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少年儿童“双有”活动组委会

关于开展2021年全国少年儿童
“心中有祖国 心中有他人”主题教育活动的

通 知

各相关单位：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规

划的开局之年,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起步之年。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全国“双有”主题教育活动继续以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引导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

养成良好思想道德、提升文化素养、厚植家国情怀，努力成

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21 年，全国少年儿童“双有”活动组委会组织开展“童

心向党 颂百年辉煌”主题教育活动，现将《2021 年全国少

年儿童“心中有祖国 心中有他人”主题教育活动方案》印

发，望各地单位根据自身实际、因地制宜，积极组织参与！

附：2021 年全国少年儿童“心中有祖国 心中有他人”

主题教育活动方案

全国少年儿童“双有”主题教育活动

组织委员会

2021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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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少年儿童
“心中有祖国 心中有他人”

主题教育活动方案

一、活动主题

童心向党 颂百年辉煌

二、组织单位

中国儿童中心

全国少年儿童“双有”活动组委会

三、活动内容

（一）年度主题教育活动

全国少年儿童“童声歌颂 百年辉煌”文化艺术汇演活动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发展历史中积累起来的精

神成果，是维系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和人民的精神

家园。少年儿童要从小在先进文化的滋养中成长，坚定文化自

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以少年儿童喜闻乐

见的艺术表达形式为载体，通过品味红色经典、寻访红色教育

基地、重温百年征程、致敬革命英雄，引导少年儿童充分参与、

深入思考、积极表达，以童声颂百年辉煌。各地活动成果以视

频形式汇聚，进行呈现、倡导与宣传（活动方案见附件 1）。

（二）品牌主题教育活动

1.“大国少年”系列研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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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少年”系列研学活动是面向少年儿童开展国情国史

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劳动教育、安全教育的

重要载体。2021 年，以“大国少年”为主题，广泛开展富有

当地特色的研学活动。通过统筹各地优质资源，推动试点单位

探索，加强策划与研发，打造教育性强、地方特色鲜明的精品

活动，共建共享特色研学资源库（活动方案另行通知）。

2.“身边的榜样”全国少年儿童图文创作大赛

全国少年儿童图文创作大赛以“身边的榜样”为创作主题，

以四格图文为创作形式，从尊老爱幼、勤学好问、爱岗敬业、

践行环保、热心公益等角度，鼓励少年儿童关注现实、关心普

通人、发现身边的榜样，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融入少年儿童的日常生活中（活动方案见附件 2）。

3. “儿童友好 环境友好”全国少年儿童生态道德主题

教育活动

全国少年儿童生态道德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倡导和推动

“儿童友好 环境友好”的儿童环境教育理念与实践，实现平

台建设、活动组织和技术支持，引导少年儿童关注生态环境保

护、参与生态文明建设。2021 年以“多样世界 幸福童年”为

主题，围绕当地生物多样性，通过“三个一”落实开展，即一

个短视频征集活动、一个全国青少年自然笔记征集活动、一次

骨干教师培训活动（活动方案见附件 3）。

4.“我是小小中国通——大国少年说”全国少年儿童百

科知识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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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小中国通——大国少年说”全国少年儿童百科知

识大挑战活动，是利用互联网开展少年儿童爱党爱国教育的重

要阵地，是为少年儿童量身打造的学习与参与平台。2021 年，

为了进一步教育引导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汲取红色力量，

厚植红色基因，活动新增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专题学习板块。活动以线上平台为载体并向线下延

伸，将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强综合素养、弘

扬传统文化融入到少年儿童学习生活的各种场景中，通过技术

手段与教育资源的整合，寓教于乐，让知识更加鲜活、学习更

加有趣、成长更加快乐（活动方案见附件 4）。

5.“童鞋奔跑 用爱陪伴”全国少年儿童公益行动

“童鞋奔跑 用爱陪伴”全国少年儿童公益行动倡导“儿

童帮助儿童”理念，推动少年儿童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关注现实、

帮助他人、充分参与、乐于分享（活动方案见附件 5）。

四、活动要求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单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发挥校外教育在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广大少年儿

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少年儿童的文明素养、社会责任意识、

实践本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统筹安排、积极参与，制定具体实施

方案，加强对活动的领导和组织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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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围绕主题，精心组织。要积极参与各项培训、调研及大

型活动联动，提升“双有”活动品质，扩大“双有”品牌影响

力。要吃透活动方案，高度聚焦活动主题，深刻理解活动目标

和策划思路，将活动方案与本单位工作深度融合。要加强校内

校外协作，通过层层动员，发动各地学校，尤其是调动“双有”

基地校和广大少年儿童的积极性，使宣传、展示、实践的过程

成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养成的过程。要重视互联网爱国主义教

育阵地建设，坚持线上活动与线下活动的互动联动。

3.广泛宣传，扩大影响。坚持全盘策划与突出重点相结合，

召开年度主题活动发布会，营造浓厚氛围。坚持活动主题与当

地发展热点、焦点相结合，及时报送工作动态、展示各地工作

进展，配合组委会运营“双有”公众号及“双有”活动网站。

坚持媒体宣传与阵地宣传相结合，策划宣传线索与宣传点，凸

显“双有”特色。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挖掘当地媒

体资源，加强媒介合作。

五、联系方式

中国儿童中心负责全国“双有”活动的组织开展，组委会

办公室设在中国儿童中心教育活动部，负责具体工作的管理与

执行。

全国“双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瑛、王兰

电话：010-66160151（组委会办公室）

13701332112（周）、13910109940（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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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shuangyou07@126.com

网址：shuangyou.zget.org（“双有”官网）

www.ccc.org.cn（中国儿童中心官网）

官方微信公众号：“心中有祖国心中有他人教育活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43 号，中国儿童中心，

教育活动部（邮编 100035）

QQ 群号:92080266（请“双有”活动负责人务必加入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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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少年儿童
“童声歌颂 百年辉煌”
文化艺术汇演活动方案

一、时间

2021 年 3 月至 11 月

二、地点

全国

三、组织单位

主办：中国儿童中心

全国少年儿童“双有”活动组委会

协办：各地校外教育单位

四、参与对象

1.各地中小学生

2.教育活动相关领域专家及老师

3.学校教师及家长

五、活动内容

1.活动落地。各级各类校外教育机构结合年度主题和本单

位工作的实际情况，组建工作组，并完成本单位年度主题活动

执行方案的设计和部署。

2.社会实践。各单位围绕“童声歌颂 百年辉煌”这一主

题，广泛开展品味红色经典、寻访红色教育基地、排演爱国主

义作品等实践活动，重温百年征程、致敬革命英雄，引导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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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在活动中充分参与、深入思考、积极表达，以童声颂百年

辉煌。

3.文艺汇演活动。在本单位或学校，举办文艺汇演活动，

并拍摄相关视频。时间安排，应充分发挥重大纪念日的涵育功

能。活动形式，不拘一格，少年儿童喜爱和擅长的歌唱、舞蹈、

朗诵、戏剧、体育等形式皆可。有条件的地区，可组织区域性

线上联动，扩大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力。

4.作品报送。作品须紧扣“童声歌颂 百年辉煌”主题，

以红色教育为主要内容。报送材料包括活动方案、活动信息登

记表、活动视频（视频要求：MP4 格式，10 分钟以内，600M 以内）。

各单位需做好信息汇总与报送工作，每个单位于 5 月 10 日前

报送 1-5 个文艺汇演活动视频。

六、工作安排

1.顶层设计与部署。2 月，组建工作团队，形成本单位的

年度主题活动执行方案。

2.各地落实与推进。3-4 月，省级、市级、区级、校级校

外教育机构广泛发动、层层布置，确定活动工作组，各地根据

活动总体安排，制定当地文艺汇演活动方案并扎实推进。

3.展示与宣传。5-6 月，通过制作视频合辑、新媒体平台

分享等途径进行活动展示和宣传。

4.总结表彰。10-11 月，参与活动的儿童将获得纪念证书。

根据各单位参与情况和效果，评选“优秀组织奖”和“优秀指

导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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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童声歌颂 百年辉煌”文艺汇演活动信息登记表

推荐单位

联系人及

职务

联系

电话
邮箱

作品名称

作品介绍

（300 字左

右）

儿童

姓名
（注：不超过 20 人）

指导

教师
（注：不超过 5 人） 联系电话

特别提示：

1、各单位在当地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产出优秀文艺汇演活动作品。

2、每个单位向组委会报送 1-5 个活动视频。

3、视频为 MP4 格式，10 分钟以内，600M 以内，并注明参与创作者。

4、活动视频作品版权归属主办单位所有，作者享有署名权。主办单位有权保留作

品原件并在相关活动中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展出、在媒体及宣传资料上使用，如

网站、海报、出版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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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身边的榜样”
全国少年儿童图文创作大赛活动方案

一、活动时间

2021 年 1 月-11 月

二、参与对象

小学 1-6 年级学生

三、组织机构

主办：中国儿童中心

全国少年儿童“双有”活动组委会

四、活动内容

本活动以“身边的榜样”为主题，以四格图文为表现形式，

从尊老爱幼、勤学好问、爱岗敬业、践行环保、热心公益等角

度，鼓励少年儿童关注现实、关心普通人、发现身边的榜样，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融入少年儿童的日常生

活中。

五、活动流程

1.1 月至 4 月，发布和动员阶段。组委会发布活动通知，

各单位根据当地实际，进行广泛宣传与动员，发动学校、社区、

儿童参与。

2.5 月至 8 月，创作与推荐阶段。请各单位及时将活动布

置到校，便于学校组织开展活动。请于 8 月 31 日前登录“双

有”活动官方网站（shuangyou.zget.org）上传作品、填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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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息，请各单位合理安排和部署。活动技术人员联系电话：

18201477312。

3.9 月至 11 月，展示与总结阶段。组委会组织专家点评、

在线展览、媒体推介、专题讲座等形式，通过作品来展示当代

儿童的风采。

六、具体要求

1.创作要求

参赛者分为 1-3 年级和 4-6 年级两个组别。学生在老师指

导下用 4张 16K 美术纸(21x29cm),分别画出与主题相关的 4格

图画，展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并标明序号。每格图的文字说明，

以不超过 20 字为宜，文字序号一定要与图画序号一致。

2.选送要求

（1）作品电子版：先将每幅作品原件按顺序分别拍摄，

并标注序号，然后按序号排列成□□ 图样完整拍摄，连同

□□

分别拍摄的 4 张照片一起，总共 5 张照片，照片序号与原件序

号务必一致。整理好作品图片和信息后，请登录“双有”活动

官方网站（shuangyou.zget.org）完成照片上传和填报工作，

每个单位向组委会推荐报送 20 幅作品。

（2）本次活动需以单位名义参与，不接受个人报名。请

各单位认真组织辅导，根据当地情况及创作者自身的特点细化

创作方案，以“身边的榜样”为主题，自拟具体的创作题目，

选取创作素材，贴近生活，体现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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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儿童友好 环境友好”
全国少年儿童生态道德主题教育活动方案

一、活动时间

2021 年 1 月-11 月

二、参与对象

幼儿园中大班幼儿、中小学生

三、活动主题

“多样世界 幸福童年”

四、活动安排

(一)活动内容

1.一个短视频征集活动

“多样世界 幸福童年”短视频征集活动，围绕校园或家

庭生活中与绿色生活、环境友好相关的话题或问题，在儿童参

与理念的指导下，引导和支持少年儿童将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拍摄成短视频进行分享与交流。鼓励少

年儿童在教师和家长的支持下自主创编故事、编排表演、拍摄

制作，在实践过程中收获思考、增长知识、提高素养。各单位

可根据自身实际，充分整合资源，利用兴趣小组、社区、班队

会等多种组织形式，积极推动活动落地，倡导“儿童友好 环

境友好”。

2.一个全国青少年自然笔记征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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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导和鼓励少年儿童走进自然、热爱自然、向自然学习，

培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道德素养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

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中国儿童中心联合主办“第四届全国青

少年自然笔记征集活动”，面向全国少年儿童征集自然笔记作

品（具体方案详见活动通知）。

3.一次师资培训

面向参与本活动的单位负责人及骨干教师，举办儿童生态

道德教育专题师资培训，在提高教师意识水平、拓展教师思路

视野的同时，提供专业实用的教学方法指导与教学示范观摩，

以培训推动活动落实的质量与水平，以培训促进教师和机构的

成长（具体方案详见培训通知）。

(二)参与方式

1.开展主题活动

各单位整合当地资源，围绕“双好”、“三个一”，开展

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引领热爱自然、环境友好、绿色生

活的良好风尚。通过“小手拉大手”，以少年儿童带动成人群

体，推动当地生态文明建设。

2.报送活动材料

短视频征集活动，各单位向组委会推荐并报送5个短视频

作品。短视频为MP4格式，时长不超过5分钟，文件大小不超过

300M。请准确填写《“多样世界 幸福童年”短视频征集活动

推荐作品信息统计表》，将活动方案、总结、短视频、统计表

等材料于5月15日前报送至“双有”邮箱（shuangyou0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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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时间安排

活动

时间
短视频征集 全国青少年自然笔记征集活动 全国师资培训

1-3 月 形成本单位活动方案，广泛宣传、层层发动 ——

4-8 月
“多样世界 幸福童年”短视频征集活动

自然笔记创作实践活动、夏令营
6月下旬举办

9-11 月 总结、表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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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世界 幸福童年”短视频征集活动

推荐作品信息登记表

推荐单位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或微信

作品名称

作品时长 分 秒 作品性质 □原创

□改编，作品原型：《 》

作者信息

参与儿童

姓名 年龄 学校

导演 年龄 学校

联系电话 邮箱或微信

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

特别提示：

1、每个参与单位向组委会推荐 5 个短视频作品。

2、作品材料要求：短视频为 MP4 格式，时长不超过 5 分钟，文件大小

不超过 300M，并注明编号和作者。

3、短视频作品版权归属主办单位所有，作者享有署名权。主办单位有

权保留作品原件并在相关活动中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展出、在媒体及宣

传资料上使用，如网站、海报、出版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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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我是小小中国通——大国少年说”
全国少年儿童百科知识大挑战活动方案

一、活动时间

2021年3月--10月

二、参与对象

小学 1-6 年级学生

三、组织机构

主办：全国少年儿童“双有”活动组委会

协办：全国各校外教育单位

上海校外宝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活动内容

1.在线挑战（2021 年 4 月 15 日—2021 年 8 月 31 日）

“小小中国通”亲子家庭活动在线专区，填写选手信息，

亲子共同完成在线挑战。线上挑战共有两个模式：

（1）“闯关练习模式”

①参与儿童可通过扫描活动二维码，进入答题专区；或者

手机关注“校外宝活动”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快

速入口-小小中国通”，进入答题专区。

②参与儿童首次进入答题专区，可点击界面任意按钮（除

活动介绍外）进行注册，每个手机号可注册一次。如已提前向

活动办公室提交参与学校名单，可在报名信息栏-学校下拉菜

单找到自己的学校；如未提前向活动办公室提交参与学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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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需在报名信息栏-学校处手动填写学校名称。完成报名后

回到首页，左上角可查看自己的报名信息。

③参与儿童可通过此模式熟悉答题环节，可获取答题道具

但不计入积分排行。

④闯关练习共分为 9 个关卡，每个关卡分别设置 5 道题。

第一关为“百年奋斗我知晓”专题学习。每关答对 1-2 题获得

1 颗星（即可过关）、每关答对 3-4 题获得 2 颗星、每关答对

5 题获得 3 颗星。

每通过一关会弹出抽奖转盘，将获得不同奖励，奖励可在

答题专区邮箱内查看：答题道具，可在积分挑战模式和闯关练

习模式中使用；神秘礼物：实物奖品，抽到后会要求填写邮寄

地址，由协办方统一递送；惊喜奖：电子兑换券，网上兑换奖

品。通过所有关卡，可以获得“小小中国通”电子称号奖励。

（2）“积分挑战模式”

①PK 榜单以此模式积分排行。

②每个账号有且只有一次答题机会，答题限时 10 分钟，

答对一题获得一定积分，并会根据答题速度给予相应的积分加

成（答错不给予积分）。每题都有答题的时间限制。可使用已

有的答题道具帮助答题，本轮答题结束后会根据参赛者所有答

对题目的积分总和算出一个本轮的答题总分。

③积分挑战模式预计于 2021 年 6 月开启，正式开启时间

详见活动答题专区通知。

2.线下活动（2021 年 3 月—2021 年 10 月）

各地可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开展线下主题活动，配合线上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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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活动，培养少年儿童的社会观察与实践能力。

（1）主题班会：以“小小中国通”为主题，通过亲子活

动，以家庭为单位寻找孩子心目中最能代表当地优秀中华传统

文化、红色历史传承的物品、建筑、风景或表演，拍照并配以

介绍说明，制作小报，与同学交流分享。

（2）城际挑战赛：各地结合本地区经济、政治、文化、

自然特色，举办多种形式的线下挑战活动。如以家庭组合的形

式进行问答、亲子体能比拼、风俗典故情景演绎、城市主题穿

越、社会实践日、研学活动等。

（3）重点节假日、纪念日活动：以“小小中国通”为主

题，借鉴猜灯谜、知识抢答等形式，融入历史知识、传统文化

知识、生活常识和科学知识等内容。

五、具体要求

（一）资料提供

1．参与学校列表

各地组织单位请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前向活动组委会提交

参与活动的小学/校外机构信息统计表（见附表 1），如果时间

晚于系统设置时间，会影响该学校在排名表上的呈现。

2.活动照片及文字总结

为了展示各地活动的风采，活动组委会将在活动专区上开

辟专题展示窗口。请各地组织单位积极配合收集并提交活动资

料。

（1）活动开展期间的资料，请在 2021 年 9 月 1 日之前陆

续向组委会提交。包括 10 张以上活动照片，如“讲解活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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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亲子共同参与答题”或“各班开展主题班会的情况”

等,同时将照片与对应的文字说明编辑成 word 文档发至

shuangyou07@126.com 并抄送 1530590572@qq.com。

（2）活动总结，请在 2021 年 10 月底向组委会递交。将

能体现活动推广效果、展示学校风采的图片与活动总结采取图

文混排的 word 文档形式发至 shuangyou07@126.com 并抄送

1530590572@qq.com。

（二）奖励办法

为激励少年儿童的参与热情，活动期间，家长与儿童可通

过手机查看在线挑战的“全国参赛地区积分排行榜”、“全国

学校积分百强榜”、“全国个人积分百强榜”。最终根据累计

积分情况，评出各类奖项。

1．个人奖励

根据在线挑战的积分评出儿童个人一二三等奖。主办方统

计获奖者名单并颁发电子证书。

2．团队奖励

获得线上决赛累计积分最高的前 20 所学校或校外机构将

获得“优秀团队奖”，线上决赛累计积分最高的前 10 个城市

的组织机构将获得“优秀组织奖”。证书由主办方发送给各单

位。

附表 1：2021 年“我是小小中国通——大国少年说”全国少年

儿童百科知识大挑战活动参与学校信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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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1 年“我是小小中国通——大国少年说”全国少年儿童百科知识大挑战活动参与学校

信息统计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职位称呼： 联系电话： 邮箱： 单位地址：

序

号

省、直

辖市
市 区县

学校名称

（排行榜中显示）

负责

老师

职位

称呼
联系方式 具体地址

特别提示：1.请于 2021 年 3月 1日前，将参赛学校名单电子表格发至 shuangyou07@126.com抄送
1530590572@qq.com，并在文件名上注明“校外单位+参赛学校名单”。（例：“宜昌市青少年宫参赛学校名

单”）。2.“职位称呼”请填写：校长、辅导员、老师等。3.填写的学校名称会直接显示在排行榜中，为避免

排行榜中学校重名，请按照以下范例填写名称“上海市闵行区金汇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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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1 年“童鞋奔跑 用爱陪伴”
全国少年儿童公益行动方案

一、活动背景

“童鞋奔跑”系列公益活动是 2012 年由中国下一代教育

基金会、中国儿童中心、全国“双有”组委会联合发起的儿童

公益活动，平均每年有超过 20 万少年儿童参与活动，累计已

经向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捐赠了 6 万余双温暖结实的童鞋。随

着我国“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

决定性成就，“童鞋奔跑”系列公益活动也将从关注精准扶贫

逐步向关注儿童身心健康转变。2021 年，全国“双有”组委会

将携手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中国儿童中心、中国玩具和婴

童用品协会，拟以“童鞋奔跑 用爱陪伴”为主题开展此项活

动。活动将引导儿童通过公益活动，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

陪伴和呵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提升儿童成长中的安全感、获

得感和幸福感。公益行动募集的爱心善款将用于为有需要的小

伙伴送去运动鞋及玩具图书，帮助他们拥有强健的体魄和富足

的心灵，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活动特色

1、K2K 公益理念：即 kids to kids。“童鞋奔跑”系列主

题活动传播沿袭“孩子为了孩子、孩子帮助孩子、孩子关注孩

子”的公益理念，以孩子力所能及的方式参与，并让他们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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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为自己的创造而感到骄傲。

2、以集结点亮爱心：少年儿童依托爱心材料包的内容，以

举行线下公益行动和开展爱心募捐活动等形式，集中展示制作

材料包的成果，汇集力量引爆爱心能量。

3、严格透明的管理：“童鞋奔跑”系列主题活动由中国儿

童中心以及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共同主办。中国下一代教育

基金会是经国务院批准，于 2010 年 7 月 9 日在民政部正式登

记注册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童鞋奔跑 用爱陪伴”活动拥

有公开透明严格的管理体系，定期在活动微网站及中国下一代

教育基金会官网公布捐款详情，无论捐款金额大小均会开具对

应金额的财政认可的抵税收据，所有接收捐赠方需向主办单位

提供盖章签收表、图文资料备案。

4、灵活多样的开展形式：各城市参与机构可结合当地特色

或已有的活动举行爱心义卖、爱心集市、环保回收等活动进行

落地推广，传播爱心。

5、每年不同主题：“童鞋奔跑”活动主题每年更新，分别

在 2015 年至 2020 年以“心手相连（儿童画）”、“梦想风车

（风车）”、“让爱飞翔（纸飞机）”、“结伴同行（中国结）”、

“结彩中华（灯笼）”、“童心抗疫 守望相伴”为主题，获

得热烈反响。今年推出“童鞋奔跑 用爱陪伴”主题，召集全

国少年儿童播种希望、奉献爱心、分享成长、书写祝福，引导

儿童通过公益活动，陪伴和呵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三、活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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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动报名：2021 年 2 月底前，各地提交活动参与意向回

执，并将活动预估参与人数上报至活动办公室（详见附表 1）。

2021 年 3 月中下旬，各地下发活动通知，各校积极动员、宣传

活动内容与意义。

2、活动开展：

①3 月至 8 月，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及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结

合当地特色选择合适的形式举行公益活动。各组织单位、机构、

学校可组织少年儿童进行爱心义卖、小小跳蚤市场、废品回收、

资源再利用、主题班会等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行爱心善款收集。

②以校级（或以上，如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为单位，

统一向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指定账户捐赠爱心款项。所有认

捐款项将用于活动开展及后期运动鞋、玩具图书的购置与发

放。

3、提交捐款凭证：

① 8 月 15 日前，各校级（或以上，如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

心 ） 单 位 捐 款 后 ， 向 活 动 办 公 室 邮 箱

（1530590572@qq.com/huangting.1112@163.com）发送电子汇

款凭证，并提交捐款登记表（详见附表 2）。

②活动办公室收到后会根据各单位捐款金额向中国下一代

教育基金会提交开具发票申请，并以快递的形式发至各单位。

4、活动材料包反馈：

①根据校级（或以上，如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单位的

参与热度，获得“爱心种子”材料包返赠（活动办公室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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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构汇款顺序发放材料包）。

②每份“爱心种子”材料包以盲盒概念打造，以绿色种植启

迪儿童对陪伴呵护的思考，材料包包含：随机种子一份、绿色

生态手册一份（种子种植小知识、生态日志记录页）、爱心祝

福卡。少年儿童种植种子，播种希望，记录植物生长过程书写

生态日志，填写爱心卡片送上祝福。

③各地可组织少年儿童参与相关互动。少年儿童可以将自己

的生态日志或植物生长过程拍摄照片并上传至活动专区，与来

自全国的少年儿童交流分享。各地将少年儿童的纸质版爱心卡

片进行汇总并寄给活动办公室，卡片将会与物资一起送到小伙

伴手中，带去鼓励和陪伴。

5、城际公益行动：

①各城市可根据当地特色及实际情况，利用“爱心种子”材

料包组织少年儿童进行公益展示活动，书写祝福。

②各城市参与机构可在 8 月中旬之前，向活动办公室邮寄当

地少年儿童制作完成的爱心卡片作品（邮费自理）。

6、爱心物资与发放：今年物资捐赠将采取定点捐赠的形式，

活动募集的爱心善款将用于购置运动鞋及玩具图书，在 2021

年 10 月后，将物资送至有需要的儿童手中。

四、捐赠账户

由于民政部新规以及银行系统升级原因，部分城市及银行

支行不能自动关联总账号“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和子账号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健康成长专项基金”，各机构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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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以下方式进行汇款：

账户名称：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东四南支行

账 号：0200001009014485994

捐助需注明：健康成长专项基金+童鞋陪伴+机构简称（城市

名+机构名，如“健康成长童鞋陪伴无锡宫”）

原汇款方式不变，二选一即可。

原账户信息如下：

帐户名称：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东四南支行

账 号：9558850200000406665

捐助需注明：童鞋陪伴+机构简称（城市名+机构名）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婷 盛静尘（活动办公室）

电话：021-64669703-806、021-64661278

邮箱：1530590572@qq.com huangting.1112@163.com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768 号 16D（活动办公室）

mailto:1530590572@qq.com
mailto:huangting.11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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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童鞋奔跑 用爱陪伴”全国少年儿童公益行动

参与机构回执

项目办公室：

我机构愿加入“童鞋奔跑 用爱陪伴”全国少年儿童公益行动。

下表为联络信息：

省、直辖市 市 区县

机构名称 负责人 联系方式

机构地址

邮箱地址

活动预估

参与人数

预计人参与活动。

备注：

注意事项：

项目办公室将根据各参与机构预估的参与人数，提前制作材料包

及证书，烦请各参与机构评估后填写。

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婷 盛静尘（活动办公室）021-64669703-806、021-64661278

邮箱：1530590572@qq.com huangting.1112@163.com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768号16D（活动办公室）

mailto:1530590572@qq.com
mailto:huangting.11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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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童鞋奔跑 用爱陪伴”全国少年儿童公益行动

捐款登记表

说明：烦请将银行汇款凭证与此表一起Email至上海“活动办公室”，

收到凭证后我们会将“爱心种子”材料包、捐赠发票和爱心小证书递

送至捐赠单位。另烦请各参与机构在传送后，务必与活动办公室进行

确认！

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婷 盛静尘（活动办公室）021-64669703-806、021-64661278

邮箱：1530590572@qq.com huangting.1112@163.com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768号16D（活动办公室）

机构名称

统计认捐份数（小写）：元

统计捐款金额（大写）：元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开票抬头：

（基金会将根据此抬头开具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

邮寄地址及联系人：

（基金会将根据所填地址递送票据及证书）

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mailto:1530590572@qq.com
mailto:huangting.11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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