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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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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壹基金壹乐园项目总体进展顺利。5 月 20 日，壹乐园项目召集【44】家公益机构

开展线上启动会，与项目执行伙伴同步本年度的项目内容和项目进展。紧接着，在地公益机构伙伴积

极沟通各区县教育局就壹乐园音乐教室/运动汇项目进入当地乡村学校进行前期备案和准备，截止 5

月底，共有【380】所项目校提交了资料。此外，本月有【422】所项目校开展了相关项目活动，【422】

名项目校教师及校领导协助开展项目活动。 

乡村学校图书馆项目，本月云南永胜县鲁地拉镇中心小学、甘肃渭源新寨小学、内蒙巴彦呼舒五

小【3】所学校完成基础施工，贵州普安高棉小学已完成木结构框架建设。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音乐教室 

 

（1）山东省潍城区多所小学开学复课 

5月 25 日，山东省潍城区小学 3-6年级开学复课，同学们迎来返校后第一节音乐课。 

2020 年 5 月 25 日，山东潍城小学正式复课 

 

传播数据：本月山东省潍城区进行 12 篇相关信息推送，其中新闻媒体报道 7 篇，市级新闻媒体

4篇，省级新闻媒体 2篇，省级以上新闻媒体 1篇。公众平台推文 5篇。部分传播链接如下：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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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传播类型 传播链接 传播阅读量 

（截止 2020 年 6 月 9 日） 

1 微信公众号 2020壹基金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落户潍城区

https://mp.weixin.qq.com/s/zRhKC8WOPmf58TZXYB

SgUw 

1547 

2 微信公众号 八所农村学校迎来 2020壹基金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 

https://mp.weixin.qq.com/s/3SFfErxwijDERP88Rh

xNRQ 

164 

3 微信公众号 2020潍城区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学校走访工作完成

https://mp.weixin.qq.com/s/_s4GdxrDmD6kFygmzR

elEg 

285 

4 潍坊文明网 

 

2020壹基金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落户潍城区

http://wf.wenming.cn/zyfw/202004/t20200413_64

05326.shtml 

暂无 

5 潍坊新闻网 音乐教室落户农村学校，为孩子放飞音乐梦想 

http://www.wfnews.com.cn/index/2020-05/27/con

tent_2271032.htm 

暂无 

6 今日头条 音乐教室落户农村学校，为孩子放飞音乐梦想 

https://www.toutiao.com/i6831436237568475661/

?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

hare_count=1&timestamp=1590572874&app=news_ar

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io

暂无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zRhKC8WOPmf58TZXYBSgUw
https://mp.weixin.qq.com/s/zRhKC8WOPmf58TZXYBSgUw
https://mp.weixin.qq.com/s/3SFfErxwijDERP88RhxNRQ
https://mp.weixin.qq.com/s/3SFfErxwijDERP88RhxNRQ
https://mp.weixin.qq.com/s/_s4GdxrDmD6kFygmzRelEg
https://mp.weixin.qq.com/s/_s4GdxrDmD6kFygmzRelEg
http://wf.wenming.cn/zyfw/202004/t20200413_6405326.shtml
http://wf.wenming.cn/zyfw/202004/t20200413_6405326.shtml
http://www.wfnews.com.cn/index/2020-05/27/content_2271032.htm
http://www.wfnews.com.cn/index/2020-05/27/content_2271032.htm
https://www.toutiao.com/i683143623756847566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057287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ios&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527174753010016030023161F78D4&group_id=6831436
https://www.toutiao.com/i683143623756847566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057287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ios&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527174753010016030023161F78D4&group_id=6831436
https://www.toutiao.com/i683143623756847566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057287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ios&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527174753010016030023161F78D4&group_id=6831436
https://www.toutiao.com/i683143623756847566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057287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ios&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527174753010016030023161F78D4&group_id=683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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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疆阿克苏市项目推进及配套申请 

1) 项目推进会 

4 月 24 日，壹基金新疆项目组一行 4 人抵达阿克苏，与阿克苏市教科局共同召开项目推进会，

并选择 2所项目学校进行了实地走访工作。 

 

s&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527174753010016

030023161F78D4&group_id=6831436 

7 潍坊传媒网 音乐教室落户农村学校，为孩子放飞音乐梦想  

http://www.wfcmw.cn/weifang/text/2020-05-27/4

06537.html 

188 

8 大众网 http://weifang.dzwww.com/jrkd/202005/t2020052

7_5961088.htm 

暂无 

9 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 

8所音乐教室落户潍城农村学校 

https://m.ql1d.com/new/general/12284455 

1400 

10 新浪网 2020壹基金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落户潍城区 

http://k.sina.com.cn/article_3628205533_d8420

5dd00100p3pq.html?from=edu 

暂无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www.toutiao.com/i683143623756847566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057287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ios&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527174753010016030023161F78D4&group_id=6831436
https://www.toutiao.com/i683143623756847566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057287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ios&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527174753010016030023161F78D4&group_id=6831436
http://www.wfcmw.cn/weifang/text/2020-05-27/406537.html
http://www.wfcmw.cn/weifang/text/2020-05-27/406537.html
http://weifang.dzwww.com/jrkd/202005/t20200527_5961088.htm
http://weifang.dzwww.com/jrkd/202005/t20200527_5961088.htm
https://m.ql1d.com/new/general/12284455
http://k.sina.com.cn/article_3628205533_d84205dd00100p3pq.html?from=edu
http://k.sina.com.cn/article_3628205533_d84205dd00100p3pq.html?from=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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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4 日，新疆协调机构共同开展项目推进会 

传播数据：共有各类渠道图文信息推送 3篇，其中：机构公众号自主推送 2篇，市级媒体宣传 1

篇；视频宣传推送 2条。部分传播链接如下： 

序号 传播类型 传播链接 传播阅读量 

（截止 2020 年 6 月 9 日） 

1 微信公众号 音乐教室走访记｜让都塔尔在校园里响起来，这个梦

想是大还是小？

https://mp.weixin.qq.com/s/JftwK1Mk9JkHP6tc-u

5GCA 

519 

2 微信公众号 TA们的未来｜一间音乐教室，勾连起两代人的希望 

https://mp.weixin.qq.com/s/TVrsZNEVJUZCkPOaH1

1BEg 

527 

3 微信公众号 2020潍城区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学校走访工作完成

https://mp.weixin.qq.com/s/_s4GdxrDmD6kFygmzR

elEg 

285 

4 头条号 https://m.toutiaocdn.com/i6831585771678335496 暂无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JftwK1Mk9JkHP6tc-u5GCA
https://mp.weixin.qq.com/s/JftwK1Mk9JkHP6tc-u5GCA
https://mp.weixin.qq.com/s/TVrsZNEVJUZCkPOaH11BEg
https://mp.weixin.qq.com/s/TVrsZNEVJUZCkPOaH11BEg
https://mp.weixin.qq.com/s/_s4GdxrDmD6kFygmzRelEg
https://mp.weixin.qq.com/s/_s4GdxrDmD6kFygmzRelEg
https://m.toutiaocdn.com/i6831585771678335496/?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90988754&req_id=202006011319140100080451691A5011B1&group_id=6831585771678335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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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徽省金寨县项目校走访 

金寨县地处大别山区，部分学校在大山腹地，路上花费的时间较多，对后期安装音乐教室会有一

定影响。5月，主要开展了项目校的走访工作。 

 

2020 年 5 月，安徽金寨县走访工作进行中 

（4）江西寻乌县项目校走访 

由于疫情因素，各地开学时间不一，寻乌县各小学是 5月 11号部分年级开学，18号为小全面开

学时间。寻乌县的在地公益机构前往各小学开展前期选点、走访活动。 

/?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90988754&req_i

d=202006011319140100080451691A5011B1&group_id

=6831585771678335496 

5 公益在新疆

抖音号 

都塔尔弹唱《掀起你的盖头来》 

https://v.douyin.com/JJGy2He/ 

暂无 

6 TA们的未来

快手号 

都塔尔弹唱《掀起你的盖头来》 

https://v.kuaishou.com/8C7i8p 

播放量：1.3w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toutiaocdn.com/i6831585771678335496/?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90988754&req_id=202006011319140100080451691A5011B1&group_id=6831585771678335496
https://m.toutiaocdn.com/i6831585771678335496/?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90988754&req_id=202006011319140100080451691A5011B1&group_id=6831585771678335496
https://m.toutiaocdn.com/i6831585771678335496/?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90988754&req_id=202006011319140100080451691A5011B1&group_id=6831585771678335496
https://v.douyin.com/JJGy2He/
https://v.kuaishou.com/8C7i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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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5-21 号，江西寻乌各小学前期评估、选点照片 

2.运动汇 

 

（1）川北自贡市跟进 8所学校项目资料事宜 

  本月工作主要资料收集，与各学校沟通，首先对之前已提交的学校资料进行完善和补充，目前

学校基本情况资料和承诺书等资料已收收集齐全拟定近期邀请教育局及 8 所学校召开一个项目推进

会，保障项目后期顺利开展。 

传播数据：累计 9篇媒体报道，1条微博，2篇机构微信推文，累计传播 5210人。部分传播链接

如下： 

序号 传播类型 传播链接 传播阅读量 

（截止 2020 年 6 月 9 日） 

1 微信公众号 壹乐园·运动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

https://mp.weixin.qq.com/s/JftwK1Mk9JkHP6tc-u

5GCA 

86 

2 微信公众号 不负青春，归来仍是少年 

https://mp.weixin.qq.com/s/udM-bym2gpN_nWrA0m

k7Vg 

322 

3 腾讯新闻 “壹乐园·运动汇”自贡再次扬帆起航 暂无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JftwK1Mk9JkHP6tc-u5GCA
https://mp.weixin.qq.com/s/JftwK1Mk9JkHP6tc-u5GCA
https://mp.weixin.qq.com/s/udM-bym2gpN_nWrA0mk7Vg
https://mp.weixin.qq.com/s/udM-bym2gpN_nWrA0mk7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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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甘肃武山县跟进 8所学校选点硬化 

1) 项目校走访 

为使壹乐园•多功能运动场项目在天水市武山县的成功实施，天水市陇右环境保育协会的项目专

https://view.inews.qq.com/a/20200423A0U82300 

4 中国报道 “壹乐园·运动汇”自贡再次扬帆起航

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zs/2020/0423/

47234.html?1587691307 

暂无 

5 四川影像网 “壹乐园·运动汇”自贡再次扬帆起航

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0423/1724.h

tml?1587691025 

暂无 

6 今日头条 “壹乐园·运动汇”自贡再次扬帆起航

https://www.toutiao.com/i6818913419798774280/ 

暂无 

7 亚传网 “壹乐园·运动汇”自贡再次扬帆起航

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0423/6

972.html?1587691030 

暂无 

8 凤凰 “壹乐园·运动汇”自贡再次扬帆起航

https://feng.ifeng.com/c/7vuCErwH5Le 

暂无 

9 搜狐 “壹乐园·运动汇”自贡再次扬帆起航

https://www.sohu.com/a/390594648_500871 

暂无 

10 一点资讯 “壹乐园·运动汇”自贡再次扬帆起航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PCb9Vma 

暂无 

11 天天快报 “壹乐园·运动汇”自贡再次扬帆起航

http://kuaibao.qq.com/s/20200423A0U82300 

暂无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view.inews.qq.com/a/20200423A0U82300
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zs/2020/0423/47234.html?1587691307
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zs/2020/0423/47234.html?1587691307
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0423/1724.html?1587691025
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0423/1724.html?1587691025
https://www.toutiao.com/i6818913419798774280/
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0423/6972.html?1587691030
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0423/6972.html?1587691030
https://feng.ifeng.com/c/7vuCErwH5Le
https://www.sohu.com/a/390594648_500871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PCb9Vma
http://kuaibao.qq.com/s/20200423A0U8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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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向武山县教育体育局进行了汇报，得到了县教育局的极力支持。 

 
2020 年 5 月，项目伙伴走访学校 

在以需求为导向、以硬件设施为载体、以游戏活动为形式、以提升儿童意识为目的的项目执行策

略指导下，在武山县教育局的支持下，天水市陇右环境保育协会展开了项目学校的第二次走访，在教

育局体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对 8乡镇的 10所学校进行走访评估调查。 

2) 项目学校开展运动场硬化工作 

5月初，执行伙伴联合县教育局，走访项目学校，走访的内容包括壹乐园多功能运动场的场地实

地考察验收，并就场地情况以及硬件建设与项目学校进行沟通确认，在武山县教育局的支持下，场地

治理工作展开，专业的施工队对八个项目学校预埋工作开始施工，工程于 2020年 5月 20日全部完工，

并全部通过了县教育局的竣工验收。 

2020 年 5 月 20 日，甘肃武山场地硬化完成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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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甘肃广河县开展项目启动会 

5月 16日上午，执行伙伴在广河县教育局举行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多功能运动场项目

广河县启动会。共青团广河县委领导、广河县教育局领导、执行机构理事班子成员、该项目工作人员

及广河县双泉小学、上集小学、祁家集小学、买家巷小学、庄禾集小学、排子坪小学、水泉小学、官

坊小学、 阿力麻土小学、李家寺小学 10所项目学校的校长、教师代表等 40余人参加了项目启动会。 

2020 年 5 月 16 日，甘肃广河开展启动会 

3.项目组 

 

（1）项目申请及选点事宜 

2020年 4-5月期间，项目组共审核通过 44家执行机构。项目校选点持续进行，目前初步审核通

过 380家项目校。 

（2）项目启动会 

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 5月 20日于绵阳北川召开全国项目线上启动会，会上就项目介绍、项目

执行、财务传播及链上公益反馈同本年度伙伴做了沟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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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0 日，项目召开线上启动会 

（3）壹基金壹乐园&太极禅院太极篮球培训及巡演 

2020年 5月 30-31日，壹基金壹乐园&太极禅院太极篮球项目教师培训”在四川省自贡市举行，

来自江油、达州、重庆、自贡四地 40余名体育教师参与本次培训。6月 1-3日，于 2019 年川北自贡

的 8所项目校开展太极篮球巡演，为乡镇师生带去一场篮球视觉盛宴。 

 

2020 年 5 月 30 日-6 月 3 日，太极篮球培训及巡演 

（4）运动汇硬件发货及安装 

2020 年 6 月初步统计出运动汇首批可安装项目校，并排列出发货计划。其中贵州普安于 6 月 6

日到货并进行安装，在地伙伴全程参与，积极配合。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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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6 日，贵州普安硬件安装中 

4.乡村图书馆项目 

（1）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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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星农等各方支持，向壹基金捐赠公益资金，由壹基金负责资助执行，为国内贫困地区捐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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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月工作总结 

①云南永胜县鲁地拉镇中心小学、甘肃渭源新寨小学、内蒙巴彦呼舒五小 3所学校完成基础施工，

贵州普安高棉小学已完成木结构框架建设； 

②湖南城步茅坪镇小学、甘肃礼县西城小学、河南光山宴河乡小学、四川壤塘伊里小学、河北灵

寿北庄完小 5所小学正在进行基础施工； 

③山西平顺石城小学、河北灵寿北庄完小、山西壶关百尺明德小学 3所学校与当地教育局、学校

完成前期沟通，预计 6月开始基础施工； 

④针对项目 LOGO、铭牌进入设计修改阶段； 

⑤项目软件培训开展了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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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贵州普安高棉小学木结构框架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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