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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们都会仔细
看过；你们的每一个建议，我们都会
悉数收藏；你们的每一个肯定，
我们也会牢记于心，但也不
敢贪名，更不敢知足
与骄傲。

每个周末，成都儿童团的微信公众号责任编辑，都会提交一
份上周微信公号数据周报。每一次看到粉丝的增减，都让我们的
心情起伏。有时沮丧：为什么粉丝取关了，是不是我们的内容太
空？服务性不够？是不是哪一条教育政策我们发布不够及时？有
时兴奋：粉丝增长了好几千，迅速分析是哪天增长的，当天的内
容好在哪，家长们留言都怎么说的，还希望看到什么内容。

成都儿童团微信公众号，这个我们与区域内用户互动的最
重要平台，它的每一点变化，都让我们如此惦记和在乎。我们惦
记的，不是某一条10w+给我们带来的小小虚荣；我们在乎的，也
不是粉丝减少团队是否会受到苛责。成都商报多年的企业文化，
就已决定了我们不会遑遑于一时之名，更不会汲汲于毫厘之利。

我们惦记的，是每一个25万分之一，是每一个你。我们在乎的，
是我们生产的每一篇内容，是否正是急你所急；我们策划的每一场
活动，是否真的能正合你意。所以，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们都会仔
细看过；你们的每一个建议，我们都会悉数收藏；你们的每一个肯
定，我们也会牢记于心，但也不敢贪名，更不敢知足与骄傲。

宣言宣言

之贰

要联动超过100所学校
举行超100场进校活动

深耕成都22年，成都商报拥有着
深厚的教育新闻经验，与众多幼儿园、
中小学以及高校等保持着密切的关
系。如果说，在2015年12月20日之前，
新闻是我们与学校对话的载体，那么
在那之后，切合教育发展方向、家长需
求而展开的活动才是我们与学校互动
的新方式。在此，我们向所有的用户承
诺：我们将联动超过100所学校，举行
超100场进校活动，把最优质的教育资
源，送到更多的孩子身边。

聚合超1000个品牌、机构
提供超1000场亲子活动

带着成都商报的优质基因，成都
儿童团也从一开始便显现出强大的平
台吸附力。大量的培训教育机构、户外
活动机构、各行业品牌甚至教育产业
项目纷至沓来，希望共谋未来。过去的
一年多，我们与超过1000个品牌、机构
面对面，而真正牵手的仅500余个。我
们不是简单实行“拿来主义”，每一次
活动，都是我们充分沟通、共同策划开
发，力求完美。对于未来，我们将加快
步伐，同时严把质量关口，力争聚合超
过1000个品牌，提供超1000场亲子活
动，让更多的父母有更多的亲子选择。

汇集超1000位名师
打造超过10000堂名师课堂

为孩子追寻最好的老师，是每一
个家长的愿望。成都儿童团倾心打造的
成都名师团，如今已拥有强大的阵容和
丰富的课程内容。过去的一年多，我们曾
经为你邀请过来自武当山的太极大师，
邀请过亚洲最大的昆虫博物馆馆长。未
来，我们还将继续牵手更多的名师资源，
名师课堂数量力争破万，让孩子们能够
接触到更宽阔的奇妙世界。

奉送超过10000个学游名额
影响超过100000个家庭

在过去的一年多，家长和孩子们
总是给我们这样的问题：“团长，这周
我们该去干啥？”因为，他们已经习惯
跟随成都儿童团每天推荐的各种学游
安排，体验各种线上线下的学游体验。
在过去，成都儿童团推出了近1000个
各种各样的学游体验名额，包括新奇
的运动、趣味的拓展、创意的艺术……
为了不辜负你们的信任，成都儿童团
在未来将奉送超过10000个学游名额，
影响超过100000个家庭，让更多的孩
子真正走出去，体会学游的魅力。

我的社团时光
我们的青春力量

全城选拔成都中小学
“十佳校园社团”，我们送你
上头条

这个初夏，成都商报·
成都儿童团向全成都中小
学的校园社团发出诚挚的
邀请，欢迎你们携才艺而
至，加入这场青春的盛会。

活动主题：我的社团时
光，我们的青春力量——全
城选拔成都中小学“十佳校
园社团”

活动时间：2017年5月

5月4日~10日：青春集结

5月4日，于成都儿童团微
信公众号、成都商报客户端教
育频道，以及成都儿童团各媒
体平台（一点资讯、今日头条、
搜狐公众平台、淘宝头条）同
步发出活动征集启事，并于成
都儿童团微信公众号菜单栏
设置快捷入口：打开成都儿童
团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后即
可在下方菜单栏活动专区找
到活动报名链接——我的社
团时光，我们的青春力量——
全城选拔成都中小学“十佳校
园社团”。

报名要求：成都中小学
校园社团均可报名。报名需
按要求填写提交社团名称、社
团所属学校、社团规模、社团
成立时间、社团特色简介、社
团照片、社团联系方式等，以
供初步审核。

5月10日~16日：青春秀场

在这一阶段，凡是通过
评委团初选的中小学校园
社团，都将有机会在成都商
报·成都儿童团微信号上集
中展示。

5月17日~23日：青春逆战

这一阶段，成都儿童团
将开辟投票通道，谁的校园社
团让人印象最深刻，谁的青春
宣言最响亮，同学们最有发言
权。本阶段为期一周，票选出
成都中小学“十佳校园社团”，
并集中在成都商报、成都儿童
团微信公众号上同步展现，制
作成都十佳校园社团地图。

5月27日：青春闪耀

脱颖而出的成都中小
学“十佳校园社团”，将接受
丰厚浓重的青春褒奖，包括：

1、我们为你们留出了
成都商报报纸版面。十佳校
园社团将获得专属的报纸
展示机会，“登上头条”。

2、我们为你们准备了
专业的形象包装。十佳校园
社团将获得成都一流的摄
制团队打造专属形象海报，
秀出个性风采。

3、我们为你们准备了
盛大的颁奖庆典。十佳校园
社团将受邀走上红毯，变身
最璀璨的明星，接受最隆重
的表彰。同时，成都商报微
博、一直播平台也将同步直
播颁奖盛典。

致

去年12月下旬，成都儿童团的同
事梁乃丹又出现在了办公室，本来她
已经休产假，但新的一周开始时，她
又出现在了办公室——“还有个活动
的场地没有落实，我得亲自去看看”。

午休的间隙，同事突然收到她一
条短信：我要去医院生娃了。除此之
外再无只言片语，然后她独自打车去
了医院，等到她家先生和同事们急匆
匆地赶到医院时，医生告知大家：嗯，
都已经生了，是个漂亮的妹妹，大人
小孩都挺好。

一群人在产房门口目瞪口呆。
“就跟她平时出去见合作方一样，就
把娃生了？这是什么战斗力！”新一代
办公室女神战斗机，就此声名远扬，
成为儿童团神话。

神话的神奇之处还在于，这个如
其母亲一样强悍来到世间的小妹妹，

其出生的时间12月20日，正是一年前
成都儿童团正式诞生的时间。大家
啧啧称奇的同时，这个乖巧漂亮的
小女宝，顺理成章地成了成都儿童团
的女儿。

转眼已是初夏，这个成都儿童团
的女儿已经会爬，会笑，会咿咿呀呀。
事实上，要论年龄，成都儿童团并不
比她大多少。如果严格按照日历来
数，从2015年12月20日至今，成都儿
童团刚刚1岁零4个月，不足600天。

但就是这短短不足600来天，成
都儿童团提交的是这样一份答题卷：
平台推出1个月，粉丝突破10万；平台
推出3个月，建立各类社群超过100
个；平台推出半年，品牌活动栏目更
新超过1000次……如今，成都儿童团
的用户已经超过25万。

也是在这600来天里，我们同时
活跃在线上线下，线上做过数十场中
高考直播，收看人数过百万；线下做
过上百场“初中名校面对面”公益答
疑，到场家庭数千个。即使保守估计，

这些大大小小的活动，至少为超十万
家庭中的升学问题提供了专业的参
考方案。

对了，还有我们的成都商报小记
者。从2014年成立伊始，成都商报小
记者的采访足迹已经遍布全球，远至
俄罗斯、中国香港，近到西昌、羌寨，
参与过上百场大型高端会议，对话过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采访过男高
音歌唱家戴玉强……成都商报小记
者俱乐部，当之无愧地已成为本地最
大的综合素质培养平台。

这当然不是一份值得骄傲的答
题卷，因为我们的追求从来没有设
限。无论攀登到多高，行走到多远，我
们的目标，都是下一座更高的山峰，
和远方更远的地平线。因为我们身上
担负的，是全域内200万学龄段孩子
的青春。每一个孩子的青春都是无
价，我们不敢辜负；每一个孩子的未
来都应更加夺目，我们希望能够提供
更好的陪伴和帮助。

这就是我们的初心，20多年前从
成都商报那张新闻纸出发时，我们的
初心至今未曾更改；

这也是我们的情怀，20多年后在
成都商报全媒体平台上继续行进，我
们的情怀至今未曾磨灭。

诗词大巴活动 王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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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重托
成都儿童团愿继续行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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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设置
入围成都中小学“十佳

校园社团”的社团，都将获
得一份专属青春证书：

成都中小学“十佳校园
社团”之最佳人气奖

成都中小学“十佳校园
社团”之最佳创意奖

成都中小学“十佳校园
社团”之最佳风采奖

成都中小学“十佳校园
社团”之最佳协作奖

成都中小学“十佳校园
社团”之最佳实践奖

成都中小学“十佳校园
社团”之最佳潜力奖

成都中小学“十佳校园
社团”之最佳组织奖

成都中小学“十佳校园
社团”之最佳才艺奖

成都中小学“十佳校园
社团”之最佳人文奖

成都中小学“十佳校园
社团”之最佳公益奖

银杏活动

中外家庭新春闹草堂

孩子们跟着成都儿童团的诗词大巴畅游草堂，感受行走中的课堂

成都商报小记者与柳传志对话 王效摄

成都儿童团

家长别愁
教育问题找我

200万青春托付
儿童团的每一位成员，从不敢辜负于你

儿童团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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