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阜宁壹乐园项目工作报告  

 

 

 

 

 

江苏盐城阜宁龙卷风灾后壹乐园 

项目终期报告 

2017年6月 
 

 

 

 



阜宁壹乐园项目工作报告  

一、项目背景介绍 

2016 年 6 月 23 日，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境内突遇龙卷风袭击，境内 8 个乡镇受

灾严重。灾害致使盐城市阜宁、射阳两县 99 人死亡，重伤 152 人，轻伤 694 人，紧急

转移安置 27910 人。阜宁县倒塌损坏房屋 1347 户 3200 间；射阳县倒塌房屋 493 户 1349

间，一般损坏房屋 396 户 1068 间。2 所小学房屋受损，8 幢厂房损毁。 

壹基金于灾后立即启动灾害响应机制，全面展开救援行动，并同时筹备过渡安置

阶段的援助工作。 在重灾区安置点建立并运作“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是壹基金回应

灾区过渡安置阶段儿童及社区需求的主要工作之一，同时该项目也为公益组织提供参与

社区灾后重建的资源和平台，以促进社会组织持续参与灾区的重建工作。 

并同时通过壹乐园全国枢纽机构，与阜宁县教育局进行通力合作，在盐城市阜宁

县及射阳县建设壹乐园音乐教室 9 间，壹乐园运动汇-游乐设施 6 套，为 15 所学校的

27778 名儿童带去壹乐园的欢乐。 

 

二、壹儿童服务站项目执行情况 

1.1   2016 年 6 月 30 日，在江苏阜宁龙卷风冰雹灾害发生一周后，壹基金在阜宁县板

湖镇中心小学服务站在一座 36 平米的大帐篷中设立了第一个儿童服务站； 

1.2   2016 年 7 月 2 日-6 日期间，面向有志于在阜宁灾区长期开展工作的公益组织公开

招募了 8 家机构参与执行阜宁灾后儿童服务站的工作，分别在 5 个社区、6 个学校设立

站点，11 个项目站点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25 日期间相继开站，服务周期为 6 个月。 

1.3   7 月 19-20 日，第一次培训，邀请救助儿童会昆明办谢燕云老师主讲，以现场演

示、制作服务用具等方式讲解儿童服务站具体服务的形式及内容，辅以陕西仁爱康锐锐

老师建站基本流程的讲解，及北川羌魂刘队的财务要求等。 

1.4  11 月 1-2 日，第二次培训，邀请北京博源拓智儿童公益发展中心李萍、范慧娴两

位老师进行了儿童权利及其保护等理念方面的灌输，邀请优秀站点工作人员分享了经典

案例 

1.5  2017 年 1 月 11 日，项目总结会，阜宁风灾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整体运作结束，

各站点移交当地，项目结项 

2.1、儿童服务站分布情况介绍 

自 6 月 23 日阜宁风灾“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以来，有来自全

国的 8 家公益机构提交项目申请，经过对项目申请的审核以及站点的实地核实，截止 6

月 30 日，确定由 8 家民间组织在阜宁风灾灾区开展 11 个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 

2.1.1 伙伴分布 

    此次申请儿童服务站的伙伴来自全国 3 个省市，此次家伙伴分布情况如下； 

省份 机构数量 覆盖服务站数量 

江苏省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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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1 2 

陕西省 1 1 

 

2.1.2   站点分布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覆盖了阜宁县受风灾影响的 11 个社区/学校，其中在社区的

站点为 5 个，6 个在学校。具体执行机构及分布如下： 

编号 执行机构 县 项目所在镇 项目实施地点 

1 安徽省宿州阳光天使公益助学中心 阜宁县 陈良镇 陈良镇中心小学校 

2 安徽省宿州阳光天使公益助学中心 阜宁县 沟墩镇 南湾小学幼儿园（老园区） 

3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恩典公益发展中心 阜宁县 硕集镇 硕集镇双桥村 

4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巾帼志愿者协会 阜宁县 板湖镇 板湖镇中心小学 

5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巾帼志愿者协会 阜宁县 吴滩镇 吴滩镇立新小学 

6 盐城心灵绿洲心理服务中心 阜宁县 硕集镇 硕集镇东崔村(硕集实验学校) 

7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一缕阳光志愿者协会 阜宁县 硕集镇 硕集镇中心小学 

8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阳光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阜宁县 吴滩镇 吴滩镇蔡河村 

9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阳光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阜宁县 陈良镇 陈良镇新涂村 

10 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 阜宁县 施庄镇 施庄镇中心小学 

11 江苏省盐城爱心之家公益服务中心  板湖镇 板湖镇戚桥村 

 

 

2.2、已完成的项目活动情况 

2.2.1 项目组总体经验概述 

经过项目实施，项目管理方也在灾后如何介入受灾害影响社区开展服务方面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特别是在过渡安置阶段，社会组织如何能快速的回应受灾害影响社区特

别是受灾害影响的儿童的需求，并透过发动、联结社会资源，运用项目设计、管理运作，

团队建设等专业的工作方法来为在灾区开展服务的社会组织提供培育、支持和协助，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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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专业和更有效的回应受灾影响儿童及其家庭、社区的需求。 

2.2.2 项目的筹备 

阜宁风灾壹乐园-儿童服站项目公开招标后，项目管理方（即开始组建项目管理

团队，开始进行本地社会组织参与项目申报的动员，与壹基金共同完成项目评审，与壹

基金讨论完成项目建议书和协议书的签署。7 月 10 日，项目组正式组建成立，并在 7

月 18 日开始首次培训，至 7 月 21 日，项目组完成了第一批壹基金配备物资的配送、第

一次项目常规培训以及与项目执行方、财务代管方签署三方协议。 

2.2.3 项目团队的分工及运作。 

在本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项目管理方共先后投入 5 名工作人员参与本项目（培训

师及壹基金项目官员未计算在内）。项目团队的稳定性，是此项目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

保障。项目负责人刘队，主要负责项目的总协调，包括机构内部与机构外部的资源联结

和整合，项目负责人通过与民政系统对接协调，与阜宁教育局联系，帮助站点伙伴在教

育局报备，努力为伙伴营造一个有利工作开展的氛围。项目官员杨建为资助方，负责项

目具体实施中的各方面的协调及统筹工作。主要负责项目策划、团队组建、分工及与各

机构伙伴关系建立等。康锐锐及俄么草负责统筹及设计所有的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常规

培训及专项服务培训、督导，同时也负责具体站点的项目跟进及站点项目管理工作，如

信息管理，资料收集等。项目团队从组建到项目结束结项，随着团队的磨合与成长，分

工更加明确，各板块间合作也更加紧密，令项目能顺利实施。 

2.2.4 项目活动实施情况与成效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站点自 6 月 30 日开始启动运行第一个站点，截至 7 月 21 日，

11 个站点全面启动并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学习、游戏玩耍以及结交朋友的空间，

并围绕“减灾防灾教育、健康卫生教育、儿童社会心理支持、儿童安全、保护”四个主

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儿童成长陪伴活动。阜宁风灾“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服务覆盖 13713

名儿童。截止到 2017 年 1 月 11 日，11 个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已为阜宁风灾地区的 105925

余人次的儿童提供服务，其中 9 月份受益儿童 10194 人次，10 月份受益儿童 24207 人

次，11 月份受益儿童 20741 人次，12 月份受益人次为 23049 人次, 1 月份受益人次为

9042 人次。 

自 7 月份儿童服务站启动以来，结合站点实际情况和项目目标，各个站点开展了

不同类型的活动，主要开展的活动类型包括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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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开放时间每天不得低于 4 小时，每周开放不得低于 5 天。 

活动内容 

主题活动 常规活动 特色活动 

减灾、儿童安全、健康卫生，

社会心理支持 

绘画、手工、音乐、舞蹈、

电影放映、兴趣小组等 

节日庆典、社区联谊运动会、

卫生教育、亲子心理支持等 

      在项目的后期，各站点在活动的开展中积累了经验与信心，活动类型趋向多样化。

各站点每月的主题活动都能按照要求稳定开展。 

 

2.3、儿童服务站项目结项 

2017 年 1 月 11 日，阜宁风灾“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顺利结束，11 个站点

伙伴中，除了 2 家本地的机构（江苏省盐城市阜宁阳光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盐城心灵

绿洲心理服务中心）继续服务灾区儿童，另外有 6 家机构将会将站点移交与当地教育局

及妇联。 

三、壹乐园音乐教室和运动汇-游乐设施项目 

3.1、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 

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以儿童发展为核心，通过为贫困地区农村小学改造儿童友好

的音乐教学空间，配备音乐教学设备和器材，开发以儿童为中心的音乐游戏活动，培训

农村小学音乐教师，从而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的音乐教育质量，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

和社会情感，帮助贫困地区农村儿童在快乐中发展潜能。 

鉴于前期的合作与沟通，壹基金通过壹乐园全国枢纽机构（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与阜宁县和射阳县教育局开展合作，为受风灾影响的 9 个乡镇建设 9 间音乐教

室，同时邀请项目音乐教室参加项目培训，并在教育局的指导支持下，参加培训的音乐

老师在阜宁县内进行了数次二级培训。 

9 所音乐教室项目学校名单如下：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学校班级数量 学生人数 

硕集中心小学 盐城市阜宁县硕集镇 14 646 

新沟实验学校 盐城市阜宁县新沟镇 45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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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学校班级数量 学生人数 

施庄中心小学 盐城市阜宁县施庄镇 28 1368 

板湖中心小学 盐城市阜宁县板湖镇 31 1742 

陈良中心小学 盐城市阜宁县陈良镇 24 1068 

吴滩中心小学 盐城市阜宁县吴滩镇 30 1486 

实小苏州路校区 盐城市阜宁县 92 5450 

射阳海河小学 盐城市射阳县海河镇 32 1820 

陈洋中心小学 盐城市射阳县陈洋镇 28 1500 

  

音乐教室建成效果图              音乐教室使用中 

 

3.2、壹乐园运动汇游乐设施项目 

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以儿童发展为核心，通过为贫困地区农村小学建设游乐设

施或多功能运动场，配备体育教学设备和器材，开发以儿童为中心的体育游戏活动，培

训农村小学体育教师，从而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的体育教育资料，促进儿童的身体发

育、认知发展和社会情感，帮助贫困地区农村儿童在快乐中发展潜能。 

6 所音乐教室项目学校名单如下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班级数量 学生人数 

江苏省阜宁县永兴实验学校 江苏省阜宁县永兴实验学校 13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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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阜宁县凤谷中心小学 江苏省阜宁县凤谷中心小学 12 650 

江苏省阜宁县公兴中心小学 江苏省阜宁县公兴中心小学 18 823 

阜宁县阜师附小香港路校 江苏省阜宁县香港路 201 号 68 3864 

江苏省阜宁县东沟中心小学 江苏省阜宁县东沟希望路 10 号 40 2443 

江苏省阜宁县陈集中心小学 江苏省阜宁县陈集中心小学 34 1900 

  

壹乐园运动汇游乐设施建成效果图 

 

四、项目资金支出情况 

 

序号 项目内容 金额（元） 

江苏阜宁龙卷风灾后壹乐园项目 

1 直接用于受益人投入 2,177,185.31 

2 项目差旅费 16,986.30 

3 合计 2,194,17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