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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营情况简介 

2021 年“回馈家乡”项目培训于 7 月 14 日至 7 月 19 日在广西民政干部培训中心开展，

此次培训历时 5天，共计 133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培训营期间共有 14 位老师到场授课，

1位老师进行了线上授课。 

本次培训营以切实提高大学生志愿者的个人综合素质为根本宗旨，尤其注重增强队员的服

务理念，端正志愿动机，同时兼顾团队工作、有关志愿服务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力求志愿者在

奔赴生活营开展活动之前较好地汲取往届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了解活动点学生的基本情况、掌

握开展生活营所需相关知识及技能，达到工作的科学化与规范化。 

7月 19日上午 11时，“回馈家乡”项目启动仪式于培训中心培训厅举办，广西慈善总会

秘书长梁业勇携工作人员出席启动仪式。梁秘书长致辞时向志愿者们强调了组织纪律、活动安

全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更结合自身经历，激励队员把慈善、公益当做一生的事业。 

 

 

二、培训营活动内容 

1、 主题课 

2021 年“回馈家乡”项目主题为“时代的挑战”，主题围绕建党 100 周年、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等内容，由徐果老师、

胡智勇老师、曾为赟老师、江锦培老师从不同角度及层面给队员分享“抉择的挑战”“真我的

挑战”“万变的挑战”“回馈的挑战”等主题课程，旨在引导队员们从容面对挑战、迎接新的

发展机遇，鼓励农村大学生志愿者不忘家乡培育，立足自身所学，牢记家国使命，致力乡村振

兴，未来报效祖国与家乡。 

 



4 
 

2、 工作坊 

由从事教育、医疗、培训行业的老师们就生活营的焦点内容展开的关于教学技能、医疗防

疫、团队建设的工作坊课程，旨在帮助大学生志愿者提升开展志愿服务的技能。 

内容包括：胡智勇老师的“策划与执行”工作坊中探讨和分享了策划的出发点、时效以及

最终的目的；王琴老师、李翠萍老师的“医疗防疫”课程，帮助队员掌握突发意外事故的快速

医疗诊断、紧急救护与疫情防控处理程序；王柳莉老师的“预防诈骗”课程，增强了队员们的

防骗意识；罗阿英莫老师带来“班级建设”，教给队员如何管理班级、建设班级；在李翠萍老

师“课堂技巧”的工作坊中，队员们得以掌握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提高课堂掌控能力的技能；

周小娅老师的“课堂游戏”，为队员们提供许多具有教育意义、可以运用到教学当中的游戏，

让孩子们在玩游戏的同时能够学到知识；蔡丽辉老师带来“我与 TA”课程，与队员们一同分

享如何去爱、被爱以及传递爱。 

  
3、 党史学习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开展党史学习培训是帮助青年大学生牢记初心使命、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故“回馈家乡”培训营特开展“忆峥嵘岁月，创宏图未来”

党史学习培训及党史知识竞赛活动。 

  

4、 团队建设活动 

在生活营中，团队成员之间彼此信任、团结一致、有效沟通对于工作的有效开展尤为重要。

培训营晚间的团队建设、友谊竞赛、团队表演、天才表演等晚间活动不仅让志愿者们在紧张的

培训课程中得以放松，更培养了队员深厚的集体意识和良好的团队精神、促进了队内的沟通交

流、提高了队伍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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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营情况简介 

2021年“回馈家乡”生活营于 7月 20日至 8月 20日举办，为期 30天，队伍共 13个。 

活动地点分别为西林县西林一队周约小学、西林二队土黄小学；隆林各族自治县隆林一队

岩头小学、隆林二队祥播小学、隆林三队委乐小学；靖西市靖西队壬庄巴泽村教学点；三江侗

族自治县三江队良口乡、厘金滩儿童之家服务点；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队平等镇红军小学；灵

川县灵川队祠堂小学；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队东寨民族小学；灌阳县灌阳一队龙吟小学、灌阳

二队王道村小学；武宣县武宣队大同小学。 

本次“回馈家乡”生活营共有一百多名当地大学生志愿者投身其中，报名参加活动的小学

生达一千多名。 

下表为各队队员人数、活动开展地点以及学生人数的汇总。 

队名 队员人数 活动开展地点 学生人数 

统筹组 3   

恭城队 11 东寨民族小学 110 

灵川队 10 祠堂小学 110 

龙胜队 10 平等镇红军小学 74 

隆林一队 10 岩头小学 48 

隆林二队 11 祥播小学 86 

隆林三队 10 委乐小学 35 

靖西队 8 巴泽村教学点 68 

三江队 10 良口、厘金滩儿童之家 54 

武宣队 10 大同小学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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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名 队员人数 活动开展地点 学生人数 

灌阳一队 9 龙吟小学 120 

灌阳二队 8 王道小学 59 

西林一队 12 周约小学 100 

西林二队 10 土黄小学 60 

合计 133 合计 1041 

13 个活动开展地点均为广西各县的农村小学，其中，仍有许多活动点所在村屯为国家乡

村振兴的重点。 

从项目的情况反馈中我们得知，这一类基层村小周边的村庄普遍存在的问题有： 

（一） 外出务工人员多，导致留守儿童人数多，孩子们普遍缺乏关爱与陪伴，留守家中

的老人知识水平不高，教育观念较为淡薄，缺乏对孩子的监督与引导； 

（二）部分学校地处群山之中，道路曲折陡峭，交通运输不发达，地势的恶劣、地区的落

后以及信息的不流通，导致当地人均收入低、教育文化相对落后； 

（三）因地处偏远，生源分散，目前偏低的教师工作待遇难以吸引年轻优秀的教师资源为

当地学校汇入新的血液，且教师队伍流动性大，故而师资力量相对匮乏； 

（四）教学资源分配不均，副科教师缺乏。农村学校除语文、数学教师以外，其他副科如

音乐、体育、美术、科学等专业教师缺乏，部分学校仍没有英语老师，甚至从未开设英语课程。 

而“回馈家乡”项目的开展，能够作为基层教育的补充，促进农村小学生全面发展。 

 

四、生活营活动内容及意义 

（一） 学生活动 

1、 兴趣课程教学 

为拓宽农村学生视野，增长学生见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此次生

活营中，大学生志愿者开展了如书法、手工、音乐、舞蹈等兴趣爱好类课程；故事、普通话、

百科等文化类课程；天文、科学实验、传统文化等知识拓展类课程。 

   

2、 趣味运动会、游园活动 

趣味运动会、游园活动的开展，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校园生活、激励着他们团结有爱等集

体意识的增长，也让孩子们在活动中得以展示自己、发挥潜能的同时更切实地感受到大学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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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给予他们的陪伴与关爱，增进了队员与学生之间的感情。 

    

3、 主题班会 

通过前期与学生的相处交流，志愿者们了解到农村学生家庭经济条件普遍有所提升，但电

子产品及网络游戏给学生的生活、学习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故筹备开展了内容丰富的主题

班会。班会内容涵盖爱国主义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防溺水、防欺凌等安全教育，卫生知识

普及，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等主题。通过相关事件实例讲解、视频观看，学生分享讨论等形式，

让学生直观地认识到其重要性，培养了爱国主义情怀，促使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树立远

大理想，同时提升了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4、 安全演练 

本次生活营中，各队伍组织学生开展了防震、防火、防暴演练等活动，并搭配相应内容的

安全用电、用火等课程进行知识科普和思想教学。志愿者们结合隐患示例、实操演练，教会学

生正确用火用电、正确使用灭火器，教给学生火灾发生、遇暴力恐怖分子时自救逃生的方法等，

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应急疏散反应速度、自救逃生能力以及消防设施使用能力等得到了提升。 

    

5、 文化艺术竞赛 

生活营开展种类丰富的文化艺术竞赛活动，朗诵、手工、绘画、书法、歌唱、舞蹈等比赛

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提供艺术实践、展示自我的舞台，在激发学生对艺术的审美情趣、营造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等方面起着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充分展示了队员在活动期间的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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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洁乡村行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农村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充分发挥大学生志愿者的服务

精神，培养学生爱护环境的意识，带动村民积极参与到改善乡村环境的行列中来，2021“回馈

家乡”生活营开展了清洁乡村活动。结合相关主题班会及环保教育课程引导，队员与孩子们共

同行动，将周边道路两旁长期积存的生活垃圾清理得一干二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 村民活动 

1、 电影下乡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手机直播、电视点播等现代娱乐方式进入农村，看露天电

影不再是村民们农忙之后唯一的文化活动。志愿者们通过对影片内容的筛选及走村宣传，将《血

战湘江》、《建党伟业》、《我和我的祖国》等影片带到村民当中，前来观影的村民众多，取

得了良好的活动效果。此举不仅开阔了农村群众的眼界，更是将各种优质文化资源延伸到农村

基层，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促进乡村振兴上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2、 义务理发活动 

部分活动村庄距离集镇较远，交通较为不便，村中老人理发存在一定的困难。为弘扬尊老

爱老的传统美德，让他们感受到关怀和温暖，志愿者们拿着“推子”，提着所需工具，为村民

们开展了义务理发活动，获得了群众的赞扬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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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追寻红色记忆——慰问老党员活动 

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

论述，生活营期间，各队伍开展追寻红色记忆——走访老党员活动。大学生志愿者们通过与老

党员的交流，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倾听老党员给青年大学生的希冀和教诲，回顾初心，传承

老党员的奋斗精神。 

  

4、 助农行动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为活动地区的村民贡献一份力量，“回馈家乡”生活营推出了周末助

农行动。与当地村委协调后，志愿者们到需要帮助的农户家中了解详细情况，就帮助措施进行

讨论后，深入田间地头帮助村民收割稻谷、采收农作物。此举不仅帮助群众解决了实际问题，

也进一步拉近了大学生志愿者与村民的关系，温暖了受助村民们的心。 

   

 

五、活动的重要成效及意义 

（一） 各级领导重视，加强组织保障，提升安全保障。 

“回馈家乡”项目作为培养农村优秀青年、补充农村教育全面发展、改善农村面貌、一定

程度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方式之一，得到了广西区民政厅的大力支持。广西慈善总会定期跟进

项目各项工作的进展，领导和把控项目筹备、实施等工作的总体方向。为发挥志愿者们更大的

作用，统筹组积极联系各县教育局、各地中心校，队长则定期与活动点校长保持联系，为项目

的深入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处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统筹

组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防疫工作培训，旨在规范活动期间志愿者及学生的防

疫管理，严格应急防控预案；各队伍积极贯彻落实学校的各项要求和工作部署，严格执行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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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坚持入校体温测量登记，定期对学生、志愿者活动区域进行消杀工作。此外，每天放学

时间送学生回家也是志愿者们必不可少的工作内容，学生回家途中的安全得到了更大的保障。 

    

（二） 精心部署，全面策划，执行到位。 

“回馈家乡”项目统筹组于 2020 年 9 月组成，每月定期开展统筹会议，积极跟进队长工

作；共计开展三次队长培训，帮助队长熟悉工作、提升组织领导能力；2021 年 4 月份，由队

长对报名志愿者进行面试筛选，组建队伍进行团建，提前策划生活营活动。通过培训营主题课

程与工作坊的培训，加深了队员们对生活营工作的详细了解，掌握了开展志愿服务的基本技能。

7月 19日，各队伍分别前往活动点学校，开始了为期一月的志愿服务旅途。 

  

（三） 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成效显著。 

2021 年活动紧跟时代发展主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等内容，确定“时代的

挑战”为活动主题；紧扣“建党 100周年”，将活动主题色确定为红色。 

短短一个月里，志愿者们根据自身所学，带着饱满的热情、奉献精神和爱心开展了极其丰

富的活动。从培养学生学习热情的兴趣课堂到增长见识的课外拓展，从校内的留守儿童心理辅

导到青春期教育；这些活动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而且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从校内的学生活动拓展到村民的电影下

乡、义务理发和寻访红色记忆等内容，丰富农村群众业余生活的同时，给村民带来了正能量。 

对于参与此次活动的大学生志愿者而言，宝贵的农村志愿服务经历增强了他们的意志，锻

炼了他们在社会实践、公众表达以及领导群众等各方面的能力，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令

他们对于社会、对于生活有更深的思考以及体会，为未来在公益事业继续发光发热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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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出问题，积极反思，收获成长。 

7 月 27 日，统筹组成员开始了各点的走访。在走访过程中，走访组成员与队员们一起生

活、听课、开展各项活动，同时召开走访组会议，听取队员意见，帮助志愿者发现问题、提出

整改建议，帮助每一位志愿者从活动中收获成长、提升能力。 

 

六、致谢 

截至 2021 年，“回馈家乡”项目已在广西开展十三年，多年来，共计 1,100 余名项目大

学生志愿者以实际行动践行自身的社会使命，返乡为 12,000 余名农村小学生举办生活营，带

去关爱与陪伴。 

涓涓细流，汇爱成海。2021 年“回馈家乡”项目的开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努力。感谢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广西慈善总会、柳州市心动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广西南宁市远哲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各县教育局、各校校长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感谢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广西慈

善总会多年来的协调支持，感谢校方、心动力社工中心为志愿者们宣传招生、解决难题；感谢

村委协助志愿者们举办村民活动；感谢村民、家长们的热心帮助和对活动的认可与建议；感谢

每一位队长、队员的辛苦付出，为孩子们种下梦想的种子，用爱浇灌长出的每一棵嫩芽。 

至此，备受关注的 2021 年“回馈家乡”项目不辱使命，圆满结束。期待我们持续接收到

的爱和力量，能够为农村有需要的群体带来更好的改变。“回馈家乡”项目定会不负期望与信

任，不忘感恩，以更出色的活动成果回馈社会！  

 

2021年“回馈家乡”统筹组 

2021年 9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