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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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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项目总体进展顺利。本月新增【1】家执行机构伙伴通过项目申请，目前，2020年

壹乐园项目在地执行伙伴共计【45】家，其中【15】家为音乐教室项目执行伙伴，【30】家为运动汇

项目执行伙伴。项目硬件陆续发货，6月，运动汇项目云南元阳完成安装，广东紫金安装进行中。项

目软件活动持续跟进，其中运动汇项目培训时间根据疫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音乐教室项目基础培训

线上培训模式已完成录制，正在进行后期剪辑定稿阶段。音乐教室线下培训待基础培训结束后情况以

及沟通培训师团队确认。 

乡村学校图书馆项目，本月贵州普安高棉小学图书馆、内蒙巴彦呼舒五小木结构建设、玻璃墙体、

地面贴砖已竣工验收，等待家具安装及图书配备，其余 9所项目校根据相应进度建设中。此外，项目

LOGO定稿、铭牌设计完成，部分铭牌成品到项目校。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音乐教室 

 

（1）山东潍坊市潍城区：项目学校前期走访 

2020 年 6 月 12 日-6 月 20 日，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远航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走访 8 所项

目学校，分别与 8所项目学校的领导进一步沟通，及时了解到潍城区军埠口镇北董学区小学等部分学

校因大班额制度调整，导致项目教室发生变化等情况，与学校领导进行了沟通，帮助协调符合标准和

规格的新教室。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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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18 日，潍坊市潍城区远航社会组织发展中心项目官员宋树云在潍城区军埠口综合项目区中心小学、潍

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走访，与校领导和相关对接老师交流音乐课程及音乐教室情况。 

 

传播数据：在此期间，共有【15】篇相关信息推送，其中新闻媒体【10】篇，市级新闻媒体【3】

篇，省级及以上新闻媒体【7】篇。公众平台推文【5】篇，其中【1】篇阅读量超过【500】人次，【1】

篇超过【1000】人次。 

 

序号 传播类型 传播链接 传播阅读量 

（截止 2020 年 7 月 9 日） 

1 微信公众号 这里传递着梦想的声音——壹基金音乐教室

https://mp.weixin.qq.com/s/Yj9KBXIMhEKwGNuPsE

unBA 

1049 

2 微信公众号 让音乐照亮学生的童年 架起城乡教育公平的桥梁

https://mp.weixin.qq.com/s/t6V4HxOnmG11NXs9S8

c4Ag 

11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Yj9KBXIMhEKwGNuPsEunBA
https://mp.weixin.qq.com/s/Yj9KBXIMhEKwGNuPsEunBA
https://mp.weixin.qq.com/s/t6V4HxOnmG11NXs9S8c4Ag
https://mp.weixin.qq.com/s/t6V4HxOnmG11NXs9S8c4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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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信公众号 齐鲁晚报、大众网等多家新闻媒体关注潍城区壹乐园

音乐教室项目

https://mp.weixin.qq.com/s/0EzTNC-Dnou1l8jXXt

jaBw 

28 

4 微信公众号 心中有梦，才有未来

https://mp.weixin.qq.com/s/yB8yTKHGZu3LEA8guV

sf2A 

542 

5 微信公众号 2020年 6月份潍城区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学校走访

完成

https://mp.weixin.qq.com/s/VaffrYSBCIgD0SoEeC

M8xg 

22 

6 齐鲁晚报 让音乐照亮学生的童年 架起城乡教育公平的桥梁

http://jrwf.qlwb.com.cn/2020/0622/1482525.sht

ml 

 

/ 

7 人民日报 让音乐照亮学生的童年 架起城乡教育公平的桥梁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14162827

/rmh14162827 

 

/ 

8 今日头条 让音乐照亮学生的童年 架起城乡教育公平的桥梁 

https://www.toutiao.com/i6841350381084082696/ 

/ 

9 山东新闻网 让音乐照亮学生的童年 架起城乡教育公平的桥梁

https://www.toutiao.com/i6841350381084082696/ 

/ 

10 潍坊在线网 壹基金让音乐照亮学生的童年 架起城乡教育公平的

桥梁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0EzTNC-Dnou1l8jXXtjaBw
https://mp.weixin.qq.com/s/0EzTNC-Dnou1l8jXXtjaBw
https://mp.weixin.qq.com/s/yB8yTKHGZu3LEA8guVsf2A
https://mp.weixin.qq.com/s/yB8yTKHGZu3LEA8guVsf2A
https://mp.weixin.qq.com/s/VaffrYSBCIgD0SoEeCM8xg
https://mp.weixin.qq.com/s/VaffrYSBCIgD0SoEeCM8xg
http://jrwf.qlwb.com.cn/2020/0622/1482525.shtml
http://jrwf.qlwb.com.cn/2020/0622/1482525.shtml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14162827/rmh14162827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14162827/rmh14162827
https://www.toutiao.com/i6841350381084082696/
https://www.toutiao.com/i684135038108408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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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疆阿克苏市：壹乐园·音乐教室阿克苏市音乐教师培训交流会 

为了让 2020 年阿克苏市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有效落地，让各项目学校音乐专职教师们了解该

项目的意义，从而更好地守护乡村儿童的音乐教育环境，阿克苏市爱在阿克苏志愿者服务协会与阿克

苏市教科局共同开展了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阿克苏市音乐教师培训交流会。2020年 6月 22日上午

10点半，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阿克苏市音乐教师培训交流会在阿克苏市教科局 4楼会议室举行。 

http://i.zenyao.cn/202006/5215723.html 

11 大众网 壹基金让音乐照亮学生的童年 架起城乡教育公平的

桥梁 

http://weifang.dzwww.com/jrkd/202006/t2020062

3_6136059.htm 

 

/ 

12 山东在线 让音乐照亮学生的童年 架起城乡教育公平的桥梁 

http://www.theshandong.com/v1/458788.aspx?Web

ShieldDRSessionVerify=n9NkT7x01iCresbnb6tp 

 

/ 

13 新浪网 让音乐照亮学生的童年 架起城乡教育公平的桥梁 

http://k.sina.com.cn/article_2011075080_77de9

20802000r4un.html?from=edu 

 

/ 

14 搜狐网 让音乐照亮学生的童年 架起城乡教育公平的桥梁 

https://www.sohu.com/a/403761103_120433315 

/ 

15 潍坊传媒网 让音乐照亮学生的童年 架起城乡教育公平的桥梁 

http://www.wfcmw.cn/weifang/text/2020-06-24/4

10057.html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i.zenyao.cn/202006/52157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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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数据：共有各类渠道图文信息推送【19】篇，其中：机构公众号自主推送【5】篇，市级媒

体宣传【4】篇；县级媒体宣传【5】篇；短视频宣传推送【2】条。 

 

序号 传播类型 传播链接 传播阅读量 

（截止 2020 年 7 月 9 日） 

1 微信公众号 TA们的未来|90后美女校长何碧碧心中的期盼就要实

现了～

https://mp.weixin.qq.com/s/GOqFvMeMbCFcOkC4fa

OX7Q 

592 

2 腾讯新闻 TA们的未来|90后美女校长何碧碧心中的期盼就要实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GOqFvMeMbCFcOkC4faOX7Q
https://mp.weixin.qq.com/s/GOqFvMeMbCFcOkC4faOX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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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

https://view.inews.qq.com/a/90QCHFD3D00J5RWA0

00?push=1&chlid=news_recommend_main&jumpType=

1&qimei=865175040791711&devid=515e1979e7c334d

a&uid=276914833 

3 微信公众号 TA们的未来｜从送教下乡到深入村小，她任重道远

https://mp.weixin.qq.com/s/PdTq_0AvsYGfh87IPF

ZZJw 

546 

4 头条号 TA们的未来｜从送教下乡到深入村小，她任重道远

http://toutiao.com/item/6842263934649500175/?

enter_from=click_creation_center&category_nam

e=creation_center&gd_ext_json=%7B%22enter_fro

m%22%3A%22click_creation_center%22%2C%22categ

ory_name%22%3A%22creation_center%22%7D 

 

 

/ 

5 公益在新疆

抖音号 

TA们的未来｜从送教下乡到深入村小，她任重道远

https://m.weibo.cn/5673092000/451984018528405

7 

 

/ 

6 微信公众号 TA们的未来｜万事俱备，只欠我全力以赴

https://mp.weixin.qq.com/s/aHfejQ7MfY6Hef81D3

4jww 

 

516 

7 腾讯新闻 TA们的未来｜产假归来后，一个又一个惊喜向她“砸”

来 

https://view.inews.qq.com/a/90QCHDHTD00J5LZC0

00?push=1&chlid=user_center&jumpType=1&qimei=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view.inews.qq.com/a/90QCHFD3D00J5RWA000?push=1&chlid=news_recommend_main&jumpType=1&qimei=865175040791711&devid=515e1979e7c334da&uid=276914833
https://view.inews.qq.com/a/90QCHFD3D00J5RWA000?push=1&chlid=news_recommend_main&jumpType=1&qimei=865175040791711&devid=515e1979e7c334da&uid=276914833
https://view.inews.qq.com/a/90QCHFD3D00J5RWA000?push=1&chlid=news_recommend_main&jumpType=1&qimei=865175040791711&devid=515e1979e7c334da&uid=276914833
https://view.inews.qq.com/a/90QCHFD3D00J5RWA000?push=1&chlid=news_recommend_main&jumpType=1&qimei=865175040791711&devid=515e1979e7c334da&uid=276914833
https://mp.weixin.qq.com/s/PdTq_0AvsYGfh87IPFZZJw
https://mp.weixin.qq.com/s/PdTq_0AvsYGfh87IPFZZJw
http://toutiao.com/item/6842263934649500175/?enter_from=click_creation_center&category_name=creation_center&gd_ext_json=%7B%22enter_from%22%3A%22click_creation_center%22%2C%22category_name%22%3A%22creation_center%22%7D
http://toutiao.com/item/6842263934649500175/?enter_from=click_creation_center&category_name=creation_center&gd_ext_json=%7B%22enter_from%22%3A%22click_creation_center%22%2C%22category_name%22%3A%22creation_center%22%7D
http://toutiao.com/item/6842263934649500175/?enter_from=click_creation_center&category_name=creation_center&gd_ext_json=%7B%22enter_from%22%3A%22click_creation_center%22%2C%22category_name%22%3A%22creation_center%22%7D
http://toutiao.com/item/6842263934649500175/?enter_from=click_creation_center&category_name=creation_center&gd_ext_json=%7B%22enter_from%22%3A%22click_creation_center%22%2C%22category_name%22%3A%22creation_center%22%7D
http://toutiao.com/item/6842263934649500175/?enter_from=click_creation_center&category_name=creation_center&gd_ext_json=%7B%22enter_from%22%3A%22click_creation_center%22%2C%22category_name%22%3A%22creation_center%22%7D
https://mp.weixin.qq.com/s/aHfejQ7MfY6Hef81D34jww
https://mp.weixin.qq.com/s/aHfejQ7MfY6Hef81D34j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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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川南冕宁县项目校走访 

在冕宁县教育局领导、各项目学校校长、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项目在地执行伙伴走访了九所农

村小学，实地前往项目校就音乐教室项目前期情况进行走访，伙伴就项目日后的音乐教师培训等内容

告知了学校，希望通过项目的进驻，提升农村学校音乐教学综合能力，让更多的乡村儿童和城里孩子

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快乐音乐课，实现音乐梦想。 

865175040791711&devid=515e1979e7c334da&uid=27

6914833 

 

8 今日头条 TA们的未来｜是什么让 TA们真正将自己和音乐教室

关联在一起？ 

http://toutiao.com/item/6842249578650010127/?

enter_from=click_creation_center&category_nam

e=creation_center&gd_ext_json=%7B%22enter_fro

m%22%3A%22click_creation_center%22%2C%22categ

ory_name%22%3A%22creation_center%22%7D 

 

 

 

 

/ 

9 快手短视频 #为 TA们发声 远离家乡来到新疆农村的音乐老师诉

说内心的纠结，最后，她留下来了吗？ 

https://v.kuaishou.com/71atHw 

 

/ 

10 头条视频 #为 TA 们发声 远离家乡来到新疆农村的音乐老师诉

说内心的纠结，最后，她留下来了吗？ 

https://m.toutiaoimg.cn/group/684142960915460

9664/?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93098809&g

roup_id=6841429609154609664&use_new_style=0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v.kuaishou.com/71at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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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川南冕宁县走访工作进行中 

 

（4）川南雷波县项目校走访 

6月，凉山项目在地伙伴经过 6小时车程到达雷波县，后续对六所学校访点，在地伙伴向雷波县

各项目校介绍了音乐教室项目情况、执行机构的情况等内容，学校校长、老师在看到项目伙伴手机里

的音乐教室照片后，雷波县的老师们都觉得非常的好，期望项目能为山区的孩子带来专业和漂亮的音

乐教室，能让山里的老师、学生能够学到更多专业技能。 

 
2020 年 6 月，川南雷波项目伙伴走访各项目校 

 

2、运动汇 

 

（1）川北自贡市项目推进会召开及项目回访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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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项目高效有序的推进，在自流井区教育局和体育局、沿滩区教育局和体育局、大安区

教育和体育局的大力支持下。2020年 6月 4日下午，自贡市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推进

会在自贡灵犀义工会议室召开，来自沿滩区山林小学、自流井区漆树小学、大安区三十五中等 8所项

目学校的校长和体育老师共计 8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2020 年 6 月，川北自贡召开项目推进会 

 

传播部分链接如下： 

 

序号 传播类型 传播链接 传播阅读量 

（截止 2020 年 7 月 9 日） 

1 人民日报 
自贡市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推进会顺

利召开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13831229/rmh

13831229 

 

/ 

2 腾讯新闻 自贡市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推进会顺

利召开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13831229/rmh13831229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13831229/rmh138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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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ge.om.qq.com/page/OZyXsb-XrdR-_NMwr

ynLPGXw0 

3 今日头条 自贡市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推进会顺

利召开

https://www.toutiao.com/i6835543977547006478/ 

/ 

4 新浪 自贡市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推进会顺

利召开

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

e274e00100qbdb.html?from=edu 

 

/ 

5 搜狐 自贡市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推进会顺

利召开 

https://www.sohu.com/a/400305327_500871 

 

/ 

6 中国报道 自贡市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推进会顺

利召开 

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zs/2020/0607/

48308.html 

 

/ 

7 亚传网 自贡市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推进会顺

利召开 

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0607/7

270.html 

/ 

8 凤凰 自贡市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推进会顺

利召开 

https://feng.ifeng.com/c/7x5fqH7MoLy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page.om.qq.com/page/OZyXsb-XrdR-_NMwrynLPGXw0
https://page.om.qq.com/page/OZyXsb-XrdR-_NMwrynLPGXw0
https://www.toutiao.com/i6835543977547006478/
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qbdb.html?from=edu
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qbdb.html?from=edu
https://www.sohu.com/a/400305327_500871
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zs/2020/0607/48308.html
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zs/2020/0607/48308.html
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0607/7270.html
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0607/7270.html
https://feng.ifeng.com/c/7x5fqH7M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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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南元阳县完成硬件安装 

2020年 6月 15日，在元阳教育局的大力支持及 8所项目校师生们的协力配合下，元阳县的 8个

运动场全部安装完成。据元阳县在地伙伴介绍，为了早日让孩子们能够在多功能运动场上运动，师傅

们冒雨赶工、加班加点完成地板拼装。安装完成后孩子们聚在崭新的运动场上奔跑、打滚、打球、玩

耍，并期待着在崭新的运动场上上体育课。在场的一位同学说：“我们学校终于有了专门的运动场，

不仅颜色漂亮，而且比原来的水泥地板柔软很多，我们以后可以更加大胆的运动了。” 

 

2020 年 6 月，云南元阳硬件安装中 

 

（3）甘肃武山县 

9 四川影像网 自贡市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推进会顺

利召开

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0607/2017.h

tml 

 

/ 

10 微信公众号 听说“它”要来了，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反应 

https://mp.weixin.qq.com/s/TQZKF6f3-mC1PDsGfP

d_9w 

90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0607/2017.html
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0607/201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TQZKF6f3-mC1PDsGfPd_9w
https://mp.weixin.qq.com/s/TQZKF6f3-mC1PDsGfPd_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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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次走访 

2020 年 6 月 16 日，甘肃省武山县在地执行伙伴联合武山县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通过 3 天对 8

乡镇 10 所项目学校进行了走访调研。并对硬件物资收货地址与分装流程、体育包接收地址、分装流

程、体育教师外出培训时间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项目学校完成运动场硬化工作 

当地伙伴联合县教育局，共同进行对预选的项目学校的走访，走访的内容包括壹乐园多功能

运动场修建场地的实地考察验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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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平整工作展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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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0日全部完工，并全部通过了县教育局的竣工验收。 

 

（4）湖北钟祥跟进场地硬化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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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号，项目在地执行机构钟祥允能社工项目负责人和义工专程前往柴湖镇希望小学进行学

校前期实地考察沟通，交流运动场地硬化举措。经过沟通和钟祥教育局领导汇报，希望小学将在 6月

28号开始动工，预计五天左右达到硬化标准。 

 

传播链接： 

荆门地区官方媒体荆门晚报首页新闻报道一篇

（https://mp.weixin.qq.com/s/rWfAFyBiLLeLzF2m43aAdQ） 

 

3、项目组工作报告 

 

（1）项目申请及选点事宜 

2020 年 6 月期间，项目组新增 1 家执行机构审核通过，壹基金反馈项目校选点问题，项目组与

执行伙伴沟通，执行伙伴协调当地教育局及学校，基本完成项目校选点，同时持续跟进场地硬化进度，

选点硬化均已完成的区县等待项目硬件发货中。 

（2）创新项目 

同唱壹首歌项目准备于 7月 6-9日开展项目周期内最后一次项目培训，由于疫情影响，先前讨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rWfAFyBiLLeLzF2m43aA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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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定的汇演方案搁浅，准备重新讨论年底缩小规模开展，具体情况依据疫情情况而定。本月度电话沟

通足球项目申请伙伴 9家，确认：甘肃省通渭县、四川省达州市、吉林省通榆县、重庆市黔江区、山

西省沁源县、四川省自贡市共计 31所学校 36支队伍执行项目，已签署协议两家，正在签署协议 3家；

本月度功夫篮球完成 3家协议签署，各学校有序开展训练； 

（3）项目培训计划受疫情影响 

2020 年 6 月期间，音乐教室项目线上培训已完成视频录制，共包含项目、传播及音乐课程三个

板块，预计 7月正式上线并邀请项目校音乐教师参与。运动汇培训师受疫情影响不能外出，故培训计

划需做调整。 

（4）运动汇硬件 

2020 年 6 月期间，运动汇硬件陆续进行发货安装，已完成贵州普安、云南元阳的硬件安装，器

材包及音乐教室的硬件待发货。硬件签收验收单待更新，项目组已沟通由厂家进行硬件验收单收集，

同时持续跟进完工照片、铭牌照片及链上公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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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普安高棉小学图书馆、内蒙巴彦呼舒五小木结构建设、玻璃墙体、地面贴砖已竣工验收，

等待家具安装及图书配备； 

②云南永胜县鲁地拉镇中心小学、山西平顺石城小学图书馆木结构主体框架完成，内外墙装饰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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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③湖南城步茅坪镇小学、甘肃礼县西城小学、甘肃渭源新寨小学、基础施工完成 

④河南光山宴河乡小学、四川壤塘伊里小学基础施工进行中； 

⑤河北灵寿北庄完小、山西壶关百尺明德小学前期预算及准备工作已完成，开始进行基础施工； 

⑥图书馆书籍已全部到学校，等待图书馆建设完成后进行布置； 

⑦项目 LOGO定稿、铭牌设计完成，部分铭牌成品已到项目校。 

 

  

山西平顺石城小学木结构主体框架已建成 

  

河南光山宴河乡小学基础施工进行中，因学校期末考试以及连续下雨，工期较延后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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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步茅坪镇小学基础施工完成，木结构主材工厂已进场 

 

 

 
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第五小学图书馆已竣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