有

危险或者家中遇到意外事故的片段，例如“„„这时，豆豆爸应该怎么办呢？A„„B„„

C„„”。 

 

图1. Flash 游戏截图 

活动形式： 

同时参加游戏的多名儿童为一组，根据游戏分数的高低在每组选出一个冠军。每台电脑

旁都有一位志愿者，对游戏操作进行指导，并负责物品安全。 

iii. 安全知识展览 

7 月 12 日至 7 月 31 日，我们在合肥市少年宫进行儿童安全知识展览，在此期间，活动

项目组每天都安排 2 名志愿者前往少年宫摆放展板，布置展览教室，并向家长和儿童提供必

要的讲解。 

2. 团队人员介绍、分工 

朱东杰：指导老师 

皇甫越：指导老师 

吕冰涛：指导老师 

马可敬：总负责人 

汪臻真：人力资源 

管华骥：宣传 

胡云：财务 

徐敬森：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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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超：后勤 

郑慧波：后勤 

于越：现场秩序 

方冰：现场秩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委的朱东杰、皇甫越、吕冰涛三位老师担任了我们团队的负责老师，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 

我们的团队由 8 人组成，实际上大部分工作都是一起完成的，不过也有小小的分工：马

可敬为总负责人，从参赛到实施的整个过程中，他负责分工、调度、监督，各个环节都参与

了，非常辛苦；汪臻真是马可敬的得力助手，除了配合马可敬工作，她的主要工作是招募、

联系、培训志愿者；管华骥看似内向，实际上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人缘很好的他负责联系媒

体，没办法，谁让他朋友多呢，整个合肥市都是他的地盘；胡云非常细心，也比较“抠门”，

让她负责管钱，简直是太令人放心了；徐敬森话不多，可是技术非常牛，专场活动的 Flash

就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尹超年龄最小，但心很细，他负责采买物品；郑慧波的专长是编辑

出版，准备资料的活他完成了一大部分；于越负责现场秩序，但汶川地震后他申请去四川当

志愿者，我们很支持他的这一举动，于是找了方冰来顶替他；方冰是史上最敏捷机灵的胖子，

让他来负责现场秩序再合适不过啦，专场活动那天他跑来跑去地解决了不少意外情况。 

 

图2. 我们八个人 

（从左至右：徐敬森、方冰、马可敬、汪臻真、管华骥、胡云、郑慧波、尹超） 

3. 流程及时间安排 

 

图3. 活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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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时间安排 

工作事项 完成时间 

资料搜集整理与方案拟定 6 月 7 日 

问卷调查 6 月 7 日 

志愿者招募 6 月 25 日 

项目材料制作与评估 7 月 7 日 

志愿者培训 7 月 8 日 

Flash 游戏制作 7 月 9 日 

活动宣传 7 月 9 日 

活动相关器材和物品准备 7 月 10 日 

专场活动 7 月 11 日 

安全知识展览 7 月 31 日 

4. 物资安排 

整个活动的经费使用和物资安排情况如下： 

 

 

 

 

 

 

 

 

 

 

 

 

 

 

 

图4. 项目经费支出构成 

 

其中各项支出的具体数额如表 2 所示： 

表 2. 活动各项费用付出总额 

通讯费 交通费 专场活动

材料费 

宣传费 杂 项 费

用 

运输费 餐费 场地使用及

物业管理 

￥400.00 ￥1170.00 ￥17191.50 ￥1140.00 ￥665.00 ￥380.00 ￥1512.00 ￥4200.00 

 

专场活动材料费具体包括： 

表 3. 专场活动材料费的具体构成 

印章 ￥24.00 安全知识手册 ￥1800.00 

签字笔 ￥80.00 展板 ￥2000.00 

记号笔 ￥100.00 安全须知告示牌 ￥340.00 

油画棒 ￥1200.00 编号卡片 ￥1200.00 

2% 4%

65%

4%

2%
1%

6%

16%

通讯费

交通费

专场活动材料

宣传费

杂项费用

运输费

餐费

场地使用及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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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皮泥 ￥1950.00 活动纪念胸牌 ￥1200.00 

盒装橡皮 ￥1500.00 志愿者工作卡牌 ￥175.00 

DV磁带 ￥250.00 区域告示牌 ￥480.00 

志愿者遮阳帽 ￥787.50 遮阳棚 ￥600.00 

活动报名单 ￥55.00 饮用水 ￥240.00 

反馈问卷 ￥120.00 一次性水杯 ￥250.00 

消暑用品 ￥240.00 投影仪 ￥800.00 

急救用品 ￥200.00 电脑 ￥1600.00 

 

 

 

 

 

 

 

 

 

 

 

 

 

 

 

 

 

 

图5. 各项物资所占比例 

 

各项物资所花费费用具体如下： 

表 4. 各项物资具体花费经额 

专场活动材料 宣传材料 调研问卷 

￥17191.50 ￥1140.00 ￥240.00 

5. 相关机构支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委：三位指导老师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见，还在外联方

面帮了我们许多忙，如果没有团委的介绍信，我们是很难取得少年宫的信任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系里老师在社会调查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指

导了我们的问卷制作、发放和统计分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普讲解团：在每年一次的科技活动周中，中国科技大学的科普讲解

团都会进行多种形式的火灾预防科普活动。电子模拟灭火演示是其经典活动之一，这项活动

的设备、形式都已相当完备，而且历年来的活动效果表明其具有良好的互动参与性，能够起

到较好的科普作用。科普讲解团应邀参与了我们的专场活动，负责小小消防员这一环节。 

合肥市少年宫：合肥市少年宫为我们的专场活动提供了场地，并在宣传和维护秩序方面

93%

6% 1%

专场活动材料

宣传材料

调研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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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给予了许多协助。 

二. 项目实施 

1. 准备阶段 

i. 资料搜集整理与方案拟定 

我们广泛搜集儿童安全知识的相关资料，并在儿童安全问题专家及儿童心理专家的指导

下，对资料进行整理。这些资料成为了编写安全知识手册、制作展板和设计游戏的素材。在

此基础上，我们完成了针对儿童和家长的调研问卷。与此同时，初步拟定整个项目的方案。 

ii. 项目材料制作与评估 

FLASH 竞赛游戏：以故事情节为线索，根据安全知识设计出具体的场景以及计分规则。

活泼生动的画面和情节让儿童容易参与互动，并且容易理解。（游戏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1） 

儿童安全知识手册：手册由一首儿歌作为组织内容的线索，每页包括一句歌词，同时配

上与歌词内容相切合的图片，在页面的右侧则是针对家长的与这一安全主题相关的建议。这

样的设计便于手册内容的组织，同时又适于儿童和家长共同阅读。手册大小为 32 开，内页

有 24 页，涉及到儿童安全的 24 个知识点。（儿歌具体内容参见附件 2） 

 

图6. 安全知识手册封面 

海报：海报作为开展活动前的预告，用于引起家长和儿童的注意和重视，内容以活动目

的、意义和具体安排为主。 

 

图7. 海报 

展板：根据我们前期调研的结果，儿童安全知识可分为如下 11 个方面：交通安全、旅

游安全、防火安全、用电安全、自然灾害安全、毒品安全、急救安全、传染病安全、校园暴

力、网络安全以及性侵害。除去校园暴力、性侵害等不适宜公开展示的内容之外，我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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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展现其它几个方面的儿童安全知识。展板内容主要来源于网络，其内容与 FLASH 竞赛游

戏的内容互为补充。 

安全动画短片：网络上有大量相关资源，我们将在征得作者同意后使用。动画短片的时

长控制在 1 个小时以内，在活动进行过程中循环播放。 

以上五种宣传材料均邀请了相关专家进行评估，。 

iii. 活动相关器材和物品准备 

（1）安全告示牌。放置于活动现场的每个活动区，用于说明活动规则，并提醒参加活

动的儿童听从志愿者的引导，不要随意触碰活动器材，以保证其安全。（订做） 

 

图8. 安全告示牌示例 

（2）20 台电脑。其中 15 台用于儿童现场参与 FLASH 竞赛游戏，2 台用于电子模拟灭

火环节，2 台用于安全知识问答，1 台用于安全知识动画短片的播放。（租用） 

（3）2 台投影仪。1 台用于安全知识问答区，投影相关的问题；1 台用于在等候区播放

安全知识动画短片。（租用） 

（4）编号卡片。每张卡片上会有一个编号，用于给参加活动的儿童分组；其余空白区

域用于参加活动后由该活动区的志愿者盖章，作为活动结束后领取纪念品和奖品的凭证。（订

做） 

 

图9. 编号卡片 

（5）印章。分为“参与章”和“奖品章”，由志愿者根据活动参与情况盖在编号卡片上，

作为获奖的凭证。（购买）     

（6）遮阳棚。活动在暑期举行，天气炎热，遮阳棚可以为在奖品发放区等区域（室外）

工作的志愿者起到避暑的作用。（租用） 

（7）饮用水和一次性纸杯。（购买） 

（8）纪念品。每个参加完所有活动环节的儿童将获得一份盒装橡皮作为纪念。此外，

所有到达现场的儿童都将获得一个印有此次活动名称的纪念胸牌。（购买） 

（9）奖品。分为两种：油画棒和橡皮泥，分别颁发给在安全知识问答区和游戏区的优

胜者。（购买） 

（10）消暑用品。（购买） 

（11）急救用品。（购买） 

（12）志愿者的工作卡、T 恤与遮阳帽。统一志愿者的着装，便于标识其身份，从而有

助于志愿者引导现场活动的开展。（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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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志愿者工作卡牌 

（13）DV 磁带。用于拍摄记录我们的活动过程。（购买） 

其中，（1）、（4）、（12）项为定做，（2）、（3）、（6）项为租用，（5）、（7）、（8）、（9）、

（10）、（11）、（13）项为购买。 

iv. 志愿者招募 

此处的志愿者是指参加专场活动的服务人员。根据专题活动的内容，现场共动用了 50

名志愿者（包括我们 8 名参赛队员在内），具体分配如下： 

安全检查官活动 4 人（2 位主持人轮换主持，2 位助手负责盖章和维护秩序），小小消防

员活动 4 人（2 名主持人轮换主持，2 名助手负责盖章和维护秩序），急救护理演示 4 人（2

名主持人轮换主持，2 名助手负责演示、盖章和维护秩序），安全大练兵活动 9 人（2 名主持

人轮换主持，讲解游戏规则，并负责 1 台游戏电脑；其余 7 人每人负责两台电脑，保护设施

并指导小朋友），奖品发放 4 人，监控区 5 人，等候区 3 人，宣传区 6 人，其余 11 人负责带

领小朋友参加活动。 

安全检查官活动的志愿者来自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主持人俱乐部。 

小小消防员活动的志愿者来自于中国科技大学科普讲解团，他们曾多次开展过相关活

动，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活动经验。 

急救护理演示的志愿者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 

其他志愿者来自中国科技大学学生科普讲解团和芳草社青年志愿者协会，他们都具有丰

富的社团活动经验，可以为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2. 执行阶段 

i. 过程介绍 

（1）问卷调查 

虽然项目组在前期已经积累了许多儿童安全知识方面的资料，但为了能够对项目实施地

（合肥）的家长和儿童在掌握安全知识方面的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使活动所制作的宣传材

料更加具有针对性，我们分别设计了针对家长和儿童的调查问卷，并在合肥市少年宫的配合

下，于 6 月 1 日至 6 月 7 日在少年宫进行了调研。具体调研方式为：针对儿童的问卷发送后

由学生自己填写，针对家长的问卷由学生带回家，交给家长填写，最后通过少年宫统一回收。

活动中，我们一共回收了针对 123 份调研问卷。 

（2）志愿者培训 

为了保证活动的有序开展和确保活动效果，我们于 7 月 8 日晚对志愿者进行了培训，具

体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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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活动各个环节及相关安全知识。 

2）强调工作人员的纪律性及规范性，确保活动的有序开展。 

 

图11. 志愿者培训主讲人 

 

图12. 认真的志愿者们 

 

图13. 讲座结束后各个活动区域的志愿者分组讨论 

（3）活动宣传 

在专场活动开始之前我们就通过合肥市少年宫向所有暑期在此学习的儿童宣传此项活

动，预告活动的时间与内容，争取在活动当天会有更多的参与者前来，扩大活动的影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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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提前 2 天专门安排志愿者到少年宫向前来学习的儿童和送小孩的家长发送活动

宣传单，为活动造势。 

此外，在活动的当天，我们联系了合肥市当地的媒体，包括合肥电视台、合肥晚报等，

以扩大活动的影响面，引起社会公众对儿童安全的关注。合肥电视台财经频道和合肥晚报均

对活动进行了重点报道，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4）专场活动 

经过前面几个月时间的紧张准备，“儿童安全百分百”的专场活动于 2008 年 7 月 11 日

在合肥市少年宫圆满完成。7 月 11 日活动当天共接待参加活动的儿童 260 余人，吸引了合

肥市电视台、合肥晚报等多家媒体前来采访。活动受到了家长和儿童的热烈欢迎，不断有家

长询问我们“下次”开展此项活动的时间，并希望今后能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图14. 排队领取入场券的家长和孩子 

 

图15. 孩子与家长在志愿者带领下前往各个活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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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在活动区域外等待孩子的家长 

 

图17. 参与安全大练兵活动的孩子们 

 

图18. 参与安全大练兵活动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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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参与安全检查官活动的孩子们 

 

图20. 参与安全检查官活动的孩子们 

 

图21. 参与小小消防员活动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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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参与小小消防员活动的孩子们 

 

图23. 参与小小救生员活动的孩子们 

 

图24. 参与小小救生员活动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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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我参加完了整个活动哦 

 

图26. 排队领取奖品和纪念品 

 

图27. 来看看安全知识手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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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家长们填写反馈问卷 

 

图29. 辛苦一天后，部分志愿者合影 

（5）安全知识展览 

7 月 12 日至 7 月 31 日，我们每天都有两名志愿者到合肥市少年宫向前来学习的儿童和

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讲解安全知识展板中的内容，并就他们的一些疑问进行解答。整个暑假期

间，到合肥市少年宫参加学习的儿童有两万多人次，内容翔实的展板，再加上志愿者们的热

情讲解，吸引了众多的儿童和家长前来参观、学习。在维期 20 天安全知识展览活动中，我

们平均每天接待 100 多人次的参观者（包括儿童和家长），整个活动受到了家长和小朋友们

的热烈欢迎。 

ii. 所遇到的困难、挑战及其解决方法 

（1）FLASH 游戏制作 

儿童安全 FLASH 游戏动画是活动中的一个重头戏，在前期策划阶段我们就做了大量的

准备工作，但由于缺乏实际的制作经验，后来我们发现仅由项目组的成员来承担这项工作是

无法如期完成的，于是我们便发动所有能够发动的力量去寻找可以帮助我们制作 FLASH 动

画的人员，除了在学样 BBS 的相关版面上发布“招贤贴”外，我们还尝试通过与 FLASH

相关的 QQ 群来寻求帮助。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最终在学校里找到了一位 FLASH 高手，

在他和项目组两位成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如期完成了 FLASH 游戏动画的制作。这一游

戏在专场活动当天受到了小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2）专场活动的流程安排 

从参加比赛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开始担心一个问题，如何使孩子和家长能够有序地参与

完整个活动？少年宫的老师告诉我们，估计报名参与活动的大部分孩子年龄在 4~8 岁，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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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名这么小的孩子在活动现场跑来跑去，我们就起鸡皮疙瘩。我们不仅担心现场秩序出现

混乱，更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与少年宫老师和团委老师讨论后，我们集思广益，设计了如

下的活动流程： 

1、参加活动的儿童在入口处领取到一张编号卡片，卡片上印有数个方格，每个方格代

表一个活动项目。 

2、依据到达的次序，将参加活动的儿童进行分组。根据少年宫场地的大小，以及出于

维护活动秩序的考虑，每 10 个儿童分为一组，并由 2 名志愿者带队，将他们引导到不同区

域，交给负责该区域活动的志愿者和主持人。 

3、各个区域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进行活动，每结束一个活动，就由该区域的志愿者在他

们的卡片上盖一个“参与章”。 

4、集齐所有“参与章”的儿童可以凭借这张卡片到纪念品发放区领取纪念品。在安全

知识问答环节中答对题目以及在游戏环中获得优胜的儿童还将获得“奖励章”，并凭此在奖

品发放点领取奖品。 

5、所有参加活动的小朋友都将在出口处领取到一本安全知识手册，供他们进一步阅读

学习。 

6、活动结束后，我们向参加活动的儿童和家长发放活动反馈单，请他们填写意见，以

了解他们对于此项活动的看法，便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在日后的推广中对活动进行改进。 

 

图30. 活动分区 

（3）参加活动的儿童的安全问题 

我们这个项目的主题是儿童安全，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是 6~10 岁的小朋友（实际活动中，

还有几位只有 3 岁的小朋友），确保他们在活动过程中的安全就是我们的首要问题了。但是

我们这些志愿者都是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根本没有什么和小孩打交道的经验，更不懂得该

如何去引导那么多的小朋友参加活动以维持好活动秩序了。 

面对这个大难题，我们加强了和指导老师以及少年宫工作人员的沟通，一方面制定了上

面所提到的一整套详细的活动流程，在活动过程中严格按照流程走；同时积极与少年宫协商，

由他们派出多名老师，到活动现场“值班”，帮助维持活动秩序，处理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毕竟他们常年和儿童打交道，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还在活动现场设置了监控中心，由专人

负责，应对意外事件的发生（值得高兴的是，在志愿者们和老师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区域并

没有发挥作用）；而且我们还通过现场报名的方式，让家长和儿童一起参加活动，以避免出

现小朋友追逐打闹或者不听志愿者安排等情况的发生。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对志愿者进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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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时，将这一问题专门提出，做了重点强调。 

最终，在大家的精心准备和共同努力下，确保了整个活动的安全完成。 

iii. 具体实施与原计划书的出入 

在项目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参赛计划中所提出的各项活动，特别是

整个项目的重点：7 月 11 日在合肥市少年宫举办的专场活动，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但为了

增强项目的可执行性，我们也对活动进行了部分调整，具体包括： 

（1）更改前期调研地点 

我们原计划在合肥市各小学中随机抽取六所学校进行调研，这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和时

间。但项目组成员人数毕竟有限，为了能够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专场活动的筹划和准备

上，以确保专场活动的效果（这是我们整个活动的重点），我们最终将调研地点改在了合肥

市少年宫。这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替代方案。因为合肥市少年宫常年有各个年龄段的小孩在此

进行学习，而且这些小孩分布在合肥市的各个市区，因此对他们进行调研，也可以使调研结

果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2）取消儿童绘画活动 

为了保证专场活动的秩序，避免儿童在室外逗留时间过长，项目组在认真考虑，并听取

了少年宫老师的意见后，取消了这一活动环节。 

（3）增加对专场活动的反馈调查 

为了了解家长和儿童对我们所举办的活动的反馈意见，便于后期总结经验得失，为项目

的改进提供依据，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份反馈问卷，用于了解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儿童对活动的

看法。 

（4）延长安全知识展览活动的时间 

为了能够使活动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家长和儿童，使活动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在和大赛

组委会沟通过之后，延长了在合肥市少年宫进行安全知识展览的时间。原计划展览时间为：

7 月 12 日至 7 月 18 日，实际展览时间为：7 月 12 日至 7 月 31 日。 

3. 项目收尾、总结工作 

7 月 31 日，儿童安全百分百活动全部圆满完成。在活动结束后，我们进行如下工作： 

项目组根据学校财务的规定，整理了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发票，进行了报销； 

（1）分类整理、保存好了为此次活动所设计的海报、安全知识手册、安全知识展板等

的设计文档； 

（2）撰写了前期调研报告； 

（3）对活动反馈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 

（4）根据大赛组委会的要求切实做好了每周汇报工作。 

三. 团队收获、总结 

1. 团队对参赛、获奖、及项目实施的总结意见 

最初得知“益暖中华”公益创意大赛的消息时，我们都很兴奋，这是一次多么好的实践

机会呀！于是我们迅速组成了一支各有专长的参赛队伍，有队员擅长组织协调，有队员创意

十足，还有同学踏实肯干„„这一点被以后的项目创意和实际执行证明是非常准确的，因为

我们大家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有力地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完成。 

在最初的项目创意阶段，大家真是绞尽了脑汁，有好多次我们 8 位同学都是上午就集中

在一起进行讨论，中午匆匆吃过午饭后接着再讨论。整个过程中，大家始终都保持着高昂的

热情，讨论得非常热烈，纷纷联系社会实际，展开奇思妙想，开始时一共提出了十多个创意，

然后又反复进行筛选，一个一个地仔细推敲，看看究竟哪个创意更好，最终才确定了儿童安

全这个选题。在后续的复赛，决赛过程中，我们项目团队一直都保持着这种热情，为着不断

完善项目创意的共同目标，大家纷纷献计献策，将项目创意逐渐细化，使其更为具体，可行



 21 

性可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项目创意在全国 6000 多个参赛项目中突出重围，一

路杀入了决赛。 

当最终获奖的结果在网站上公布的时候，我们项目组的成员都迫不及待地互相转告，分

享着这个好消息，大家一两个月来的辛苦讨论终于有了结果，还得到了组委会的承认，那份

喜悦是难以言表的。接下来我们马上就又开始进行活动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完善项目预算，

搜集项目所需的各种材料，进行志愿者联系等等。这时，期末考试也临近了，大家的时间都

很紧张，好在我们大家在经过充分地讨论过后，将各项工作做了精心地安排，每一位队员都

能够认真负责地完成各自的任务，使整个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经过大家几个月的精心准备，项目最终的执行结果是很令人满意的，特别是 7 月 11 日

在合肥市少年宫举办专场活动那天，看到那么多的家长和孩子来踊跃参加我们的活动，尤其

是当有家长询问我们“下次”举办这项活动的时间以及小朋友们在各个活动环节中投入地进

行游戏，积极地进行抢答时，成就感和幸福感在我们每个志愿者的胸中油然而生，这使我们

更加相信一句话：付出也是一种快乐。 

2. 团队本身的不足和项目实施中的不足 

从整个项目过程来看，我们团队最大的不足就在于缺乏组织大型活动的经验，这使得我

们对项目在实施阶段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比如与少年宫联系场地使用问题时，会涉

及到对参加活动的儿童的安全责任问题，比如招募的志愿者可能会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参加活

动，使我们的人手出现短缺等等。这些困难我们在前期都是没有预料到或者说准备不足的。 

另外一个不足，就是我们不太懂得从外界寻求资源，来解决我们在活动过程中所遇到的

各种问题，有些“闭门造车”的味道。这在与学校团委老师的沟通上体现得比较明显，虽然

从最初参赛的时候我们就邀请了几位团委老师作为我们的指导老师，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我

们团队的 8 位成员在单干，有什么问题也都是我们在内部想办法解决，直到后来才逐渐学会

遇到问题时多与我们的指导老师沟通，寻求他们的指导和帮助。这些老师在组织活动方面都

非常有经验，而且对于指导我们的活动更是非常的热心，这为我们解决活动中遇到的问题提

供了非常多的便利，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 

在项目实施方面，总体来说，我们进行很顺利，整个活动过程都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在进

行，但也存在两个比较大的遗憾，一个是我们的活动宣传不是太到位，虽然我们针对专场活

动的前期宣传做得比较成功，在活动当天吸引了两百多名儿童、家长积极参与，还吸引了合

肥电视台、合肥晚报等多家媒体前来采访报道，但是却没有在此基础上扩大宣传面，在更大

的范围内宣传儿童安全知识，以引起更多的社会人士和机构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另一个比较

大的遗憾是我们没能完整地记录下整个参赛过程。从项目创意，到材料准备，再到现场实施

这个过程不仅对于我们项目组成员来说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而且对于我们总结活动的经

验得失，对项目提出改进意见有大有裨益。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人手有限，

所有的人员都投入到具体的活动环节中去了，因而没有其他人员可以去专门进行活动的记录

工作。但我们在专场活动那天专门邀请了一位志愿者进行 DV 拍摄，并剪辑成了一段短片，

也算得上是一种“补救”吧。 

3. 对项目核心公益目标的达成情况及该目标未来发展的分析 

我们项目的核心公益目标是向儿童和家长宣传安全知识，以减少儿童意外伤害发生的可

能性。从活动反馈问卷的统计结果来看，家长们对活动都是高度认可的，而且非常欢迎此类

活动的开展，由此看来，我们项目的公益目标得到了较好地实现。 

儿童安全是一个涉及到千家万户的重要问题，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无数家长的共同心愿，

但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特别是家长和儿童的安全意识薄弱更是令人担忧，所以开展与儿童

安全相关的公益活动是非常有必要，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从我们项目实施的情况来看，家长

们对于这类活动是非常欢迎的，而且只要形式得当，活动也会对小朋友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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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通过互动参与的方式受到良好的安全知识教育。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的项目还是具有

较好的发展前景的。 

4. 团队在参赛过程中的所学所得 

通过参加这次公益创意比赛，我们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奉献的快乐，几个月的精心策划

与辛勤付出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但是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参加活动的

许许多多的家长和儿童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帮助，这带给我们巨大的喜悦和成就感。我们团队

成员在赛后交流时形成了一个共识：对社会、对他人常怀一颗关爱之心，并且通过自己的实

际努力去帮助他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自己也会因此而更加快乐。 

这次比赛也将我们 8 位参赛成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反复讨论，共同思考，在结下

深厚情谊的同时，也在逐渐体会和学习如何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互相协作，也更加明白了

团队的重要性，正是在团队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项目才得以顺利完成。 

这个项目是我们所有成员经历过的最大的一个项目，单凭我们 8 个人是无法顺利将其实

现的，所以就需要我们到外界去寻找资源，去与许多的同学、朋友、老师交流，向他们“取

经”，这对我们的口头表达和沟通能力也是一次非常好的锻炼机会。 

四. 项目辅导员/顾问 评估意见 

1. 对暑期项目实施的评估 

项目组成员为活动的实施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志愿者们都能认真负责地履行各自职

责，使得整个活动顺利完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对团队的评价 

项目团队的 8 名成员在活动实施过程中一直保持着高昂的热情，工作态度认真负责，面

对活动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能够团结合作，积极寻求解决办法，表现出了良好的团队精

神，最终顺利完成了整个项目。 

3. 对项目长期发展的意见 

项目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具有很好的公益性，建议加强和学校、少年宫等机构的合

作，扩大活动范围，以使更多的家长和儿童受益。 

五. 项目的可持续性及可推广性评估 

1. 对项目持续发展的评估 

从项目的实行执行情况来看，家长和儿童对此项活动是非常欢迎的，活动当天有许多家

长询问志愿者下次活动的时间，可见我们的项目是有一定的“受众”市场的。 

为了促进项目的持续发展，一方面可以对活动已有的内容进行改进，使其更加贴近儿童

和家长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可以对活动环节进行扩充，丰富活动内容，使活动起到更好的

效果。 

2. 对项目推广的分析、建议 

意外伤害是我国儿童的主要致死原因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长和儿童在安全知识

方面的缺乏造成的。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在活动中过程中宣传了与儿童相关的交通、游泳、

用电、传染病等多方面的安全知识，而且为了区别于过去那种呆板的说教式的安全教育方式，

吸引更多的儿童参与活动，我们在创意阶段特别注意把活动设计得形式新颖、生动活泼。根

据项目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家长和儿童的参与热情都非常高，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受到了小

朋友们的热烈欢迎，最后的反馈问卷结果也显示，家长和儿童通过参加活动都受到了良好的

安全知识教育。由此看来，对项目进行推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而且我们对活动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种材料都进行了分类保存，方便再次印刷、使用；

项目组所设计的活动流程也被证明能够保证整个活动的顺利开展，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以

上两点，使项目推广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从项目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我们建议在对项目进行推广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寻求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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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宫等机构的配合。因为这些机构里儿童较为集中，如果能够与他们进行合作来开展活动，

不仅可以节省下许多的宣传费用、场地使用费等，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活动可以覆盖到相当

数量的儿童和家长，使项目能够产生很好的公益效果。 

六. 结束语 

“益暖中华”公益创意大赛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非常好的实践机会，我们项目组的成员经

历了从项目创意，到最终执行的全过程。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付出了

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我们同样也收获了很多，而且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为许许多多的

儿童和家长带来帮助，这令我们非常的具有成就感。而这一切也都离不开我们的指导老师和

其他志愿者们的共同努力和辛勤付出，在这里我们项目组的成员仅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你们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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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录 

1. 附件 1  Flash 游戏 

i. 人物和情节设定 

以一个男孩豆豆 6 岁——12 岁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串起安全知识： 

“6 岁的小男孩豆豆有一个幸福的家。爱唠叨的豆豆妈和稀里糊涂的豆豆爸都非常疼爱

小豆豆，可是他们工作都很忙，豆豆常常要自己照顾自己。他是个和你一样调皮又好奇的小

家伙，你能帮帮豆豆吗？让豆豆和你一起健康成长。过马路的时候怎么走？红绿灯代表什

么？有陌生人敲门怎么办？煤气漏了怎么办？„„” 

每一小段场景后面都有一个选择的环节。例如，“„„这时，豆豆应该怎么办呢？A„„

B„„C„„”，根据回答正确与否进行计分，而后面的情节发展中将会揭示正确答案。 

为了让父母也参与进来，在与孩子互动的同时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将设计一些豆豆有

危险或者家中遇到意外事故的片段，例如“„„这时，豆豆爸应该怎么办呢？A„„B„„

C„„”。 

ii. 游戏制作 

我们的团队中有三名同学精通 Flash 制作，一名同学熟悉 RPG 游戏制作，他们均独立

完成过一些作品。团队中大部分同学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专业，曾学习过 Photoshop、

3D MAX、Premiere 等多媒体课程，受到良好的专业训练。此外，科技传播专业设有数字文

化教育实验中心，主管老师的研究方向即为新媒体艺术，并开设有相关课程，该老师的作品

曾多次在全国性的大赛中获奖，我们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游戏制作过程中，他的

专业知识和制作经验为我们提供良好的指导。 

iii. 游戏测试 

（1）我们邀请我校微笑心理教育中心的教育专家和心理专家对该游戏内容进行审查，

避免游戏中出现使儿童受到惊吓或产生不良影响的情节和场景 

（2）在我校的附属小学中邀请一些儿童试玩该游戏，并评估游戏效果。 

2. 附件 2  安全知识儿歌 

过马路，眼要明，一路纵队靠右行，车辆靠近早避身，举手行礼表深情。 

细小物，注意玩，千万别往口中含，一旦下肚有麻烦，快找医生莫拖延。 

饥饿时，嘴莫谗，吃饭之前洗手脸，细嚼慢咽成习惯，这样身体才康健。 

照明电，不要玩，千万不能摸电线，电线处处有危险，用电常识记心间。 

遇火灾，119，   火警电话记心头，速离险境求援助，生命安全是关键。 

家来人，不认识，接待不可太随便，哄你出门找爹妈，他就趁机来做案。 

闪电亮，雷声鸣，自然现象不虚惊，高墙大树不靠近，导体抛开地下蹲。 

遇匪徒，110，   匪警电话要记清，机智灵巧去周旋，歹徒被擒快人心。 

接热水，要小心，壶倒瓶翻烫坏身，误时花钱且哀痛，医好皮肤不匀称。 

大热天，走远程，切记莫把生水喝，肚子痛来头发昏，途中哪里找医生。 

课间玩，莫打闹，走廊楼梯窄又险，地滑人多需谨慎，文明休息好学生。 

过大年，放烟火，安全距离要保持，鞭炮好玩不乱甩，误伤他人可不好。 

见疯人，靠边走，打骂嬉戏不可取，病人发病难预料，事故发生伤自己。 

药醋瓶，要收好，千万不能乱了套，老人小孩分不清，误食会把命丧掉。 

私下河，不安全，要防头晕与痉挛，一江大水喝不完，青春年少赴黄泉。 

过院落，别逗犬，呼叫大人把狗赶，切莫自耍小聪明，被狗咬伤有危险。 

青少年，莫玩火，星星之火可燎原，烧了房子烧了山，一不小心要坐监。 

冬天冷，要取暖，火区电器要检点，乱七八糟,遍地摆，出了火灾后悔晚。 

莫登高，莫爬树，当心高处稳不住，失手失足滚下去，谁也不知伤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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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上铺，莫马虎，安全时刻要记住，如果上下不小心，老师父母都操心。 

注射器，有针尖，玩它容易伤害眼，药品更不随便拿，人人做个好娃娃。 

玩滑梯，荡秋千，安全意识记心间，谨防失手绳又断，摔伤身体不方便。 

用电炉，烧煤气，结束一定要关闭，房间一定要通风，血的教训要牢记。 

变压器，不能攀，高压电源很危险，一旦接触人身体，命归黄泉上西天。 

3. 暑期项目周报表 

i. 2008 年 7 月 14 日汇报 

经过前面几个月时间的紧张准备，“儿童安全百分百”活动的前期宣传和专场活动部分

已于 2008 年 7 月 11 日在合肥市少年宫圆满完成。其中 7 月 11 日活动当天共接待参加活动

的儿童 260 余人，吸引了合肥市电视台、合肥晚报等多家媒体前来采访。活动受到了家长和

儿童的热烈欢迎，不断有家长询问我们“下次”开展此项活动的时间，并希望今后能多举办

类似的活动。 

目前正在执行活动后期的展板陈列与讲解部分的内容，同时还在对活动过程中留下的照

片和 DV 等资料进行整理。 

ii. 2008 年 7 月 21 日汇报 

7 月 12 日至 7 月 18 日，“儿童安全百分百”的后期展板摆放活动在合肥市少年宫举办。

在此期间，活动项目组每天都安排 2 名志愿者前往少年宫进行展板的摆放，并向家长和儿童

提供必要的讲解。 

截止 7 月 18 日，“儿童安全百分百”项目的整个活动都已顺利结束。团队成员将会陆续

离校返家。 

活动过程中，我们一共回收了针对儿童安全的调研问卷 125 份和针对专场活动的反馈问

卷 176 份。这两份调研问卷的统计和分析结果，将会同最终的活动总结报告一起提交给活动

组委会。同时，在活动过程中我们留下了若干影像资料，目前也正在整理的过程中。 

iii. 2008 年 7 月 28 日汇报 

项目组向组委会提出的捐赠展板的申请得到了批准，据此，在和少年宫沟通过之后，7

月 22 日至 7 月 27 日，“儿童安全百分百”的后期展板摆放活动在合肥市少年宫继续开展。

在此期间，活动项目组每天都安排 2 名志愿者前往少年宫进行展板的摆放，并向家长和儿童

提供必要的讲解。 

另外，我们还与专场活动开展时（7 月 11 日）到少年宫采访的媒体取得了联系，并且

他们那里拿到了部分活动当天拍摄的素材。这对于我们活动的记录是一个极好的补充，因为

活动期间由于人手有限，所有的志愿者全部都投入到了活动过程之中——维护活动秩序，引

导儿童和家长参加整个活动，讲解相关安全知识等等——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拍摄、记

录活动过程，而且由于经费有限，也没有办法聘请其他人员帮助拍摄。 

此外，现在开展的展板摆放活动是应组委会要求而补充的，活动所需的各项花费并没有

包括在项目预算之中。目前所有的活动支出都是由项目组成员先行垫付的（具体支出请参见

一并提交的“资金使用情况”）。 

iv. 2008 年 7 月 31 日汇报 

7 月 28 日至 7 月 31 日，“儿童安全百分百”项目组在合肥市少年宫继续开展后期宣传

工作，每天都有 2 名志愿者前往少年宫进行安全知识展板的摆放和讲解活动。 

截止 7 月 31 日，整个活动全部顺利完成。项目组成员将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整，计划于

8 月下旬开始活动的相关总结工作并撰写活动报告。 

v. 2008 年 8 月 11 日汇报 

活动所需执行部分已全部完成，项目组成员陆续回家，计划于 8 月下旬返校，进行活动

的材料总结，并撰写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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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现金支出总表 

时间 项目 明细 单价 数量 备注 涉及人员 单项小计 日总计 

2008．7．1 通讯费  ￥50.00 8 用于前期项目

成员通讯 

胡云 ￥400.00 ￥400.00 

 交通费  ￥50.00 8 用于前期项目

成员交通 

胡云 ￥400.00 ￥400.00 

2008．7．2 / / / / / / / / 

2008．7．3 / / / / / / / / 

2008．7．4 专场活动物品 印章 ￥24.00 1 印章用于在编

号卡片上盖“参

与章”和“奖励

章” 

胡云 ￥24.00 ￥24.00 

  签字笔 ￥2.00 40  胡云 ￥80.00 ￥80.00 

  记号笔 ￥2.50 40  胡云 ￥100.00 ￥100.00 

 专场活动奖品 油画棒 ￥4.00 300  胡云 ￥1200.00 ￥1200.00 

  橡皮泥 ￥6.50 300  胡云 ￥1950.00 ￥1950.00 

 专场活动纪念

品 

盒装橡皮 ￥5.00 300  胡云 ￥1500.00 ￥1500.00 

2008．7．5 专场活动物品 DV 磁带 ￥25.00 10  胡云 ￥250.00 ￥250.00 

  志愿者遮阳帽  50 包括粘贴活动

贴纸、运输费用 

胡云 ￥787.50 ￥787.50 

  横幅 ￥100.00 2 用于活动宣传 胡云 ￥200.00 ￥200.00 

2008．7．6 专场活动物品 活动报名单 ￥0.10 550  马可敬 ￥55.00 ￥55.00 

  调研问卷 ￥0.20 1200  马可敬 ￥240.00 ￥240.00 

  反馈问卷 ￥0.20 600  马可敬 ￥120.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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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 活动宣传单 ￥0.15 4000  马可敬 ￥600.00 ￥600.00 

2008．7．7 专场活动物品 消暑用品    马可敬 ￥240.00 ￥240.00 

  急救用品    马可敬 ￥200.00 ￥200.00 

200．7．8 宣传 海报 ￥16.00 20 另有设计费 20

元 

规格：80*60CM 

马可敬 ￥340.00 ￥340.00 

 专场活动物品 安全知识手册 ￥6.00 300 规格：32 开，24

页内页，2 页封

面，彩印 

马可敬 ￥1800.00 ￥1800.00 

  展板 ￥40.00 50 规 格 ：

160*70CM 

马可敬 ￥2000.00 ￥2000.00 

  安全须知告示

牌 

￥16.00 20 另有设计费 20

元 

规格：80*60CM 

马可敬 ￥340.00 ￥340.00 

  编号卡片 ￥4.00 300  马可敬 ￥1200.00 ￥1200.00 

  活动纪念胸牌 ￥4.00 300 作为活动纪念

品 

马可敬 ￥1200.00 ￥1200.00 

  志愿者工作卡

牌 

￥3.50 50 规格：14*10CM 

说明：包括卡

片、卡套、挂绳 

马可敬 ￥175.00 ￥175.00 

  区域告示牌 ￥20.00 24 用于指示活动

区域，告示安全

注意事项 

马可敬 ￥480.00 ￥480.00 

 杂项费用 设计费   宣传展板，编号

卡片等的设计

费用 

马可敬 ￥425.00 ￥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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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9 / / / / / / / / 

2008．7．10 / / / / / / / / 

2008．7．11 专场活动物品 遮阳棚 ￥200.00 3 规格：3*3M 

说明：租借，包

括棚、安装费和

来回运输费 

尹超 ￥600.00 ￥600.00 

  饮用水 ￥6.00 40 桶装水 尹超 ￥240.00 ￥240.00 

  一次性水杯 ￥0.25 1000  尹超 ￥250.00 ￥250.00 

  电脑 ￥80.00 20 租用 尹超 ￥1600.00 ￥1600.00 

  投影仪 ￥400.00 2 租用 尹超 ￥800.00 ￥800.00 

 运输费 电脑运输   100（元/趟）*2

（趟）=200 

尹超 ￥200.00 ￥200.00 

  奖品和纪念品

运输 

  100（元/趟）*1

（趟）=100 

尹超 ￥100.00 ￥100.00 

  展板运输   40（元 /趟）*2

趟=80 

尹超 ￥80.00 ￥80.00 

 餐费 盒饭 ￥8.00 50 专场活动当天

志愿者午餐 

胡云 ￥400.00 ￥400.00 

  志愿者餐费补

助 

￥10.00 50 早餐 2 元，晚餐

8 元 

发放餐费，由志

愿者自行用餐 

胡云 ￥500.00 ￥500.00 

 交通费 专场活动当天

志愿者交通费

用 

  专场活动当天

志愿者往返于

学校和合肥市

少年宫 

胡云 ￥430.00 ￥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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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项费用 场地使用及物

业管理 

  合肥市少年宫

收取 

马可敬 ￥4200.00 ￥4200.00 

2008．7．12 餐费 后期安全知识

宣传补助 

  18（元/人/天）

*2（人）*7（天）

=252 

胡云 ￥252.00 ￥252.00 

 交通费 后期安全知识

宣传补助 

  10（元/趟/天）

*2（趟）*7（天）

=140 

胡云 ￥140.00 ￥140.00 

2008．7．13 / / / / / / / / 

2008．7．14 / / / / / / / / 

2008．7．15 / / / / / / / / 

2008．7．16 / / / / / / / / 

2008．7．17 / / / / / / / / 

2008．7．18 / / / / / / / / 

2008．7．19 / / / / / / / / 

2008．7．20 / / / / / / / / 

2008．7．21 / / / / / / / / 

2008．7．12 餐费 后期安全知识

宣传补助 

  18（元/人/天）

*2（人）*10（天）

=360 

志愿者垫付 

胡云 ￥360.00 ￥360.00 

 交通费 后期安全知识

宣传补助 

  10*2*10=200 

志愿者垫付 

胡云 ￥200.00 ￥200.00 

总支出        ￥2665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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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收入表 

时间 收入

类型 

明细 单价 数量 备注 经手

人 

单项小计 

/ / / / / / / / 

总收

入 

      ￥0.00 

6. 项目财务汇报总表 

申请总金额 ￥26095.00 

到帐总金额 ￥26095.00 

支出总金额 ￥26658.50 

收入总金额 ￥0.00 

团队结余 ￥-563.50 

7. 媒体报道的相关信息 

我们的活动在下列媒体栏目中得到了报道： 

合肥电视台财经频道，2008 年 7 月 14 日，《财今》栏目； 

《合肥晚报》，2008 年 9 月 1 日，B1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