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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壹乐园项目月报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截止 2020年 1月，壹基金壹乐园项目通过与【9】家公益组织合作，在【72】个学校开展了项目

相关活动，【37】场音乐教学互动活动，【3】场年终音乐汇报演出，【32】场体育教学互动活动，大约

【23,000】余名学生受益。此外，2019年壹乐园项目年终总结会于 2020年 1月 6日在陕西西安举行，

参会人员【100】余人。 

由于淘小学-乡村学校图书馆项目本月完成项目启动，初期捐赠协议、承诺书定稿及签署，图书

馆设计图完成初稿，并初步确定淘小学 -乡村图书馆 11所项目学校名单，完成贵州省普安县高棉乡

高棉小学现场设计勘察及选点评估工作。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 音乐教室 

 

（1）江西省遂川县项目校进行元旦文艺汇演 

上海警备区希望小学在元旦期间举行了才艺表演，通过元旦汇演展现孩子们 2019 年音乐教室项

目入驻后，音乐课的变化及相关才艺技能的提升。学校音乐教师表示，孩子们以前从未接触过钢琴、

吉他等乐器，因为有了音乐教室，孩子认识了很多乐器，并且学习了很多乐器，在表演的过程中，看

到孩子们自信满满的状态，内心欣慰不已。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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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江西省遂川县上海警备区希望小学元旦文艺汇演 

 

（2）广东省梅州市项目机构参与项目年终总结会 

2020 年 1 月 6 日，广东梅州伙伴前往西安参与壹乐园&净水计划 2019 年度项目总结会。在这次

总结会里，聆听到多家机构伙伴们的发言分享，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通过总结会听到的内容，取长

补短，将工作越做越好，让孩子们通过项目获得更多的快乐和知识。 

2020 年 1 月 6 日，广东梅州伙伴参与项目年终总结会 

 

（3）广东兴宁市黄槐中心小学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孩子收到惊喜礼物 

2019 年 12 月，广东兴宁市壹乐园音乐教室组织参与壹基金开展的“壹起来写字”活动。在这次

活动里，音乐教室项目学校黄槐中心小学小魏同学所完成的作品成功入选，2020 年 1 月收到了一份

来自壹基金的神秘礼物，广东梅州项目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在小魏期末考结束后，将这份神秘礼物送到

小魏手中。看到作品入选，小魏开心得合不拢嘴。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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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黄槐中心小学同学小魏收到特殊的礼物 

 

（4）广东梅州市项目伙伴前往各项目校录制新春祝福短视频 

2020 年 1 月，在元旦刚过学校期末考开始之前，广东梅州项目机构工作人员前往各项目学校组

织录制广东兴宁市壹乐园音乐教室新春祝福视频。 

2020 年 1 月，广东省兴宁市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校孩子新春短视频录制 

 

广东梅州项目机构自主传播报道链接汇总如下： 

 

传播序号 传播类型 传播链接 传播阅读量 

1 微博 https://m.weibo.cn/3502825981/4456425302542295 3504 

2 微博 https://m.weibo.cn/3502825981/4456771815390448 3105 

3 微博 https://m.weibo.cn/3502825981/4461452355805736 2068 

4 微博 https://m.weibo.cn/3502825981/4463979353166211 5508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weibo.cn/3502825981/4456425302542295
https://m.weibo.cn/3502825981/4456771815390448
https://m.weibo.cn/3502825981/4461452355805736
https://m.weibo.cn/3502825981/446397935316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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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微博 https://m.weibo.cn/3502825981/4464590110637301 1607 

6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img.com/group/6778661943294034

444/?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80186660&grou

p_id=6778661943294034444 

 

7 今日头条 https://weitoutiao.zjurl.cn/ugc/share/comment/6

778714047254265859/?app=&target_app=13&tt_from=

copy_link&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

gn=client_share 

32 

8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img.com/group/6782514966831301

131/?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80186730&grou

p_id=6782514966831301131 

156 

9 今日头条 https://weitoutiao.zjurl.cn/ugc/share/comment/6

782516224997130251/?app=&target_app=13&tt_from=

copy_link&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

gn=client_share 

50 

10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img.cn/group/67850960335305441

31/?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80186645&utm_m

edium=toutiao_android&tt_from=copy_link 

2132 

11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img.cn/group/67857234685927096

44/?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80186811&utm_m

edium=toutiao_android&tt_from=copy_link 

1765 

 

 

（5）安徽杜集区开展壹乐园音乐教室辞旧迎新音乐汇演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weibo.cn/3502825981/4464590110637301
https://m.toutiaoimg.com/group/6778661943294034444/?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80186660&group_id=6778661943294034444
https://m.toutiaoimg.com/group/6778661943294034444/?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80186660&group_id=6778661943294034444
https://m.toutiaoimg.com/group/6778661943294034444/?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80186660&group_id=6778661943294034444
https://weitoutiao.zjurl.cn/ugc/share/comment/6778714047254265859/?app=&target_app=13&tt_from=copy_link&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
https://weitoutiao.zjurl.cn/ugc/share/comment/6778714047254265859/?app=&target_app=13&tt_from=copy_link&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
https://weitoutiao.zjurl.cn/ugc/share/comment/6778714047254265859/?app=&target_app=13&tt_from=copy_link&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
https://weitoutiao.zjurl.cn/ugc/share/comment/6778714047254265859/?app=&target_app=13&tt_from=copy_link&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
https://m.toutiaoimg.com/group/6782514966831301131/?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80186730&group_id=6782514966831301131
https://m.toutiaoimg.com/group/6782514966831301131/?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80186730&group_id=6782514966831301131
https://m.toutiaoimg.com/group/6782514966831301131/?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80186730&group_id=678251496683130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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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杜集区 8 所乡村小学在壹乐园音乐教室中举办了“辞旧迎新”音乐汇演。8所小学

的的孩子们凭借着认真卖力的演出，分别在各自的学校里呈现了精彩的表演。 

2020 年 1 月，安徽省杜集区音乐教室孩子们举行音乐汇演 

 

2. 运动汇 

 

（1）重庆市黔江区各项目校开展校内常规体育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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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重庆市黔江区各项目校开展校内常规体育活动 

 

（2）四川省自贡市项目机构为 8所运动汇学校送去温暖包 

今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进入自贡市沿滩区 8所乡村学校，8所学校中有不少孩子家境贫寒，

在寒冬来临的日子，依旧衣衫单薄，寒风阵阵，将孩子们的小手冻得通红，冻疮满满。了解到这个情

况，自贡市项目伙伴为有需要的 27名孩子筹集到壹基金冬季温暖包，并于 2020年 1月送达孩子们手

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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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自贡市 8 所运动汇项目校贫困孩子收到温暖包 

 

（3）自贡项目伙伴参与壹乐园项目年终总结会 

为更好将项目开展执行，切实让孩子们真正体会到音乐和体育带来的乐趣，促进孩子们健康成长。

2019 年壹基金壹乐园&净水计划总结会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在古都西安召开，73 家机构的百余名伙伴

参加了本次会议，四川省自贡市灵犀义工联合会作为执行机构之一，有幸参与本次培训。 

 

2020 年 1 月 6 日，壹乐园项目年终总结会现场 

 

自贡项目伙伴自主传播报道链接汇总 

【12】篇媒体报道，【1】条微博，【2】篇机构微信推文，累计阅读量【4345】 

媒体报道如下 

 

传播序号 传播类型 传播链接 

1 中国报道 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zs/2020/0115/46035.html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zs/2020/0115/460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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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传网 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0115/6539.html 

3 四川影像网 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0115/1306.html 

4 今日头条 https://www.toutiao.com/i6782036109296665102/ 

5 腾讯新闻 https://new.qq.com/rain/a/20200115A0D7QY00 

6 凤凰网 https://feng.ifeng.com/c/7tFVxeKydpj 

7 网易新闻 http://3g.163.com/touch/article.html?docid=F2UEU9FU0514BBGT 

8 一点资讯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OQE9X0Y 

9 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367010005_500871 

10 天天快报 http://kuaibao.qq.com/s/20200115A0D7QY00 

11 今日头条 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nbl9

.html?from=news&subch=zx 

12 人民日报 http://mk.haiwainet.cn/special_html/hk_page/article/hknews-

article/20201/15/M_1214668649244299680.html?id=M_1214668649

244299680&contentType=CT001#/ 

13 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XE9YYFSr1AeFyfbZfG2IAg 

14 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n2hdAwxuDkBx0W3CZ31-ww 

 

 

3. 淘小学—乡村图书馆项目 

 

（1）项目概况 

淘小学-乡村学校图书馆项目是壹基金在乡村学校的创新项目。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阿里巴

巴公益支持，壹基金负责项目管理实施，为国内贫困地区捐建 11所乡村学校图书馆并配备优质图书，

支持学校开展后续运营管理，以改善乡村学校学生的阅读条件，为儿童提供自主和小组阅读的环境和

服务，探索乡村学校图书馆运营的模式。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0115/6539.html
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0115/1306.html
https://www.toutiao.com/i6782036109296665102/
https://new.qq.com/rain/a/20200115A0D7QY00
https://feng.ifeng.com/c/7tFVxeKydpj
http://3g.163.com/touch/article.html?docid=F2UEU9FU0514BBGT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OQE9X0Y
https://www.sohu.com/a/367010005_500871
http://kuaibao.qq.com/s/20200115A0D7QY00
file:///D:/D-工作盘/work/儿童发展部月报/2020-01/（11）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nbl9.html%3ffrom=news&subch=zx
file:///D:/D-工作盘/work/儿童发展部月报/2020-01/（11）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nbl9.html%3ffrom=news&subch=zx
http://mk.haiwainet.cn/special_html/hk_page/article/hknews-article/20201/15/M_1214668649244299680.html?id=M_1214668649244299680&contentType=CT001#/
http://mk.haiwainet.cn/special_html/hk_page/article/hknews-article/20201/15/M_1214668649244299680.html?id=M_1214668649244299680&contentType=CT001#/
http://mk.haiwainet.cn/special_html/hk_page/article/hknews-article/20201/15/M_1214668649244299680.html?id=M_1214668649244299680&contentType=CT001#/
https://mp.weixin.qq.com/s/XE9YYFSr1AeFyfbZfG2IAg
https://mp.weixin.qq.com/s/n2hdAwxuDkBx0W3CZ31-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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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小学-乡村学校图书馆主要内容包括建设前期选点、规划、设计；中期图书馆建设、设施设备

采购；后期图书馆管理培训，学生管理小组、社会组织的运营和管理的支持。 

公益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启动，在 2019 年 1 月底前，完成公益项目选点调研报告及学校基本信

息，并启动了图书馆设计工作，完成了图书馆的效果图设计。 

 

（2）本月工作总结 

1、经过项目组内部讨论本月完成《淘小学—乡村图书馆捐建协议》、《乡村图书馆项目承诺书 》，

初步确定淘小学 -乡村图书馆 11所项目学校名单，并和当地教育局、学校沟通项目执行方案。 

2、图书馆设计委托杭州大闲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担任淘小学-乡村学校图书馆项目设计人并签订

《设计协议》，开始南方学校的方案规划设计。 

 

 

 

（3）项目校选点评估工作 

前往贵州省普安县高棉乡高棉小学进行选点评估工作。 

初步选点评估：图书馆位于学校综合楼右侧，规划运动场前方，背后是学校的后山果园，环境优

美，远眺群山，符合选点标准要求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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