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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志愿服务中心春雨志愿服务中心春雨志愿服务中心春雨志愿服务中心

春苗分校建立春苗分校建立春苗分校建立春苗分校建立 

（（（（仪式仪式仪式仪式）））） 

   2017年 4月 21日，春雨志愿服务中

心在船营区第十三小学建立春苗分校。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船营区

第十三小

学 

5 85  

  一方面给船营区十三小学的孩子们带

去了更多的知识与希望，另一方面也给中心

的志愿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平台与机会去锻

炼自己。在大家的努力和积极配合下，本次

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孩子们与志愿者们

一起牵手，共同学习。 

春苗学校志愿者助力

春苗学校志愿者助力春苗学校志愿者助力

春苗学校志愿者助力

全国助残日活动

全国助残日活动全国助残日活动

全国助残日活动 

（

（（

（帮扶

帮扶帮扶

帮扶）

））

） 

  5月 18日，以“关爱特殊儿童”为主题

的全国助残日活动在龙潭区特殊教育实验

学校举办。龙潭区教育局、龙潭区残联、

龙潭区食品药品监察局、龙潭区双语实验

学校等学校负责人出席了活动。春苗学校

的 6名志愿者参加此次活动，负责志愿引

导和全程讲解工作。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龙潭区

特殊教育

学校 

0 6  

  中心志愿者作为讲解员为来宾讲解了

特殊实验学校的基础设施和办学理念，并带

领大家参观了该校新成立的心理康复沙盘

室,欣赏了特殊孩子们制作的彩珠、剪纸等工

艺品。也将春雨的“春雨有情，爱心奉献”的

精神发扬光大。 



 

春苗学校首届夏令春苗学校首届夏令春苗学校首届夏令春苗学校首届夏令

营活动营活动营活动营活动 

（（（（团队训练团队训练团队训练团队训练）））） 

  2017年 7月 17-19日，春雨志愿服务中

心春苗学校在北华大学南校区举办了长达

三天的“春雨首届夏令营”，活动中共有破冰

启航、自我改变、文化碰撞、心灵体会、

我看吉林、拥抱未来等六个模块。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5 55  

提升了受惠学生的自立能力、创新思维

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意识。通过体验大学

生活，学员们对大学校园充满了向往，纷纷

表示要更加刻苦学习。 

春苗学校全国扶贫春苗学校全国扶贫春苗学校全国扶贫春苗学校全国扶贫

日家访活动日家访活动日家访活动日家访活动 

（（（（扶贫家访扶贫家访扶贫家访扶贫家访）））） 

  2017年 10月 17日，春雨志愿服务中

心志愿者一行 10人前往春苗学校受惠学生

家中进行爱心家访，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

和成长环境，送去全体志愿者的一份关爱。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1 9  

教师、家长、学生三者共处一室，促膝

谈心，拉近了彼此心灵间距离，通过交谈，

了解了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之后，

志愿者整理了调研报告一份，便于今后有针

对性地开展帮扶工作。 

春苗学校开展春苗学校开展春苗学校开展春苗学校开展“传传传传

承雷锋精神承雷锋精神承雷锋精神承雷锋精神，，，，共筑共筑共筑共筑

美好蓝天美好蓝天美好蓝天美好蓝天”为主题为主题为主题为主题

的宣传活动的宣传活动的宣传活动的宣传活动（（（（宣传宣传宣传宣传）））） 

2018年 3月 21日下午，春雨志愿者在

吉林市世纪广场开展了以“传承雷锋精神，

共筑美好蓝天”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1 12  
增强了学生与过往人群爱护环境、珍爱

自然的意识和责任感。 



 

“弘扬两会精神弘扬两会精神弘扬两会精神弘扬两会精神，，，，传传传传

承雷锋文明承雷锋文明承雷锋文明承雷锋文明”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签字活动签字活动签字活动签字活动 

（（（（宣传宣传宣传宣传）））） 

2018年 3月 20日中午，我校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在校园内开展了以

“弘扬两会精神，传承雷锋文明”为主题的签

字活动，志愿者们将主题做成条幅，以签

字抽奖形式吸引同学，向来往的同学们大

力宣扬了雷锋文明。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1 246  
签名现场师生们反响热烈，承诺争做雷

锋精神的践行者与传递者。 

春苗教师义务授课春苗教师义务授课春苗教师义务授课春苗教师义务授课 

（（（（义务授课义务授课义务授课义务授课）））） 

一年来，春苗学校志愿者义务授课

7584次，帮扶学生 158人。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0 158  
受惠学生的课程成绩、人际交往、心理

健康等方面能力均有很大的提升。 

春雨网络服务平台春雨网络服务平台春雨网络服务平台春雨网络服务平台 

（（（（网站建设网站建设网站建设网站建设）））） 

春雨网络服务平台现已基本完成初步

建设（购买域名、租用服务器、网站设计

制作），录制微课（中学）35节。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1 40  

网站的建设让受惠学生和志愿者加强

了沟通，受惠学生通过下载观看志愿者录制

的微课，加深了对课程知识点的理解。 



 

春苗学校义务教师春苗学校义务教师春苗学校义务教师春苗学校义务教师

大练兵活动大练兵活动大练兵活动大练兵活动 

（（（（培训培训培训培训）））） 

2017年 12月 3日，春苗学校开展了义

务教师教师技能大练兵活动。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1 35  

  义务教师通过此次活动展示了自己授

课的能力，为以后义务授课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春苗学校义务教师春苗学校义务教师春苗学校义务教师春苗学校义务教师

粉笔字培训活动粉笔字培训活动粉笔字培训活动粉笔字培训活动 

（（（（培训培训培训培训）））） 

  2017年 11月 9日，春苗学校开展了粉

笔字培训活动，并请来老师为他们指导。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2 35  

志愿者的粉笔字书写水平得到了很大

程度的提升，在义务教师今后的义务授课上

给予很大帮助。 

 

春苗学校新老义务春苗学校新老义务春苗学校新老义务春苗学校新老义务

教师见面会教师见面会教师见面会教师见面会 

（（（（交流会交流会交流会交流会）））） 

  2017年 10月 20日，为更好地落实春

苗学校新教师工作，促进新义务教师的专

业化发展，春苗学校举办了第二十一届师

生见面会。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2 35  

星级义务教师与新义务教师共同分享

经验与心得。新义务教师代表积极发言，与

会的教师们静静聆听并给予肯定,新义务教

师们备受感动和鼓舞。 

 



 

春雨志愿服务中心春雨志愿服务中心春雨志愿服务中心春雨志愿服务中心

纳新活动纳新活动纳新活动纳新活动 

（（（（纳新纳新纳新纳新）））） 

  2017年 9月 20日，春雨志愿服务中心

在文科楼 117举办了春雨纳新大会。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3 258  

  成功纳新志愿者 98人。通过现场介绍，

同学们感受到了春雨志愿服务给人们带来

的帮助，增强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积极

投身于志愿服务活动。 

 

春芽服务社爱心收春芽服务社爱心收春芽服务社爱心收春芽服务社爱心收

购活动购活动购活动购活动 

（（（（募捐募捐募捐募捐）））） 

2017年春芽服务社在南校区各学生公

寓楼下开展了两次收购活动，志愿者收购

学生的旧书籍及旧衣物。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1 25  

  本次收购不仅为毕业生和更换寝室的

同学提供了便利，也让同学们用实际行动奉

献了爱心。 

春芽服务社爱心义春芽服务社爱心义春芽服务社爱心义春芽服务社爱心义

卖活动卖活动卖活动卖活动 

（（（（义卖义卖义卖义卖）））） 

  2017年 6月 3-4日，春雨志愿服务中心

在吉林市三亚路开展了为期两天的义卖活

动。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1 24  

虽然两天的义卖需要早起，但志愿者们

依然坚持全勤出席，义卖活动取得了圆满成

功。本次活动卖出物品 300余件，募集资金

2150元，所有资金将用于帮扶贫困学生。 



 

春芽服务社情满社春芽服务社情满社春芽服务社情满社春芽服务社情满社

区活动区活动区活动区活动 

（（（（义务劳动义务劳动义务劳动义务劳动）））） 

    2018年 3月 24日上午，春雨志愿者在

延庆社区开展了以“情满社区，你我共建美

丽家园”为主题的社区义务劳动活动。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延庆社

区 

1 22  
  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整洁、舒适的良

好环境，提高了城市文明质量。 

春风行动系列春风行动系列春风行动系列春风行动系列（（（（一一一一））））

走访敬老院走访敬老院走访敬老院走访敬老院 

（（（（走访走访走访走访）））） 

   2017年 10月 28日，春风行动开展以

“送温暖，献爱心”为主题的爱老敬老活动。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欣荣敬

老院 

1 45  

  志愿者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与老人亲切

友好交流，他们用歌声和舞蹈给老人带去快

乐，送去温暖。 

春风行动系列春风行动系列春风行动系列春风行动系列（（（（二二二二））））

回访敬老院活动回访敬老院活动回访敬老院活动回访敬老院活动 

（（（（走访走访走访走访）））） 

  2017年 10-11月，春风行动开展了“关

爱老人，奉献爱心”为主题的系列回访活

动。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欣荣敬

老院 

1 40  

志愿者们定期的回访活动，为更好的服

务老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回访，践行

了我国“百善孝为先”的优良品德。 

 



 

春风行动系列春风行动系列春风行动系列春风行动系列（（（（三三三三））））

志愿者素质拓展活志愿者素质拓展活志愿者素质拓展活志愿者素质拓展活

动动动动 

（（（（团队训练团队训练团队训练团队训练）））） 

  2017年 11月 26日，为提升志愿者综

合能力，春风行动开展了以“随机应变”为主

题的课外拓展活动。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1 30  
   通过活动，增强了春雨志愿者们的团

队协作、相互关爱和相互信任的精神。 

春风行动系列春风行动系列春风行动系列春风行动系列（（（（四四四四））））

走进特殊学校送温走进特殊学校送温走进特殊学校送温走进特殊学校送温

暖暖暖暖 

（（（（帮扶帮扶帮扶帮扶）））） 

  2018年 3月 21日下午，志愿者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走进船营区特殊学校，开展

了以“献爱心，送温暖”为主题的志愿活动。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船营区

特殊学校 

2 65  

   积极为特殊群体提供心灵关爱，营造健

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增强了大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 

春雨党支部开展主春雨党支部开展主春雨党支部开展主春雨党支部开展主

题读书活动题读书活动题读书活动题读书活动 

（（（（读书汇报会读书汇报会读书汇报会读书汇报会）））） 

  为提升志愿者政治理论素养，2017年

12月 13日，春雨党支部开展了读书汇报活

动。 

北华大学

春雨志愿

服务中心 

3 80  

学生通过研读《习近平的知青岁月》、

《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习近平

讲故事》、《建军大业》等书籍，将各自的学

习收获和心得体会以生动鲜活的节目形式

进行汇报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