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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言 

    志愿者活动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的服务对象了解更多生活的美好和乐趣，带动

他们的学习兴趣，带领他们走向一个不同的更加美好的未来，从不同的方面影响

他们的生活和学习。这学期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需要我们的关心与

帮助，希望下学期继续带领着队员们一起去为他们服务，为他们送去温暖。希望

孩子们都可以快乐地成长，这就是我们社会实践部的·责任。 

 

二. 部门的建设 

 实践部骨干招募 

9 月 21 团学联社会实践部进行 9 支志愿者队伍队长副队长以及干事的招募，为期一个礼拜。 
 

 

 

 

 

 

 

 

报名人数 210 人 

面试人数 162 人 

面试通过人数 78 人。  

9 名队长 18 名副队长 10 名干事  41 名小队长 

部门骨干人数 42 人 

职位 职能 人数/队 

队长 
负责这支志愿者队伍的所有

事宜 
9 

副队长 协助队长管理志愿者队伍 18 

干事 
写策划，整理志愿者名单以及

活动报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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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实践部构成  

负责人（3 名） 

 

           队伍队长（1） 秘书处（2）后勤财务组（2） 

 

 

副队长（2）  财务（1）  干事（1） 

（1）负责人 

                     赵英杰                      严子杰                      施阳 

 

                                        

               

（2）部门骨干 

                   秘书处                          善医                   红十字                     

 

 

                                                                              

 

     潘思霞               陆奕                    郑姚尧                  叶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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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                 旬彩                 周末课堂                   巧巧手           图书馆 

                               

    金少杰                倪志铭                 赵雅雯                     杨洋           徐梦雨 

（实践部颜值很高的好不啦！！！） 

3.志愿者招募 

(1)第一批志愿者招募 

10 月初招募了第一批志愿者。旬彩、周末课堂、NGO、巧巧手、善西泠完成了招

募。共招募志愿者 350 人。 

(2)第二批志愿者招募 

10 月中旬陆陆续续完成了第二批志愿者招募。携手共进、欢乐行、西塘、红十字

共招募 200 余人。 

(3)建立杉达志愿者总群 

如有突发志愿者活动或者志愿者服务队少人，则从群里招募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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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职能及日常活动开展情况 

1.图书馆志愿者服务队  时间：每天          地点：光彪学院图书馆 

                                            志愿者人数：199 人   服务人群：光彪同学 

 

 

 

 

 

 

图书馆服务队年度总结 
为前来图书馆学习看书的同学提供安静和干净的环境，维持图书馆纪律，引导同学安静有序的看书，营

造一个安静的阅读环境，并整理图书，上书排架。 

使图书馆环境更加安静整洁，书架排放更加整齐，图书馆志愿者总共分为八个队，一到七队分别负责每

天日常的图书馆整理打扫排架上书工作。八队则是稽查工作，检查图书馆是否排架错误等情况。每个队

都各有特色，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个队的队员都是富有责任心和奉献意识的，因为图书馆这项工作并不

像其他志愿者活动那样丰富多彩，更多的时候是重复的工作，每周都是一样的工作内容，但要把它做好

并不容易。所以更多的是坚持，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很多时候因为阻止同学们带零食或者饮料进来，

难免发生摩擦，但更多的时候图书馆志愿者都是耐心的劝说。 

活动中的不足： 

活动中的不足:少数志愿者没有认真做图书馆志愿者的工作，又偷懒的现象发生 

和同学沟通时，偶尔会发生摩擦，没有处理好 

监管不力，仍会有部分同学带零食和饮料进图书馆 

改正措施： 

加强整改图书馆队伍，选出优秀的进行培养和鼓励，对于不务实的志愿者加以劝说和教育 

尽量温和有礼的沟通，态度和善 

加强门岗职责的培训，在晚自习等人流量较大时加强管理 

希望图书馆志愿者在接下来的一学期里可以做的更好，为同学们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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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医服务队年度总结 

善医队伍的主要工作就是为病人提供医导服务。活动的意义就是为需要帮助的病人提供最

正确的帮助，同时为我们杉达大学生积累一份宝贵的志愿者经历。在医导服务上可能我们

不如老志愿者们所拥有的经验多，但是我们能够迅速正确地熟悉掌握医导工作并帮助病人。

善医是一份需要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工作，相信很多做过善医活动的志愿者们都有所感受，

大家明白一件事情:“要主动去帮助有困难的人，太多太多人需要帮助却又不上前询问。”

这就需要我们用医导的知识去帮助他人同时收获那份帮助他人的快乐。 

活动中的不足: 
（1）.方言问题 

（2）因为医导服务需要话语进行沟通，很多非本地的大学生听不懂本地方言，使得医导服

务变得无法进行。 

（2）.人数问题 

善一队伍的志愿者人数与医院要求人数相差甚远，无法使队伍中的每一位志愿者都能参与

活动。 

对未来的展望:善医队伍的人数与医院要求的人数相差太多，一个学期下来也不能保证每

个人都能如愿以偿的做善医志愿者活动，所以希望有更多的活动能够让善医志愿者们参与。

同时也希望大家在医导服务中做得更好 

 

善医服务队活动节

点.xls

2.善一志愿者服务队  

时间：每周六、天      地点：嘉善第一人民医院 

志愿者总人数：120 人    服务人群：病患、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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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服务队年度总结 
为了让在敬老院中安度晚年的老人生活有乐趣，为了让孤独的老人不再孤独，特成

立西泠敬老院志愿者服务小队，旨在给老人的生活带去鲜艳色彩，感受年轻人的活力。

经过三个多月的敬老院服务，使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老人们生活状态非常不错，日常没事

时就跟其他房间的老人聊天拉家常，天气好便下楼去公园散散步锻炼身体，所以 80~95

岁长寿的老人占很大一部分。活动期间我们的志愿者也能很快与老人打成一片，老人们

也仿佛将我们当成了自己的孙子孙女，拉着我们的手亲切说话，气氛非常融洽。 

活动中不足： 

志愿者活动期间出现志愿者心不在焉、玩手机等情况。 

志愿者不做事情到处游荡。 

服务队人数众多，每周一家敬老院无法妥善安排。 

改正措施: 

确立明确的奖惩制度，错误行为一经发现先提醒一次，第二次直接从队伍中删去，以后

再不纳入志愿者服务中。 

明确志愿者岗位并对志愿者详细说明。 

每周同时去两到三家敬老院。 

对未来的展望：下学期的活动我会每个礼拜天同时去两家甚至三家敬老院，每家

敬老院队伍设立领队及组长，让爱每周都能弥漫在老人的心头，而不是每月，希望西泠

队伍能越来越好。作为队长，下学期每星期我也尽量要去一家敬老院服务。 

 

西泠服务队活动节

点.xls

  3.西泠志愿者服务队  

     时间：周天     志愿者总人数：123 人 

     服务人群：老人  地点：老年公寓、魏塘养老中心、下甸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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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巧手志愿者服务队   

时间：每周天        地点：社会组织                                 

志愿者总人数：98 人 

 

 

 

 

 

 

 

 

 

 

巧巧手服务队年度总结  

让现在的大学生不要成为低头族,不要沉迷于电脑和手机，不要一直宅在寝室里，多出来走

走，多活动活动，感受制作手工艺品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在活动的过程中与队员和老师的

沟通也可以提高社交能力，崇尚健康的生活。手工活并没有像看起来那么难如果你肯认真

地从头开始一点点学起来，而且当你自己完成了手工制作你会从中感到成就感和快乐，也

可以借此慢慢摆脱手机和电脑的诱惑。 

活动中不足：如今队伍的数量与人员数量与我们的活动还不契合（数量大大了），物资

管理也没有专门的人负责。 

明年会进行人员的调整，将真正有兴趣的人选出来成为我们队伍的主力军，也会多设一些

职位将一系列工作分配的合理。 

对未来的展望：希望我们队员的手工技艺可以提高的越来越快，队员们的交流与沟通也

能够越来越多，然后活动的进行可以务必顺利没有意外。 

巧巧手服务队活动

节点.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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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彩服务队年度总结 

彩志愿者队由七彩创意设计与银发数码两个志愿者服务队伍构成。 

七彩创意设计的初衷是通过发挥自己的想象，废物利用，结合创意来布置墙面，使其富有

活力，从而使环境更温馨。七彩创意活动共开展了 5 次，从最初的将墙上的贴纸撕下，到

剪裁爱心便利贴，再到用它们布置墙面，活动充满意义，也进行的一次比一次有趣。同时

七彩服务队还参与了丝袜花学习，帮忙分发给老人新年礼物的活动。 

银发数码的初衷是教导老人使用手机等当代数码产品，帮助老人们融入当今时代，更方便

得生活，也防止一些老人因不了解网络的使用而上当受骗。银发数码服务队共进行了 3 次

活动，第一次是由 3 名志愿者教导 2 位老人使用手机，包含开关机，发短信，用微信，看

朋友圈，语音聊天等教学，活动开展的比较顺利。之后由于老人们每周五都有其他活动，

银发数码走向退休的节奏，终于在某个晴朗的星期五，又迎来了活动...然而老人们当日又

有事情，于是志愿者们便帮忙准备年货..（新年礼物），帮忙套挂历，之后第三次的活动

也是套挂历，套袜子，虽与服务队初衷不符合，但志愿者们也尽心尽责的完成任务，也体

验了一把助人的快乐。（然而这活动的确跑题了啊喂！是要退休的节奏嘛） 

活动中不足：由于部分志愿者空余时间与活动时间冲突，导致一部分银发数码的人转移

到了七彩设计，银发数码剩下 20 人左右...七彩这边 70人左右。人员安排并不是很详细。

寒假的结束，和带队老师协商好服务时间后，新课表出来以后我会重新统计一下志愿者信

息。 

对未来的展望：活动进行的蛮顺利的，但就是一直跑题...实实在在七彩的活动举行了 3

次，银发 1 次，希望未来能够活动周期更固定吧。不清楚银发下学期会走向什么旅途，具

体看倪智铭和老师聊天的时候反馈吧 

  5.旬彩志愿者服务队   

     时间：每五          地点：玉兰小区、社会组织 

     志愿者总人数：170 人       

 

    

 

 

 

 

 

 

 

 

 

 

 

 

 

 

 

 

 

 

 

 

 

 

旬彩服务队活动节

点.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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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携手共进志愿者服务队   

时间：每三            地点：杜鹃幼儿园 

 

志愿者总人数：53 人  服务人群：幼儿园的小朋友 

 

 

 

 

 

 

 

 

 

 

 

携手共进服务队年度总结 
我们携手共进志愿者队伍，在活动中主要是对幼儿园的中班和大班小朋友进行授课，例如折纸、绘画、

捏橡皮泥来开拓小朋友的思维，让小朋友能“在游戏中学习，在学习中快乐，在快乐中成长”。这些孩

子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国家的栋梁，而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在他们的成长之路贡献自己的力量，也许正

是一种无声推动教育事业的表现。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我们应积极的投身社会实践，奉献爱心，服务社

会，锻炼自我。从社会的需要上来讲，社会需要我们的关爱，需要我们的互助，这是当代大学生该肩负

的使命，也是应具备的起码素质。 

活动中不足：有些小队员还不是很主动、很放得开地去跟小朋友交流与授课，在这方面我会私下找

小队员们交流交流，谈谈问题的所在，如果不行，我会对队伍人员做出调整或人员的变动。有些课堂在

活动过程中秩序比较乱，未能对每个小朋友进行管理与教育，在这方面我会通过增加人手和培训去改善

问题。小队长对小队员能否参与志愿活动的问题较大，都是提前几天甚至一天才告知队长我，造成不便

的活动调整，所以我要求小队长活动前两周事先去了解小队员的活动安排（例如党课、课程调动、讲座、

社团活动、校园文化活动等）。 

对未来的展望：希望我们携手共进志愿者队伍明年能够策划出更多更好的活动，有更多优秀的志愿

者加入到我们的队伍来，为小朋友带去知识和欢乐。希望我们的队伍能一直是一支团结互助的志愿者队

伍，每个队员都能互相互爱，在遇到困难时能够互相帮助，一起向着最优目标前行。 

携手共进服务队活

动节点.xls



2015-2016 第一学期社会实践部年度总结                                                 

13 

七.周末课堂          

时间：每周一、三、五        地点：柳州中学 

 

志愿者总人数：143 人     服务人群：新居民儿童  

 

 

 

 

 

 

 

 

 

 

 

 

周末课堂年度总结    

    当我第一天走进柳州学校，我真的有强烈的心里反差，我的童年，他们的童年，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在歌声赞赏里长大，他们在艰苦勤奋中学习。我们有明亮的未来，而他们却对自己的未来扑朔迷离。

看到这些，我只想把自己的微薄之力献给他们，用爱温暖他们。 

    这一学期的工作，也是我第一次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团队，第一次失误就是在队员见面会，命令的传

达和执行严重出现了问题，我想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事更多需要的是团队的配合，自己准备再充分，

也会有疏漏。 

    在活动时，我们队伍人员过多，每个队去的次数不太平衡，队员也向我反应了这个问题，在分组当

年确实考虑欠妥。 

    在新的一学期，我们阳光行动可能会做出较大地变动，社会组织那边可能会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平台，

如果谈成，我们队员过多的问题也将解决，如果我们服务的对象依旧单一，那我们将进行队员的裁剪与

重新分组。形成一个系统明了的管理体系。 

    我更多的需要和副队干事的多多沟通，很多事情应该大家一起商量。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讲工作做的更好。 

周末课堂服务队活

动节点.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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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欢乐行志愿者服务队   

时间：每三或周五        地点：行知小学 

志愿者总人数：68 人     服务人群：新居民儿童  

 

 

： 

  

欢乐行服务队年度总结 
作为一名志愿者，是为了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倡导时代新风正气，

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付出力所能及的一份力量。作为一名小学主题班会志愿者，是本着对孩子的喜爱，

对天真无邪童年的怀念，这是一种对自己思维，口才与能力极大地考验和提升。也让孩子们在枯燥的学

习生活中感受书本之外的乐趣，体验不一样的课堂，感受到我们大学生的热情洋溢。 

    第一次走进小学课堂的时候恍如回到了自己上小学的时候，每一张脸都洋溢着微笑，对一切事物感

到新奇，也是第一次在小朋友之间发现了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被需要是一种需要”是这半年的感悟。

一个学期的志愿者生活让我有点单调的周末变得充实了许多，也在做志愿者的路上认识了一群又一群善

良而正直的小伙伴们。看到了那些孩子眼中纯洁，那种没有被世俗所污染的干净纯粹，让我学到了如何

去和小学生去相处去交流。这学期一共组织了 7 次活动，首先很感谢我的团队，他们认真完成每一次工

作，从招募志愿者到组织活动，井井有条仔细负责。还有实践部的头儿们，对我们的活动关心有加，也

多次参与我们的活动。以及行知小学的朱老师，非常支持和肯定我们的工作。在下学期的活动中，我们

争取用更新颖的活动方式，更投入的活动精神，努力做到更好！ 

活动中不足：1.人员分配不够恰当，男女生分配不均，每次上课班级较少； 

              2.上课主题不够新颖，有些反复使用； 

              3.部分成员课堂控制能力不够，临时发挥能力差，导致课堂效果不理想； 

              4.用糖果等吸引小朋友反而导致课堂混乱； 

改正措施：1.尽量活动时每个班安排男生女生各一名，多安排一些人员参与更多班级； 

            2.搜集更多上课主题，更吸引小朋友的兴趣； 

            3.对成员进行部分重新筛选，能力强的更多参与活动； 

            4.糖果等作为奖励性质的东西，下课再分给小朋友。 

对未来的展望我们所服务的小学条件较差，学生没有富足家庭条件，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活动，给

他们带去更多的欢乐，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和对他们的深深喜欢，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建造贡献我们的一份

力量。在未来，我们会更投入更积极地去完成这项志愿者工作，以我们的满腔热血为孩子们带去更丰富

的课外生活。 

欢乐行服务队活动

节点.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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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   

时间：每二             地点：医务室 

志愿者总人数：43 人     服务人群：校医 

 

 

 

 

 

红十字年度总结：   

     红十字的活动以校内的疾病医疗预防为主,在水痘预防消毒工作中以尽可能使更少的

同学感染水痘为主,减少感染率,消除感染病菌.在消毒活动中感觉大家的活动热情都很高,在

帮助医务室消毒的过程中使自己得到锻炼,感觉很充实.付出总有回报,集体的力量才是最强

大的. 

    策划献血的意义在于合理安排献血时间和场地安排,为献血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献血环

境.在此过程中,看着献血者能安全有序得进行献血感到很有成就感,体会到了集体的力量. 

    打处方和归类体检单都是很需要耐心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细节性的东西不能忽视,不

日里体检单中有很多细节需要逐一审核. 

活动中不足： 

（1.）人员安排 

    在消毒时人员安排的变化没有跟上当时实际情况的变化,有时候需要消毒的教室多了,

但我们志愿者人数不变及果酒造成志愿者工作量太大. 

    在下下次此类活动中我们会安排一支机动小队,专门对付特殊情况的发生. 

（2.）场地安排 

    在策划献血的时候,我们的场地安排欠佳,没有考虑到献血者在献完血之后不适合走太

远的路去休息这一点,因为从献血车到我们安排的休息室之间有 20 米到 30 米的路程. 

    在下次此类的活动中我们会充分考虑活动当天的各种情况,合理安排场地,争取考虑到

每一个人的感受,场地之间尽量紧密安排,能不走楼梯就尽量不走. 

 

对未来的展望： 作为志愿愿者宗旨就是帮助别人,希望在下学期的志愿者活动中我们能安排

好每一位志愿者,策划作的又详细又清楚,一些在本学期不足之处我们会积极改正,争取我们

对在座志愿者时能使被帮助的人感到温暖快乐,同时我们志愿者也能乐在其中! 

 

 

红十字消毒活动报

告10.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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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园大型活动以及非常规志愿者活

动 

  

 

时间 
内容 地点 负责人 人数 时长 

10.25 步行嘉善志愿者活动 县政府 赵英杰 严子杰 施阳 20 4 

11.21 防爆日宣传，路人签字 恒立广场 施阳，丁佳颖 4 3 

11.27 陪伴新居民儿童游玩 巧克力工厂 赵英杰 刘遥遥 20 4 

12.4 献血秩序维护 活动中心 叶梦杰 27 4 

12.7 陪伴新居民儿童游玩 巧克力工厂 赵雅雯 22 4 

12.7 艾滋病晚会（道具组） 报告厅 赵英杰 8 3 

12.25 团代会 县政府 严申超 100 2 

1.4 辩论决赛 县政府 赵英杰 3 4 

1.6 元旦晚会（道具组） 报告厅 赵英杰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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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部门年度总结 

    从开始的懵懵懂懂到现在的驾轻就熟，从开始的横冲直撞到现在的有条不紊，从开始的青涩内敛到现

在的落落大方。我见证了自己以及所有部门骨干的成长。 

部门成立之初，进行了一系列的骨干招募。那是的我们以及面试的同学，都略显青涩，但随着一天一

天的面试，我们最初的面试成员从一次次面试中不断成长，吸取经验，修正题目，获得面试以及被面试的

技巧。之后进行了线上线下的 9 支志愿者招募互动活动，从订大海报，打印申请表，电子大屏幕宣传到现

场布置，人员安排，申请单发放再到后期的单页收集，对于第一次进行大型的招募活动的实践部骨干们，

虽然前期工作志愿者招募总人数达到 400 余人。在 10 月中旬，陆陆续续各支队伍都完成了自己的面试招募

工作。之后我们需要依靠自身去对接一个有一个的敬老院，幼儿园，社会组织等。其中最让人难堪的是幼

儿园的对接工作。院长对于上一届学长学姐的志愿者服务非常不满意，撤销了我们志愿者在杜鹃幼儿园分

部的服务，原因显而易见。只给了我们总部的 5 个班级。在这一系列事情后，金少杰队长重新筛选了志愿

者，制定了一系列规章评分制度，严格执行。每支队伍活动前必须提前提交策划，审核。经过这一学期的

努力，院长对于我们的活动表示肯定，同时我们也会争取多开几个班级，让更多的志愿者，更多的幼儿园

小朋友们收获到这一份感动，温暖。 

此外,我们还拥有红十字、图书馆、西泠、欢乐行、阳光行动、旬彩、Yong等多支优秀志愿者

队伍。红十字主要负责校内的疾病医疗预防。记得在开学之初，学校水痘的传染严重，红十字

的志愿者们义无反顾挑起了教室与宿舍的日常消毒工作，这份奉献与坚持令我们敬佩。在 12

月初，红十字策划并组织配合献血工作，当天现场秩序井然，献血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展，

此次活动获得院方的一致认可。图书馆志愿者的日常任务就是整理书籍包括上架、排序以及图

书馆环境的一些维护，在图书馆老师的指导下也开展的非常顺利。西泠志愿者服务队主要的对

接对象为敬老院，有嘉善老年公寓，魏塘养老中心和下甸庙。敬老院可以说是我们同学比较陌

生的一个环境，去敬老院之前许多人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破旧的房屋，沉闷的气氛，迟暮的老

人上，然而当我们真正踏足来到敬老院时，才发现原来老人们在这里生活的很开心且环境气氛

都相当好，闲来无事三两成群一起散步闲聊，子女们也经常来拜访他们。每次我们过去他们都

会笑呵呵地拉起我们的手开始聊家常，看到她们诚挚的眼神和慈祥的微笑心里也是暖洋洋的。

欢乐行队伍的主要活动是给柳州中学的同学上主题班会。这所在别人眼中掩于陋巷破败不堪的

农民工子弟学校却在志愿者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从一开始因为突发情况准备不足的

手足无措，到后来渐入佳境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志愿者们用他们的爱心感染了这些孩子，而孩

子们也用他们的善良淳朴深深打动了我们。阳光行动这支队伍在开学初遇到了很大的难题，由

于活动时间与地点的限制曾一度要被放弃，然而我们的队长却非常坚持，说她可以完成。是的，

事实证明她真的做到了，队伍人数众多，就分成语数英单双周；时间难以安排同学们就挤出自

己午休时间；在一个学期的活动中，每位参与活动的志愿者都与柳州中学的孩子们建立了深

厚 的友谊。虽然不知下半学期讲如何调整，但我们依旧为他们点赞。旬彩志愿者服务队主要

有两个项目，银发数码和七彩创意设计。如今是信息时代，不得不承认智能手机为我们的生活

提供了太多的便利，而一些老人对于这些新科技是一窍不通，银发数码志愿者就是教老人们如

何使用手机及其应用软件如微信，帮助他们了解新科技。七彩创意设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志愿者们从中受益良多。Yong志愿者服务队是今年刚成立的，主要项目有巧巧手，向老人们

学习串珠的手艺，在制作的过程中收获快乐习得一项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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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手掌上的细沙一般一学期的小时光随风飘散，在这一学期中我们风雨同舟 同甘共苦。部门与部门

之间的完美配合，同一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给这一学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社会实践部作为对外活

动最多的一个部门，为同学们提供了很多实践的机会，看到同学们在实践中不断收获宝贵的经验，我们的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在下一学期，我们会将重点放在新居民儿童的身上，开展更多的，具有特色的，更有创新意识的活动，

同时会时不时准备一些小礼物给予他们温暖。善医志愿者服务队也将开拓更多的志愿者服务项目，使得更

多的病患得到帮助，给予他们一份安心。希望我们实践部越做越好，就如同我们的群名称一般，做到世界

顶尖的社会实践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