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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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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壹乐园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共计【46】家在地公益伙伴执行项目，其中【15】家

公益伙伴执行音乐教室项目，【31】家公益伙伴执行运动汇项目。项目组方面，基本完成本年度协议

签署事宜并拨付首款。本月，音乐教室、运动场相关硬件陆续发货，大部分项目校正在积极进入安装

流程，部分项目校如新疆地区，由于疫情因素，发货暂停，将延后发货。项目软件方面持续跟进，本

月完成甘肃、湖南两场体育教师基础培训（线下培训），完成音乐教师基础培训内容（线上培训），

由于疫情，初定的第四场吉林体育教师基础培训将延期进行。 

乡村学校图书馆项目，本月云南永胜县鲁地拉镇中心小学、内蒙巴彦呼舒五小、贵州普安高棉小

学【3】所学校，图书馆竣工验收完成，等待新学期开馆，其余【8】所项目校根据相应进度建设中。

此外，高棉小学运营管理系统进入培训阶段，讨论图书馆项目培训事项。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音乐教室 

 

（1）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音乐教室学生访谈；音乐教师参加线上基础培训 

2020年 7月中旬，吉林省通榆县的伙伴到相关项目校进行了前期走访，通过走访和访谈，了解

到项目校孩子的一些基本需求。他们最喜欢上音乐课，在他们心中，音乐老师就是他们的偶像，对于

音乐，孩子们兴趣十足，喜欢唱歌、跳舞、弹琴的，也大有人在，孩子们也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梦想。

面对学校现状，孩子们期望学校能够多一些乐器，能够感受到不同乐器带来的快乐。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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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的原因，音乐教师基础培训改为了线上进行。7月 16日开始线上培训，线上培训让部

分年纪大的老师陷入了困境，另外有蒙古族的老师，平时上课以蒙文为主，线上课程的汉语课程，让

蒙古族老师有些为难，学习起来较缓慢，交作业相对迟缓，语音也不标准。一些项目线上学习，需要

用手机钉钉，蒙古族老师也是非常为难，后来通过项目伙伴的耐心指导，老师努力克服一切困难，顺

利参与到项目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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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0 日） 

1  

微信公众号 

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追求

https://mp.weixin.qq.com/s/M9AsXSwo03sRPh7Eaa

cLcg 

2559 

2  

微信公众号 

用心教学，用爱引领

https://mp.weixin.qq.com/s/JvONB6xn-6U6UgkXio

trFg 

1138 

3  

微信公众号 

一位从事音乐教育 28年的老教师，一直不断学习、

不断创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https://mp.weixin.qq.com/s/OxOzAJtG9xPaL_QnoJ

bkTA 

862 

4  

 

 

今日头条 

壹乐园音乐教室——#为实干发声# 平凡的岗位，不

平凡的追求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76433339712011/

?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M9AsXSwo03sRPh7EaacLcg
https://mp.weixin.qq.com/s/M9AsXSwo03sRPh7EaacLcg
https://mp.weixin.qq.com/s/JvONB6xn-6U6UgkXiotrFg
https://mp.weixin.qq.com/s/JvONB6xn-6U6UgkXiotrFg
https://mp.weixin.qq.com/s/OxOzAJtG9xPaL_QnoJbkTA
https://mp.weixin.qq.com/s/OxOzAJtG9xPaL_QnoJbkTA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7643333971201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1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7643333971201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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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疆阿克苏市：音乐教室阿克苏市音乐教师培训交流会 

①项目学校物资签收准备会 

2020 年 7 月 17 日下午 19 点，在阿克苏市教科局二楼会议室，由项目分管领导召开的物资签收

工作准备会，安排次日的物资签收工作。 

2020 年 7 月 18 日凌晨，从福建漳州出发一路行驶 5000 多公里，经历了 7 个昼夜及种种波折的

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物资大货车到达新疆阿克苏市。 

以下为部分会议照片： 

=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

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

unt=1 

5  

 

 

今日头条 

2.壹乐园音乐教室——#为实干发声# 从事音乐教育

28年的老教师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64998366446084/

?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

=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

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

unt=1 

 

 

 

/ 

6 快手 音乐真的可以带给孩子无限的创造力和遐想力

https://live.kuaishou.com/u/3xpbqxdz6txc9j4/3

xvfcmnc6sii6hk?did=web_34976de57ebe0fab037ea1

6ef39168d1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7643333971201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1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7643333971201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1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76433339712011/?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1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6499836644608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1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6499836644608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1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6499836644608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1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6499836644608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1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6499836644608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1
https://live.kuaishou.com/u/3xpbqxdz6txc9j4/3xvfcmnc6sii6hk?did=web_34976de57ebe0fab037ea16ef39168d1
https://live.kuaishou.com/u/3xpbqxdz6txc9j4/3xvfcmnc6sii6hk?did=web_34976de57ebe0fab037ea16ef39168d1
https://live.kuaishou.com/u/3xpbqxdz6txc9j4/3xvfcmnc6sii6hk?did=web_34976de57ebe0fab037ea16ef39168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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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项目学校物资出入库 

2020年 7月 18日上午经过阿克苏市教科局与阿克苏市爱在阿克苏志愿者服务协会壹乐园音乐教

室项目人员反复清点，物资数量准确、物品完好。11点至 14点，由阿克苏市爱在阿克苏志愿者服务

协会项目人员及志愿者、阿克苏市教科局工程办以及各项目学校教职工共同完成卸货、入库清点、各

项目学校有序领取物资转运回各校库房等全套流程。 

以下为部分物资签收现场照片：    

 

 

 

 

 

 

 

 

传播数据：在此期间，共有各类渠道图文信息推送【15】篇，其中：机构公众号自主推送【5】

篇，市级媒体宣传【5】篇；县级媒体宣传【5】篇；短视频宣传推送【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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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传播类型 传播链接 传播阅读量 

（截止 2020年 8月 10日） 

1  

微信公众号 

TA 们的未来 | 是什么让语文老师去教音乐啦？

https://mp.weixin.qq.com/s/KIySrzQ1C-jsV6cXoFbt

2Q 

647 

2  

今日头条 

TA 们的未来 | 是什么让语文老师去教音乐啦？

http://toutiao.com/group/6853319259779498496/?i

id=1283823035754327&app=news_article 

/ 

3  

微博 

一位从事音乐教育 28年的老教师，一直不断学习、不

断创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

4530612181794995?_wb_client_=1 

 

/ 

4  

微信公众号 

Ta 们的未来 ｜村小实干派书记的一封信

https://mp.weixin.qq.com/s/btmAlBcsnSgYly3UUT0g

7w 

 

487 

5  

今日头条 

Ta 们的未来 ｜村小实干派书记的一封信

http://toutiao.com/group/6853361077556609551/?i

id=1283823035754327&app=news_article 

 

/ 

6  

微博 

Ta 们的未来 ｜村小实干派书记的一封信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

4530615859937636?_wb_client_=1 

 

/ 

7  Ta们的未来丨致力于民族乐器传承的依明江有个心愿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KIySrzQ1C-jsV6cXoFbt2Q
https://mp.weixin.qq.com/s/KIySrzQ1C-jsV6cXoFbt2Q
http://toutiao.com/group/6853319259779498496/?iid=1283823035754327&app=news_article
http://toutiao.com/group/6853319259779498496/?iid=1283823035754327&app=news_article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4530612181794995?_wb_client_=1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4530612181794995?_wb_client_=1
https://mp.weixin.qq.com/s/btmAlBcsnSgYly3UUT0g7w
https://mp.weixin.qq.com/s/btmAlBcsnSgYly3UUT0g7w
http://toutiao.com/group/6853361077556609551/?iid=1283823035754327&app=news_article
http://toutiao.com/group/6853361077556609551/?iid=1283823035754327&app=news_article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4530615859937636?_wb_client_=1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4530615859937636?_wb_client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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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xyU17n4GZsm41_BDnIhx

4A 

863 

8 今日头条 Ta们的未来丨致力于民族乐器传承的依明江有个心愿 

http://toutiao.com/group/6853361406301962752/?i

id=1283823035754327&app=news_article 

 

/ 

 

9 

 

微博 

Ta们的未来丨致力于民族乐器传承的依明江有个心愿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

4530614761030021?_wb_client_=1 

 

/ 

 

10 

 

微信公众号 

Ta们的未来 | 【“抢”货纪实】朱校长，当心您的腰！ 

https://mp.weixin.qq.com/s/G3_Wq1c3hvjwU66kj3jC

5g 

 

546 

11 快手 #为 TA们发声 物资到货，话不多说，我们就这么干～！ 

https://v.kuaishou.com/8MMrk4 

/ 

 

 

 

12 

 

 

 

微博视频 

#为 TA们发声 物资到货，话不多说，我们就这么干～！ 

https://kphshanghai.m.chenzhongtech.com/fw/phot

o/3x86c3evk8qb5dg?fid=135745507&cc=share_weibo&

followRefer=151&shareMethod=CARD&docId=10&kpn=K

UAISHOU&subBiz=BROWSE_SLIDE_PHOTO&photoId=3x86c

3evk8qb5dg&shareId=209854256281&shareToken=X-8P

jGIIPL8KVDSl_A&sha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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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kuaishou.com/8MMrk4
https://kphshanghai.m.chenzhongtech.com/fw/photo/3x86c3evk8qb5dg?fid=135745507&cc=share_weibo&followRefer=151&shareMethod=CARD&docId=10&kpn=KUAISHOU&subBiz=BROWSE_SLIDE_PHOTO&photoId=3x86c3evk8qb5dg&shareId=209854256281&shareToken=X-8PjGIIPL8KVDSl_A&shareR
https://kphshanghai.m.chenzhongtech.com/fw/photo/3x86c3evk8qb5dg?fid=135745507&cc=share_weibo&followRefer=151&shareMethod=CARD&docId=10&kpn=KUAISHOU&subBiz=BROWSE_SLIDE_PHOTO&photoId=3x86c3evk8qb5dg&shareId=209854256281&shareToken=X-8PjGIIPL8KVDSl_A&shareR
https://kphshanghai.m.chenzhongtech.com/fw/photo/3x86c3evk8qb5dg?fid=135745507&cc=share_weibo&followRefer=151&shareMethod=CARD&docId=10&kpn=KUAISHOU&subBiz=BROWSE_SLIDE_PHOTO&photoId=3x86c3evk8qb5dg&shareId=209854256281&shareToken=X-8PjGIIPL8KVDSl_A&shareR
https://kphshanghai.m.chenzhongtech.com/fw/photo/3x86c3evk8qb5dg?fid=135745507&cc=share_weibo&followRefer=151&shareMethod=CARD&docId=10&kpn=KUAISHOU&subBiz=BROWSE_SLIDE_PHOTO&photoId=3x86c3evk8qb5dg&shareId=209854256281&shareToken=X-8PjGIIPL8KVDSl_A&shareR
https://kphshanghai.m.chenzhongtech.com/fw/photo/3x86c3evk8qb5dg?fid=135745507&cc=share_weibo&followRefer=151&shareMethod=CARD&docId=10&kpn=KUAISHOU&subBiz=BROWSE_SLIDE_PHOTO&photoId=3x86c3evk8qb5dg&shareId=209854256281&shareToken=X-8PjGIIPL8KVDSl_A&shareR
https://kphshanghai.m.chenzhongtech.com/fw/photo/3x86c3evk8qb5dg?fid=135745507&cc=share_weibo&followRefer=151&shareMethod=CARD&docId=10&kpn=KUAISHOU&subBiz=BROWSE_SLIDE_PHOTO&photoId=3x86c3evk8qb5dg&shareId=209854256281&shareToken=X-8PjGIIPL8KVDSl_A&sha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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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川南冕宁县项目校走访 

2020年 6月 28日，壹基金工作人员、壹乐园项目组工作人员走访学校，与学校老师同学进一步

了解了项目校的需求，9 所学校老师和孩子都非常期待项目的入驻，期待由项目带来的专业知识、技

能培训，协助老师们构建因地制宜的音乐教学体系，帮助当地孩子在快乐中发现自我，发展潜能，进

一步支持民族乡村地区音乐教育发展。 

 

壹基金及项目组工作人员同冕宁县黄土坡小学同学一起交流、一起唱歌 

 

（4）川南雷波县项目校走访及物资分发 

7月，项目伙伴在音乐教室项目落地在雷波县后的第一次校园实地考察，希望为雷波县十所学校

带去更多的软硬件设施，项目注重孩子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物资到达当天，货车承载着满满的音乐

器材物资来到了雷波县。通过此次走访，项目在地伙伴与雷波县教育局进行座谈会，现场介绍了音乐

教室项目情况、执行机构情况等内容，并向雷波县教育局及执行机构了解到他们对音乐教室项目的考

虑和工作安排。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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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川南雷波项目物资分发转运 

2、运动汇 

 

（1）吉林通榆县：完成硬件安装及器材包接收  

①7月中旬场地硬件设备到货，各校开始安装 

7月 11日吉林通榆县硬件设备到货，伙伴协调各校老师配合物流卸货。7.12日厂家派师傅过来，

在当地伙伴的带领下开始各校安装。历时十天安装结束，各校领导、老师和孩子们都特别开心。在安

装的最后一天，通榆县教育局邀请到县电视台入校进行了报道。 

 

 

②7月 21日接收体育器材 

各校负责人在收到物资到货的通知后，早早的来到指定地点等待分发，各位老师笑逐颜开，大家都

小心翼翼的搬运着每一样物资，生怕把任何一件物资摔坏。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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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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0

日） 

1  

微信公众号 

3360平方多功能运动场落地安装，项目学校师生总动员

https://mp.weixin.qq.com/s/OHN8X6IcD18TTQzWiT3q_g 

1422 

2  

微信公众号 

通榆县 8所乡村小学收到来自壹基金、阿里巴巴公益捐赠

的体育器材包

https://mp.weixin.qq.com/s/pUt_YZyOH95vbTI4Poem8w 

 

895 

3  

微信公众号 

邵老师说：“没有体育的童年是缺少快乐的”

https://mp.weixin.qq.com/s/F27m-Q9zlVaJ0UoOob3SHg 

 

223 

 

 

 

4 

 

 

 

今日头条 

3360平方多功能运动场落地安装

https://www.toutiao.com/i6853261996201247236/?tt_

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

nt=1&timestamp=1595655476&app=news_article&utm_so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OHN8X6IcD18TTQzWiT3q_g
https://mp.weixin.qq.com/s/pUt_YZyOH95vbTI4Poem8w
https://mp.weixin.qq.com/s/F27m-Q9zlVaJ0UoOob3SHg
https://www.toutiao.com/i685326199620124723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565547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5133755010144131134524A7F43&group_id=685
https://www.toutiao.com/i685326199620124723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565547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5133755010144131134524A7F43&group_id=685
https://www.toutiao.com/i685326199620124723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565547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5133755010144131134524A7F43&group_id=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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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陕西志丹县：进入各学校查看学校篮球场场地，呈报选点资料 

7月 2日至 3日，西安市莲湖区赢在生存公益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到项目学校，在学校项目负责人

的带领下实地查看了学校篮球场地整改情况，按照项目资料要求发至全国项目组审核。 

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

yle=1&req_id=20200725133755010144131134524A7F43&g

roup_id=685 

 

 

5 

 

 

今日头条 

壹乐园运动汇通榆县 8所乡村小学收到壹基金、阿里巴巴

公益的捐赠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74091236000259/?tt_

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news_ar

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2715268&utm_

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1 

 

 

/ 

6  

微博 

壹乐园运动汇 #为实干发声# 3360平方多功能运动场落

地安装，项目学校师生总动员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30543498634148 

 

/ 

 

7 

 

微博 

壹乐园运动汇——通榆县 8所乡村小学收到来自壹基金、

阿里巴巴公益捐赠的体育器材包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30556257705700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www.toutiao.com/i685326199620124723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565547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5133755010144131134524A7F43&group_id=685
https://www.toutiao.com/i685326199620124723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565547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5133755010144131134524A7F43&group_id=685
https://www.toutiao.com/i685326199620124723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565547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5133755010144131134524A7F43&group_id=685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7409123600025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1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7409123600025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1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7409123600025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1
https://www.toutiao.com/a685327409123600025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693952472715268&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1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30543498634148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305562577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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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                                          整改后 

 

 

整改前                                        整改后 

 

（3）甘肃武山县 

①第四次联合走访 

7月初，甘肃武山县项目负责人刘升亮联合武山县教育局体卫艺股，对项目学校多功能运动场地

硬化情况，进行了为期三天的 8 个乡镇 10 所项目学校走访。分别就项目学校硬件准备工作进行联合

验收与项目硬件按照准备工作进行了协调分工，对目前现有问题进行反馈，对前阶段场地硬化的整改

进行安装前的验收。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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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体育包发放 

体育包总共分三次送货一次补发，最终于 7月 17日到达送货地点，经武山县教育局体卫艺股股

长高自雄清点无误后，于 7月 21日分发至各项目学校。 

 

③物资分发暨启动仪式 

 天水市陇右环境保育协会在天水市教育局的指导下，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联合武

山县教育局申请了 2020 年天水市武山县壹乐园·多功能运动场项目。2020 年 7 月 17 日，天水市陇

右环境保育协会与武山县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壹乐园·多功能运动场项目安装暨启动仪式在武山县第

五小学成功举办。 

  

 

④多功能运动场安装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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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山县教育局的协调下，厂家施工方、各项目学校共同确定了安装路线与安装时间，截止 7月

23日，已经完成 8所项目学校的安装，预计 7月 25日全部完工，交付学校使用。 

 

⑤体育教师培训 

在项目组与武山县教育局的支持下，项目体育教师基础培训在天水市麦积区召开，我中心负责

10项目学校，教育局副局长、体卫艺股股长、我协会工作人员 13人参加培训。 

   

 

（4）甘肃广河县 

①硬件设备的接收和分发 

7月 2日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配发的硬件设备从物流托运到广河县买家巷镇，甘肃广河县在

地执行机构项目专员到广河县学校进行接收。7月 3日早上项目专员带领志愿者到达买家巷市场负责

设备数量清点和协调项目学校进行货物分配发放。由于天气原因 7月 3日早上一直下雨，早上主要负

责设备的清点和分配，下午天气好转进行货物的发放。经过工人师傅们的艰苦努力和项目人员的认真

负责，于晚上十点各项目学校硬件设备成功发放到位。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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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清点分发                                学校设备接收 

 

②项目设备安装 

7 月 6 日至 18 日，甘肃广河县在地机构项目专职和志愿者、安装工人师傅一同前往各个项目学

校实施设备安装。整个安装过程，伙伴们一起见证了学校篮球场的蜕变，从刚开始痕迹斑斑的水泥地

面一步步变成了相对柔软安全的塑胶悬浮式场地，同时也通过工人师傅、志愿者们在炎炎烈日下肤色

的逐步加深，感受到这份安装的艰辛和不易。 

 

3、项目组 

（1）创新项目 

本月度完成 2020年绿茵小将足球项目协议签署【4】家，组建足球队【28】支；完成 2019年“绿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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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小将”延续项目协议签署【4】家，组建球队【36】支。合唱团已完成服务采购协议尾款拨付，准

备项目结项工作。 

（2）项目培训 

2020 年 7 月期间，2020 年音乐教室项目音乐教师基础培训（线上培训）开始实施，【15】个区

县共计【144】名音乐教室参与到培训中，部分往年优秀伙伴也申请共同培训。由于项目首次尝试线

上培训，培训期间部分老师使用平台和提交作业过程中遇到不少疑问，相关平台负责人、培训导师针

对老师们的疑问，一一细心解答。运动汇项目体育老师基础培训分别于 7 月 22-24 日在甘肃天水、7

月 28-30 日在湖南长沙开展两场培训，其中甘肃场有来自甘肃、陕西两省 8 个县的 94 名体育教师、

教育局人员、在地伙伴参与；湖南场则有来自宁夏、山西、贵州、广东四省 7个县的 94 名体育教师、

教育局人员、在地伙伴参与，两场培训均顺利完成。 

 

（3）项目硬件 

2020 年 7 月期间，音乐教室硬件除新疆等疫情高风险地区，其余省份均已发货或签收。音乐教

室供应商就分装转运及硬件安装提供相关教学视频，便于后续伙伴安装。支付宝链上公益的线上签收

及反馈工作，也顺利进行。 

 

4、乡村图书馆项目 

（1）项目概况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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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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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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月项目进度 

①云南永胜县鲁地拉镇中心小学、内蒙巴彦呼舒五小、贵州普安高棉小学【3】所学校，图书馆

竣工验收完成，等待新学期开馆； 

②湖南城步茅坪镇小学、甘肃渭源新寨小学图书馆木结构框架主体建设完成，图书书籍已到达学

校； 

③甘肃礼县西城小学图书馆木结构墙体施工，屋顶施工，图书书籍已到达学校； 

④河南光山宴河乡小学图书馆木结构开始施工，图书书籍已到达学校； 

⑤四川壤塘伊里小学，由于暴雨导致县城通往学校的两条公路被洪水冲毁，基础建设后延； 

⑥山西平顺石城小学图书馆木结构完成竣工验收，家具设备进场安装； 

⑦河北灵寿北庄完小基础施工完成，木结构进场施工； 

⑧山西壶关百尺明德小学图书木结构竣工验收，开始地面贴砖及室外环境打造。 

  

内蒙巴彦呼舒五小竣工验收完成，等待新学期开馆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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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渭源新寨小学木机构主体建设已完成 

湖南城步茅坪镇小学主体结构建设已完成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