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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尔发生里氏 8.1 级地震。截止 5 月 13 日，地震共

造成 8200 人死亡，地震发生后的半小时，壹基金救援联盟启动响应行动，西藏

蔓峰救援队即刻出发赶往日喀则受灾地区。当天壹基金确定第一批援助西藏受灾

地区的救灾物资，从杭州、昆明、成都备灾仓库转运包括 1000 套儿童衣物，200

顶帐篷，1000 张床，2000 个睡袋等救灾物资。截止当月 27 日，壹基金救援联

盟共有 8 支队伍 25 人分别在尼泊尔地震灾区和我国西藏日喀则受灾地区投入行

动。 

为回应灾区儿童的需求和将壹基金丰富的灾后重建工作经验进一步支持到

日喀则灾区重建工作，壹基金决定在紧急救援之后继续投入壹乐园项目以回应灾

区各方需求；壹乐园项目包括儿童服务站、音乐教室、游乐设施，并在项目投入

硬件的同时进行软件培训与支持。 

 

二、项目受益对象基本情况及项目介绍 

在本次地震中，其中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 13 个县（区）不同程度受灾，

据统计，此次地震共造成日喀则市 13 个县（区）188 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受

灾学生达到 57021 人，教职员工 4283 人，其中幼儿园 12 所，受灾幼儿 847

名；小学 161 所（包括 22 个教学点），受灾学生 42771 人；中学 11 所，受灾

学生 13403 人；县级职教中心和青少年活动中心 4 所。 

壹基金通过与日喀则先教育局合作，在灾民安置点建立儿童服务站一个，并

同时在日喀则地区的南木林县、江孜县、康马县、岗巴县等八个区县进行壹乐园

项目援助。壹乐园公益计划以社区和儿童参与为本，包含儿童服务站、音乐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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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动汇三个子项目。儿童服务站通过支持民间公益组织在灾后地区建立儿童友

好空间，为儿童提供心理支持、安全和健康教育，陪伴儿童度过灾后困难时期。

音乐教室和运动汇项目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促进农村学校音乐体育教育发展，

帮助农村儿童在快乐中发展潜能。 

壹乐园项目希望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灾害发生区域以及贫困地区学校缺乏良

好的运动和体育空间，不利于受灾儿童缓解心理压力，也制约了儿童的全面发展。

本项目希望为儿童创造和建设多元新颖的体育运动会及运动场所，通过儿童参与

体育活动的过程，缓解灾害给儿童带来的负面情绪。同步提升项目区域体育教育

水平,培养儿童通过体育活动进行表达思想和情感的能力以促进儿童潜能的发

展。 

 

2.1、儿童服务站建立情况介绍 

自 2015 年 5 月 10 日日喀则“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开放以来，由壹基金工

作人员负责前期协调工作，同时基于本地和本社区招募有意愿参与儿童服务站工

作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并对所招募的志愿者及工作人员进行前期的基础培训。

通过当地公益组织的推荐和介绍，共有 1 名工作人员和 3 名志愿者加入儿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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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站进行支援服务。这 4 名工作人员（志愿者）均来自受灾地区，其中三名志愿

者为安置点灾民（三名志愿者年龄为均在 20 岁左右的女生）。 

2.2、项目总体经验概述 

经过项目实施，在高原民族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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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发动本地志愿者，尤其是受灾民众中有了一些探索

与新的尝试。 

作为本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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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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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项目的活动 

日喀则儿童服务站以服务幼儿园及其以下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根据周末和

闲时安排，服务站工作人员也与安置点幼儿园进行联合互动，以及进入市区小学，

为安置在市区小学的儿童进行服务以及相关活动开展。 

2.4、站点工作人员介绍 

4 名站点工作人员均来自受灾地区，其中 3 名女生志愿者为安置点的受灾民

众，通过前期的沟通与了解，站点招募本地志愿者为工作人员主要有以下优势： 

2.4.1、因为站点位于浓厚的高原民族地区，有许多的民族风俗习惯和禁忌

需要掌握和了解，而以本地志愿者参与服务，能很好的进行结合与避免。 

2.4.2、因为处于受灾民众，同时没有其他工作和安排，所以受灾民众心理

需要支持，而通过站点活动，可以让受灾民众转移注意力，同时能掌握社区服务

基本意识，并对其自身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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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通过项目的支持与培训，本地志愿者在掌握儿童服务工作理念和技

巧之后，在站点服务期结束后，她们可以继续在本地和社区中发挥作用，从而更

有利于本地和社区在儿童保护和儿童服务方面的持续开展。 

2.5、项目活动实施情况与成效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自开始启动以来，为保证站点的有效以及规范化实施，

在总结和借鉴了雅安、岷县壹乐园的项目经验，结合站点实际情况，要求站点在

《安全制度》、《日常管理制度》、《物资管理制度》等制度方面做了要求和相

应安排，截止到项目结束，共有 100 余名儿童参与过服务站活动，共计服务人

次逾 800 次，自儿童服务站启动以来，结合站点实际情况和项目目标，站点主

要开展了已儿童卫生健康、趣味游戏、手工制作、兴趣教学等不同类型的活动。 

2.6、培训及接待来访 

由于项目的特殊性，因此本次并没有针对站点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单独培

训，而是由壹基金工作人员进行一对一的前期协助和辅导，在活动带领及基本理

论相结合的方式下，协助站点工作人员开展相关活动。 

由于项目在安置点的服务和影响，得到了来自日喀则市教育局以及各地方区

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与认可，先后接待了日喀则市教育局、聂拉木县教育局领导

的探访和交流，同时站点也得到了西藏电视台和日喀则市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并且站点也接待了来自捐赠方和美酒店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如家）对于

项目的探访。 

2.7、项目结项 

2015 年 8 月 31 日，日喀则“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顺利结束，并将服

务站剩余物资和服务依托和移交给安置区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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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壹乐园音乐教室和运动汇项目 

在老牛基金会和其他资助方的支持下，壹基金壹乐园音乐教室和运动汇项目

在西藏日喀则灾区的 8 个区县共开展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 12 所学校，开展壹乐

园运动汇游乐设施项目学校 23 所、壹乐园运动汇多功能运动场项目学校 13 所，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站点 1 个，共计受益儿童 17,067 名；同时组织体育老师项目

培训一次，共有近 40 余名体育教师获得项目培训。 

各项目学校名单如下： 

一、 音乐教室项目学校名单 

区县 

学校信息及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班级数量 学生人数 

江孜县 

江孜县卡堆乡完全小学 江孜县卡堆乡完小 14 499 

江孜县年堆乡完全小学 西藏江孜县年堆乡小学 11 411 

康马县 

康马县萨玛达乡中心小学 日亚公路 204 省道 6 236 

康马县雄章乡中心小学 康马县雄章乡 8 372 

涅如麦乡中心小学 康马县涅如麦乡 7 278 

拉孜县 

拉孜县锡钦乡中心小学 拉孜县锡钦乡 12 397 

拉孜县芒普乡中心小学 拉孜县芒普乡 17 666 

南木林县 

南木林县仁堆乡完小 南木林县仁堆乡 7 311 

南木林县卡孜乡完小 南木林县卡孜乡卡孜村 15 559 

仁布县 仁布县完小 黑龙江大街 3 号 15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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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巴县 岗巴县完小 岗巴县完小 9 298 

聂拉木县 门布乡中心小学门布乡小学 聂拉木县门布乡中心小学 7 296 

 

二、 运动汇游乐设施项目学校名单 

区县 
学校信息及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班级数量 学生人数 

岗巴县 岗巴县完小 岗巴县城 9 298 

江孜县 

江孜县卡堆乡完全小学 江孜县卡堆乡完小 14 499 

江孜县年堆乡完全小学 江孜县年堆乡完全小学 11 411 

康马县 

康马县萨马达乡中心小学 日亚公路 204 省道 6 236 

涅如麦乡中心小学 康马县涅如麦乡 8 372 

雄章乡中心小学 康马县雄章乡 7 278 

拉孜县 

拉孜县柳乡小学 拉孜县柳乡柳村 12 397 

拉孜县扎西岗乡小学 拉孜县扎西岗乡扎西岗村 17 666 

拉孜县锡钦乡小学 锡钦乡锡钦村 14 581 

拉孜县拉孜镇完全小学 拉孜镇拉孜村 15 598 

南木林

县 

南木林县茶尔乡完小 南木林县茶尔乡白嘎村 7 311 

南木林县卡孜乡完小 南木林县卡孜乡卡孜村 15 559 

多角乡小学 南木林县多角乡小学 13 470 

艾玛乡夏嘎中心小学小学 南木林县艾玛乡夏嘎中心小学 8 285 

仁布县 

姆乡小学 西藏日喀则仁布县姆乡司马村 7 362 

仁布县完小 仁布县完小 15 682 



西藏日喀则壹乐园项目工作报告  

区县 
学校信息及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班级数量 学生人数 

谢通门

县 

纳当乡小学 谢通门县纳当乡小学 6 139 

达木夏中心小学 谢通门县达木夏乡小学 12 391 

聂拉木

县 

门布乡小学 聂拉木县门布乡中心小学 7 296 

康马县 涅如堆乡中心小学 西藏康马县涅如堆中心小学 6 224 

岗巴县 岗巴县孔玛乡小学 岗巴县城 6 164 

仁布县 

仁布县切瓦乡中心小学 仁布县切瓦乡开发区 12 405 

仁布县仁布乡中心小学 仁布乡仁布村（1）号 8 328 

 

三、 运动汇多功能运动场项目学校名单 

区县 

学校信息及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收货） 班级数量 学生人数 

江孜县 重孜乡完小 重孜乡 10 317 

江孜县 紫金乡完小 紫金乡 9 307 

江孜县 车仁乡完小 车仁乡 6 219 

江孜县 纳如乡完小 县城 12 407 

江孜县 达孜乡完小 达孜乡 6 234 

江孜县 热索乡完小 热索乡 10 316 

昂仁县 查孜乡小学 查孜乡小学 6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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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 

学校信息及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收货） 班级数量 学生人数 

昂仁县 如萨乡小学 如萨乡小学 5 101 

定结县 定结县完全小学 定结县江嘎中心路 13 号 11 383 

定结县 定结县多布扎乡中心小学 定结县多布扎乡中心小学 6 143 

定结县 定结县琼孜乡中心小学 定结县琼孜乡中心小学 6 241 

定结县 定结县确布乡中心小学 定结县确布乡克阿村 1 号 6 112 

定结县 定结县日屋镇中心小学 定结县日屋镇中心小学 6 107 

 

 

设施安装部分照片： 



西藏日喀则壹乐园项目工作报告  

江孜县年堆乡完全小学                          江孜县年堆乡完全小学 

                                   

 

四、项目访点与培训 

为保证项目预期目标的实现，同时也为项目今后的可持续发展，项目除了提

供基本的硬件设施以外，同时还进行相应的软件培训支持，负责培训的培训团队 

 

为壹乐园长年合作培训团队——首都体育学院“希望九州”体育公益团队。

参加项目培训的除了项目学校体育教师外，还有非项目学校的体育教师也参与了

项目培训，使得项目理念在日喀则当地得到了更好的推广。培训的同时也邀请到

项目资助方代表老牛基金会出席参与。 

培训及项目访问相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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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方代表老牛基金会项目官员杨雨春就设施运行及项目情况与校方和教育局进行交流与讨论 

  

项目培训暨启动仪式——参与培训教师以及培训团队负责人介绍培训课程 

  

培训以趣味的方式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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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除了室内室外相结合以外，还有示范课的演示， 

让参加培训的老师从理论到实际都有了很好的学习有掌握。 

 

 

四、项目资金支出情况 

 

序号 项目内容 金额（元） 

尼泊尔地震西藏日喀则壹乐园项目 

1 直接用于受益人投入 3,085,161.28 

2 项目差旅费 103,243.10 

3 公众倡导 0.02 

4 合计 3,188,404.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