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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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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共计【46】家执行伙伴，其中【15】家音乐教室执行伙伴【31】

家运动汇执行伙伴。项目软件持续跟进，伙伴中期培训已经完成，音乐教室基础培训按照进度表实施，

体育课程已经完成录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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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光山宴河乡小学【4】所学校，图书馆竣工验收完成，等待新学期开馆，其余【7】所项目校

根建设中。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运动汇 

 

（1）广东连平县：湖南长沙教师培训 

2020年 7月 27日，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在湖南长沙开展体育教师基础培训，湖南老师们积

极参与其中。连平县教育局与团县委大力支持，让每一个儿童在平安友好的环境中快乐的成长为愿景，

通过壹基金运动汇篮球场建设、体育教学器材配备、体育教师专业能力培养、体育课程与活动开发，

以及体育主题活动推广等，将提高连平县乡村学校的体育教学质量，促进和帮助乡间儿童身心发展。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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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贵州独山县： 

1）跟踪壹乐园项目独山县项目场地铺设工作 

贵州省独山县壹乐园运动汇项目于 8月 9日到达贵州，所有物资存放于独山县实验小学。紧接着

便是紧锣密鼓的安装阶段，8月 10日至 16日，依次安装完成独山县实验小学、独山县第六小学水岩

分校、独山县第一小学、独山县第六小学江寨分校、独山县上道分校、独山县董岭分校、独山县马尾

小学、独山县下司小学、独山县第三小学三里分校、独山县友芝翁台小学 10所小学的安装工作。 

 

2）各项目校老师进行壹乐园项目执行初步规划阶段 

    每个项目校负责老师根据各地活动开展情况，制定适合各学校的体育课程及活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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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0 日） 

1  

黔南教育 

【点赞！】壹基金捐赠 120万元助独山县乡村学校新

建 10个运动场

https://mp.weixin.qq.com/s/431jpUm7r7bZHKE7RU

mWYA 

6539 

2 大美独山 

 

捐赠 120万元！壹基金让独山乡村学子乐享运动

https://mp.weixin.qq.com/s/BSR4g37wvpJ2ZIPC0c

1unw 

353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431jpUm7r7bZHKE7RUmWYA
https://mp.weixin.qq.com/s/431jpUm7r7bZHKE7RUmWYA
https://mp.weixin.qq.com/s/BSR4g37wvpJ2ZIPC0c1unw
https://mp.weixin.qq.com/s/BSR4g37wvpJ2ZIPC0c1u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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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川南盐源县： 

2020 年 8 月 3 日，盐源县项目校于老师参与了在绵阳举行的壹乐园运动汇教师基础培训；8 月

17日，凉山州在地公益伙伴与项目校体育老师沟通货物运输的事宜，原计划 8月 20日发货，但由于

强降雨道路中断，发货时间推迟；8 月 19 日，凉山州在地公益伙伴参加了在昆明举行的壹乐园伙伴

中期培训。 

 

（4）川北壤塘、黑水县： 

1）8月初连续的暴雨导致黑水县道路受阻，五位老师和项目人员参加培训。 

      

 

2）8月 20日，项目人员前往昆明参与为期三天的壹乐园中期培训，在培训中项目人员学习到项

目传播小技巧，以及每个月工作反馈的重要性，也在伙伴们的相互分享中了解到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和解决办法，这将会是我们在执行过程中的法宝。系统的财务知识，老师有条理的讲解，让财务变

得简单起来。项目组再三强调的地板安装 logo 印刷以及品牌标示的使用规范，会让我们在执行中避

免重复犯错，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此次中期培训开展的时间恰到好处，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更系

统的执行项目。 

 

（5）川北自贡市： 

1）壹乐园运动汇项目（自贡项目点）硬件安装相关事宜讨论会 

7 月 29 日，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自贡项目点）硬件安装相关事宜讨论会在灵犀义工办

公室如期举行。因今年硬件设备安装时间与项目学校基础培训时间重合，为了确保安装过程顺利进行，

3  

贵州日报 

捐赠 120万元！壹基金让独山乡村学子乐享运动

http://jgz.app.todayguizhou.com/news/news-new

s_detail-news_id-11515115349110.html 

21000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jgz.app.todayguizhou.com/news/news-news_detail-news_id-11515115349110.html
http://jgz.app.todayguizhou.com/news/news-news_detail-news_id-11515115349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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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学校以及项目执行伙伴重新拟派工作人员，对本次安装事宜进行现场沟通。会中，项目专员对

近期活动安排、物资转运、安装施工、验收等内容进行讲解，通过讨论，8所学校老师对项目进展有

了更进一步了解，为项目后续做好铺垫。 

 

 

 

 

 

 

 

 

 

 

2）运动汇 8所项目学校操场硬件设施安装 

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在本月开始正式在 8所项目学校进行操场硬件设施安装。操场安装的硬件物资

7月 31日到达大安区牛佛镇，8月 1日起从大安区牛佛镇送往 8所项目学校，共用时两天。8月 1日

开始，操场硬件设施安装从牛佛镇罗塘坝小学开始，按照沙溪小学、二十七中、鸿鹤坝小学、大湾井

小学、三十五中、山林小学、漆树小学的顺序进行操场安装。 

 

3）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 8所项目学校老师培训纪实 

2020 年 8 月 2 日，由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主办，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承办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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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20 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基础教师培训“在四川绵阳召开。来自云、贵、川、渝项目学

校老师以及执行机构的成员等共 110余人参与此次培训。旨在通过基础教师培训提升乡村一线体育教

师的教学能力，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从体育活动中受益。 

8月 3日上午，在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理事长刘建峰介绍下“2020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

基础教师培训正式启动。本次由首都体育学院“希望九洲”体育公益团队针对儿童身体发育、情感发

展等特点，带领老师们开展为期三天分为室内理论与室外实践课程。 

室内课程涵盖了室内运动汇组织、说课与微格课设计、体育教学活动设计要点、体育课堂管理与

操作理念、青少年心里发展特点等理论知识；室外包括了校园游戏节组织实施、协调敏捷素质练习方

法、“校园跑”组织与实施、集体性游戏活动组织实施等实践课程。 

今年新增了优秀教师分享环节，分享的优秀老师正是我们 19 年项目学校自贡沿滩区的尹贤江老

师，尹老师从项目落地学校后，从学校设施器材到体育理念的改变到逐渐受到各方的支持，给大家分

享了一路历程。 

 

 

 

 

 

4）阿里巴巴在沿滩区黄市镇山林小学拍摄宣传视频 

应阿里巴巴公益的需求，在沿滩区黄市镇山林小学拍摄宣传视频，8月 4日，自贡市灵犀义工联

合会的工作人员与阿里巴巴公益以及壹基金成都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随同摄制组工作人员来到山林小

学进行拍摄。灵犀工作人员事先同摄制组工作人员联系询问了拍摄需求，与学校工作人员联系邀请到

了 20名同学协助本次拍摄。上午 10点开始拍摄工作，由于天气炎热，拍摄任务重，灵犀工作人员与

小朋友玩游戏来安抚小朋友，小朋友们也非常配合摄制组进行拍摄；下午四点半拍摄结束。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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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0年自贡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操场硬件设施安装验收 

8月 9日开始，自贡市灵犀义工联合会壹乐园运动汇项目负责人李长枫陪同自贡市大安区教育局、

沿滩区教育局、自流井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到 8所项目学校对操场以及篮球架、足球框等设施进行验收

工作。教育局工作人员在验收过程中对操场的材质以及安全性、设施的生产厂家进行了询问以及了解，

全面认识了新操场，教育局工作人员对项目操场设施都非常满意，8所项目学校的运动场硬件设施安

装通过了教育局工作人员的验收。 

 

 

6）项目学校老师暖心回信 

8月 8日，自贡市 8所项目学校的运动场安装完毕过后，项目学校的老师们将在绵阳参加的培训

与看见学校的新操场的感想一同回信给了灵犀义工。老师们在字里行间中对项目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

谈到同学们开学看见新操场之后的喜悦以及在经过绵阳的培训过后学习到许多新的体育理念，将在教

学时做到实际运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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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沙溪小学洪灾 

8 月中旬由于天气变化，自贡市的沱江沿岸面临洪灾威胁。沙溪小学每年夏季都会面

临洪灾威胁，因此在沱江预警之前，学校为了不让新安装好的运动场被洪水损坏，将运

动场拆卸过后，单独存放，待洪水退去后将组织老师们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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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0 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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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报道 

自贡 10名老师赴绵阳参加 2020年壹基金·运动汇教

师基础培训

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eye-opener/20

20/0806/49647.html 

/ 

2  

亚传网 

自贡 10名老师赴绵阳参加 2020年壹基金·运动汇教

师基础培训

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0806/7

612.html 

/ 

3  

四川影像网 

自贡 10名老师赴绵阳参加 2020年壹基金·运动汇教

师基础培训

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0806/2352.h

tml 

/ 

4  

今日头条 

自贡 10名老师赴绵阳参加 2020年壹基金·运动汇教

师基础培训

https://www.toutiao.com/i6857817107736986126/ 

 

 

/ 

5  

搜狐 

自贡 10名老师赴绵阳参加 2020年壹基金·运动汇教

师基础培训

https://www.sohu.com/a/411812804_500871 

 

/ 

6 凤凰网 自贡 10名老师赴绵阳参加 2020年壹基金·运动汇教

师基础培训

https://feng.ifeng.com/c/7yiUBhQiT5v 

 

/ 

7 腾讯 自贡 10名老师赴绵阳参加 2020年壹基金·运动汇教

师基础培训 

https://page.om.qq.com/page/Ot0X8YE1QqB3ilCAf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eye-opener/2020/0806/49647.html
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eye-opener/2020/0806/49647.html
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0806/7612.html
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0806/7612.html
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0806/2352.html
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0806/2352.html
https://www.toutiao.com/i6857817107736986126/
https://www.sohu.com/a/411812804_500871
https://feng.ifeng.com/c/7yiUBhQiT5v
https://page.om.qq.com/page/Ot0X8YE1QqB3ilCAfoyoeta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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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川北营山县： 

oyoetaw0 

8 一点资讯 自贡 10名老师赴绵阳参加 2020年壹基金·运动汇教

师基础培训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Q8NpphH 

 

/ 

9 人民日报客

户端 

自贡 10名老师赴绵阳参加 2020年壹基金·运动汇教

师基础培训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15071152

/rmh15071152 

 

/ 

10 伙伴机构 

微信公众号 

古铜色皮肤的超人来啦！！！ 

https://mp.weixin.qq.com/s/qkB-bNErzAGwDhbhQi

6gvQ 

 

111 

11 伙伴机构 

微信公众号 

来看看老师们的反馈 

https://mp.weixin.qq.com/s/oPAq4rf7EUyx-6LuNt

eXXg 

58 

12 伙伴机构 

微信公众号 

这个暑假有一群体育老师去绵阳学秘籍去啦！ 

https://mp.weixin.qq.com/s/b2X6cst6EIuq8sRDeO

HrPQ 

 

460 

13 伙伴机构 

微信公众号 

壹乐园·运动汇|致敬辛勤的园丁们！ 

https://mp.weixin.qq.com/s/QkaKyEmyXaupQ2JN6M

ktGA 

 

23 

14 伙伴机构 

微信公众号 

壹乐园·运动汇|小小志愿，大大收获 

https://mp.weixin.qq.com/s/65GfB9RH_Vpx_7DXz7

a_Nw 

52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page.om.qq.com/page/Ot0X8YE1QqB3ilCAfoyoetaw0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Q8NpphH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15071152/rmh15071152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15071152/rmh15071152
https://mp.weixin.qq.com/s/qkB-bNErzAGwDhbhQi6gvQ
https://mp.weixin.qq.com/s/qkB-bNErzAGwDhbhQi6gvQ
https://mp.weixin.qq.com/s/oPAq4rf7EUyx-6LuNteXXg
https://mp.weixin.qq.com/s/oPAq4rf7EUyx-6LuNteXXg
https://mp.weixin.qq.com/s/b2X6cst6EIuq8sRDeOHrPQ
https://mp.weixin.qq.com/s/b2X6cst6EIuq8sRDeOHrPQ
https://mp.weixin.qq.com/s/QkaKyEmyXaupQ2JN6MktGA
https://mp.weixin.qq.com/s/QkaKyEmyXaupQ2JN6MktGA
https://mp.weixin.qq.com/s/65GfB9RH_Vpx_7DXz7a_Nw
https://mp.weixin.qq.com/s/65GfB9RH_Vpx_7DXz7a_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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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月 3日，营山县巾帼志愿者协会“壹乐园运动汇”项目负责人罗军带领 10名项目学校体育

教师到绵阳参加项目基础培训，培训过程中，体育老师们深感体育教学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通过罗

军与各校体育老师的沟通交流，鼓励大家对体育教育教学有信心，愿意在下学期开学后通过社会组织

的优势资源，和各校体育老师一起推动体育教学工作，并希望在未来影响和带动更多学校，认真做好

体育教学工作，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2）8月 7日开始，壹乐园运动汇多功能运动场开始陆续在 10个项目学校安装，营山县巾帼志愿

者协会相关项目负责人加强了与安装运动场工作人员的联系，积极协调各校校长安排专人接待并协助

工作人员到校安装，同时，安排人员给场地安装工作人员送西瓜、冰水和解暑药品，8 月 14 日，10

个运动场顺利安装结束。 

 

 

3）8月 19日，营山项目组负责人杨漩、罗军一起到云南昆明参加项目中期培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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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平台：伙伴机构微信公众号 

文章名称：捐赠 120万，壹基金支持营山 10所乡镇学校建运动场！ 

相关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wbDDDMKdyccv2xGmGg9Ng 

 

（7）山西和顺县： 

1）再大的风雨，也挡不住我们“激动”的心。  

8月份壹乐园项目在和顺县的五所项目校，收到了运动汇项目器材包。在地伙伴雨中进行了接收

并核对。 

 

2020 年八月项目校收到器材后接收清点 

 

2）交接完成后设施安装工作在五所项目校陆续开展 

在器材交接完毕后与五所项目校设施安装工作陆续开展，让原本地面较差的水泥地逐渐鲜亮起来，

开学在即伙伴和安装师傅积极努力，将给孩子们带来一个全新的操场，一片可以释放自我的小天地。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jwbDDDMKdyccv2xGmGg9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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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人员参加中期培训 

在接到项目组培训通后，组织人员前往云南昆明参加了，壹乐园项目的中期培训，在培训中更深

入的了解了项目的发展方向，希望我们能为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欢乐。 

 

 

 

 

 

 

 

 

 

传播平台：伙伴机构微信公众号 

文章名称：走进壹乐园|山西天龙救援队作为协调机构前往平顺实地调研项目进展  

相关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9aDctl6ZunYZYdhicY8yg 

 

（8）山西平顺县： 

目前项目安装完成，准备 9月开展教师二级培训会议。 

部分传播链接如下： 

 

序号 传播类型 传播链接 传播阅读量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29aDctl6ZunYZYdhicY8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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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陕西志丹县： 

1）进入各学校施工。 

7 月 30 日施工队进入志丹县城关小学，开始运动汇篮球场铺设工作，西安市莲湖区赢在生存公

益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宇到项目学校协调并配合开展施工工作。 

 

志丹县城关小学安装现场                               运动汇场景 

 

2）志丹县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验收总结会 

8月 7日，在志丹县红都小学举办“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竣工座谈会”，西安市莲湖区赢在

生存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刘文化、汉中市扶贫办副主任许登贤、志丹县教体局党组副书记苏红林及项目

（截止 2020 年 9 月 10 日） 

1 伙伴机构 

微信公众号 

悦康社工带领乡村教师参加 2020 年壹基金壹乐园运

动汇教师基础培训 

https://mp.weixin.qq.com/s/E57t2G2rRPhBZNCvoz

gJ7Q 

 

113 

2 伙伴机构 

微信公众号 

这个夏天，我拼尽全力把爱铺在了整个操场 

https://mp.weixin.qq.com/s/EKCDw5_k46T2tXBPsf

n7Nw 

104 

3 伙伴机构 

微信公众号 

走进壹乐园|山西天龙救援队作为协调机构前往平顺

实地调研项目进展 

https://mp.weixin.qq.com/s/29aDctl6ZunYZYdhic

Y8yg 

42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E57t2G2rRPhBZNCvozgJ7Q
https://mp.weixin.qq.com/s/E57t2G2rRPhBZNCvozgJ7Q
https://mp.weixin.qq.com/s/EKCDw5_k46T2tXBPsfn7Nw
https://mp.weixin.qq.com/s/EKCDw5_k46T2tXBPsfn7Nw
https://mp.weixin.qq.com/s/29aDctl6ZunYZYdhicY8yg
https://mp.weixin.qq.com/s/29aDctl6ZunYZYdhicY8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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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上，项目负责人就项目实施的目标及要求做详细讲解，西安市莲湖区赢在生存公益服务中心

主任刘文化关于项目实施的价值和意义做发言，希望各学校以运动汇项目为契机，发展校园文体工作，

重注儿童素质教育。各学校就项目物资后期管理及活动开展做表述。 

 

 

3）我的校园我建设 

志丹县双河镇侯市小学小朋友们知道学校要建设新的篮球场，临近学校的小朋友就来到学校观看。

后来，小朋友们主动帮忙，协助安装的大哥哥完成铺设工作。小朋友们非常聪明，操作了一会就学会

了安装，自己拿着就安装起来啦。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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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逸轩、卢惜雨、贾裴雯开学都上四年级，他们是同班同学，知道学校要建设新的篮球场，就越

好一起过来看看，没想到自己还能亲手参与篮球场的建设，他们非常开心。 

 

 

施工前                                        施工后 

 

（9）陕西宜君县： 

1）进入各学校施工 

8月 8日施工队进入宜君县雷塬中心小学，开始运动汇篮球场铺设工作，西安市莲湖区赢在生存

公益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宏轩到项目学校协调并配合开展施工工作。 

 

物资接收                                    施工现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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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                                    施工后 

 

2）家校联动，校园建设共参与 

8月 9日，项目工作人员、施工组和五里镇中心小学志愿者师生及家长投入到了紧张又激动人心

的拆分、整理材料和安装工作中去，师生们将海蓝色的篮球场专用软板用自己的双手一块一块拼接在

一起，铺在篮球场地上的时候，脸上浮现出惊喜、满意的笑容，看着篮球场地经过布置变成崭新的多

功能运动场，孩子们兴奋地说道：以后不仅可以在这里玩游戏，还可以踢足球、打篮球呢。 

 

教师、家长、学生安装现场 

 

（3）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中期培训 

8月 19-22日，西安市莲湖区赢在生存公益服务中心项目组成员参加展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

中期培训，项目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按要求参加培训，学习项目管理及财务知识。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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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伙伴合影 

 

传播平台：宜君县人民政府网 

文章名称：爱心助力乡村教育 温情播撒儿童心田 

相关链接： 

http://www.yijun.gov.cn/info/content.jsp?tm_id=91&info_id=81604&from=singlemessage 

 

（10）甘肃临洮县： 

1）操场安装及验收资料反馈 

 8月，壹乐园运动汇项目临洮县 10所项目学校多功能运动场全部安装完毕，教育局、学校、中

心盖章签字的验收单反馈已提交项目组。截止目前，硬件已全部完成，九月份学校开学后，操场正式

交付使用。 

 

2）培训学习情况 

8月 20日—22日，壹基金·壹乐园 2020年中期培训在昆明举行，甘肃在地机构项目负责人和财

务参加了此次培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 38家执行机构及 66位项目执行伙伴系统深入学习了项目管理、

执行、软件设计、财务及传播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并对项目前期的执行情况作出总结和反思。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www.yijun.gov.cn/info/content.jsp?tm_id=91&info_id=81604&from=single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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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交年度工作计划 

为了更好的推动项目执行，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提高项目执行效率，项目负责人做下半年工作

计划，以后项目执行按照事先设定的策略、方法、完成及时间要求，完成各项工作目标。 

4）整理教师基础培训心得：10所项目学校体育教师参加基础培训后提交培训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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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0 日） 

1 温暖定西

Love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临洮县运动场

安装 

https://mp.weixin.qq.com/s/LYbCiS6TVBjxl2Q-eQ

VL_g 

 

/ 

2 温暖定西

Love 

壹基金 2020年壹乐园运动汇项目——临洮县运动场

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

https://mp.weixin.qq.com/s/RBOdKdYPacm1tepXGl

ukCg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LYbCiS6TVBjxl2Q-eQVL_g
https://mp.weixin.qq.com/s/LYbCiS6TVBjxl2Q-eQVL_g
https://mp.weixin.qq.com/s/RBOdKdYPacm1tepXGlukCg
https://mp.weixin.qq.com/s/RBOdKdYPacm1tepXGluk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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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甘肃礼县：协调项目县督导走访 

7月 28 日，壹基金儿童发展部、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同事一行分别前往祁山镇

九年制学校、盐官镇新中川小学、马河乡九年制学校就壹乐园运动汇项目的开展情况进行了项目

督导走访。 

在祁山镇九年制学校，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总干事虎孝君老师介绍了壹乐园项

目实施背景以及礼县落地情况，壹基金儿童发展部主任杨建和黄校长进行了深层次交流，就壹乐

园运动汇项目学校诉求进一步了解；在盐官镇新中川小学，针对体育场运动设施设备管理，给学

校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在马河乡九年制学校，与学校朱老师深入沟通，了解到农村留守儿童现状，

发现新的问题和需求。 

3 温暖定西

Love 

壹乐园运动汇——体育教师基础培训 

https://mp.weixin.qq.com/s/D9c3y13mwEaFC9OuWR

vSgg 

/ 

4 临洮教育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在我县顺利实施 

https://mp.weixin.qq.com/s/MoN_B3_UAGa-R4WmA2

T87Q 

/ 

5 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临

洮县委员会 

壹乐园“蓝色海洋”我们来了 

https://mp.weixin.qq.com/s/q69kFtL6XgdkXkzdkI

oe6g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D9c3y13mwEaFC9OuWRvSgg
https://mp.weixin.qq.com/s/D9c3y13mwEaFC9OuWRvSgg
https://mp.weixin.qq.com/s/MoN_B3_UAGa-R4WmA2T87Q
https://mp.weixin.qq.com/s/MoN_B3_UAGa-R4WmA2T87Q
https://mp.weixin.qq.com/s/q69kFtL6XgdkXkzdkIoe6g
https://mp.weixin.qq.com/s/q69kFtL6XgdkXkzdkIoe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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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黄校长交流                            2 与朱老师沟通 

 

3 新中川小学合影                                     4 新球场 

 

（12）甘肃武山县：第五次联合走访 

按照项目组的统一计划，在武山县教育局的支持下，我协会项目组同事对目前已建成的 10所项

目硬件设备进行走访，连同县教育局进行物资的签收。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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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甘肃东乡县：东乡县教育扶贫暨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多功能运动场项目启动仪式 

由深圳壹基金资助、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协调，东乡县教育局指导，康乐崇善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执行的“东乡县教育扶贫暨 2020 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多功能运动场项目启动仪式”

于 2020年 7月 27日在东乡县河滩镇苏孟学校顺利开展。启动仪式由东乡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汪益淬

主持。 

 

 

 

 

 

 

 

 

2、音乐教室 

（1）安徽金寨县： 

1）安徽在地公益伙伴协调教师参与线上培训、答疑：教师学习线上培训课程的操作流程解读，

部分操作问题一对一沟通等； 

2）音乐教室器材发货接收、转运：由于天气原因造成的发货问题，与发货方联系即时沟通情况，

两批物资已于 8 月 4 日同期抵达项目接受点，通过与项目校及教育局沟通，决定将物资直接转运到各

http://www.onefoundation.cn/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www.onefoundation.cn                

电话：0755-25339511     传真：0755-25332611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号鸿昌广场 55楼（邮编：518000） 

22 
 
 
 

校，现阶段物资已经全部发放至各项目校； 

3）签收单：与教育局沟通签收材料盖章，并寄送至项目组； 

4）音乐教室中期培训：项目人员前往参加项目中期培训会议。 

 

（2）川南雷波县： 

8 月底，西昌健康艺术团工作人员一路颠簸到达雷波县，进行音乐教室项目物资到达后的第一次

校园实地访点。在地伙伴到达了物资仓库，并联系到当地居民协助搬运物资。音乐教室安装完成后，

雷波县 10 所学校的音乐教室将带领这里的少数民族孩子们走向更规范、更专业的音乐学校之路。 

. 

 

 

（3）川南冕宁县： 

音乐教室项目相关物资到达冕宁县，项目伙伴向教育局工作人员及校长详细介绍了音乐教室项目

的基本情况、装修流程以及项目实施方式。项目伙伴向教育局工作人员及项目校校长纷纷表示，他们

将用好用活音乐教室项目，让项目校的孩子们的音乐教学走向更高方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www.onefoundation.cn                

电话：0755-25339511     传真：0755-25332611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号鸿昌广场 55楼（邮编：518000） 

23 
 
 
 

 

 

 

（4）甘肃渭源县： 

1）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壹乐园项目前期工作 

甘肃省在地公益伙伴，实地走访了解调查了每所学校的教室情况，包括学校受益人数，协调

项目实施方案等内容。项目在地公益伙伴像学校分享了音乐教室项目的情况、安装流程，并与项

目校负责人沟通协商学校音乐教室改造具体方式，力求统一安装，达到设计预期。 

 

 

2）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壹乐园项目准备工作 

7月 28日至 8月底，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 10所学校统音乐教室项目已落地，音乐教室项目的乐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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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包、物资、电器物资等均已签收。现在已与各学校协商完毕，开始改造安装工作，项目执行机

构人员全程跟进。 

 

（5）陕西柞水县： 

八月初，物资到货，联系教育局以及项目学校接收物资，准备安装。 

 

八月底，前往云南昆明参加项目中期培训。 

 

 

（6）山东潍坊市潍城区： 

1）山东潍城区：项目学校音乐教室装修 

7 月 30 日，在壹基金装修物资送达后，音乐器材包也随后送达。该地区项目官员提前和项目组

对接相关物资，核对音乐包的器材情况。根据项目学校各个地理位置，执行机构选择合适场地接收壹

基金音乐器材，联系各个学校将装修物资和音乐器材搬到各自学校。7 月 31 日，在项目官员的全程

配合下，项目学校完成了音乐包的接收。 

8月 1日，潍坊市潍城区远航社会组织发展中心项目官员宋树云联络 8所项目学校校长，就项目

教室装修事宜做了详细的沟通对接工作，协调学校项目教室的突发情况。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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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日，项目官员了解到共有四支装修队伍在对 8所学校进行装修，8月 2日至 8月 25日，项

目官员在装修项目上主要的工作是协调物资分配。 

 

项目官员在于河街办实验小学（左）和文庄小学走访项目教室装修情况（图片说明） 

 

2）学校走访及学生假期音乐学习 

暑假期间，各项目学校音乐教师在壹基金的支持下，有了线上培训的机会，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

得到极大的提升，执行机构支持、鼓励并提倡各参训音乐教师，利用线上培训学来的知识，采取线上

音乐教学的方式，对有音乐天赋及渴求音乐知识的学生，在假期对其进行指导，并将相关视频和资料

制作成微信链接对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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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0日） 

1 伙伴机构 

微信公众号 

舞台的高光，从此与他们有关

https://mp.weixin.qq.com/s/T8_TjolxO_rg_PDbXxDX

nw 

3365 

2 伙伴机构 假期里的“清闲”，积攒的是爱 63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T8_TjolxO_rg_PDbXxDXnw
https://mp.weixin.qq.com/s/T8_TjolxO_rg_PDbXxDX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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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Xb-gbK0aQrLOOqw2NCPB

ng 

3 伙伴机构 

微信公众号 

这次培训，我们满载而归！

https://mp.weixin.qq.com/s/xpm6kGu31_sgLwy1-n7T

fA 

6 

4  

伙伴机构 

微信公众号 

 

2020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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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QbbeeZiCex32Qp9wc

bw 

 

7 

5  

齐鲁新闻网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项目，山东潍坊志愿者分享经验

http://www.cnqilu.com.cn/xinwen/202008242188.ht

ml 

 

/ 

6 今日头条 潍坊志愿者参与全国公益项目培训，壹基金在潍坊有大

动作

https://www.toutiao.com/i6864530317454082572/ 

 

/ 

7 大众网 这场公益大聚会，有潍坊志愿者的身影 

http://weifang.dzwww.com/mshshh/202008/t2020082

5_17375201.htm 

/ 

8 凤凰网 潍坊志愿者参与全国公益项目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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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齐鲁晚报 潍坊志愿者参与全国公益项目培训 

http://jrwf.qlwb.com.cn/2020/0825/1486094.shtml 

/ 

10 潍坊在线网 全国公益项目培训，潍坊志愿者亮相！ 

http://i.zenyao.cn/202008/5372925.html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Xb-gbK0aQrLOOqw2NCPBng
https://mp.weixin.qq.com/s/Xb-gbK0aQrLOOqw2NCPBng
https://mp.weixin.qq.com/s/xpm6kGu31_sgLwy1-n7TfA
https://mp.weixin.qq.com/s/xpm6kGu31_sgLwy1-n7TfA
https://mp.weixin.qq.com/s/Cp1QbbeeZiCex32Qp9wcbw
https://mp.weixin.qq.com/s/Cp1QbbeeZiCex32Qp9wcbw
http://www.cnqilu.com.cn/xinwen/202008242188.html
http://www.cnqilu.com.cn/xinwen/202008242188.html
https://www.toutiao.com/i6864530317454082572/
http://weifang.dzwww.com/mshshh/202008/t20200825_17375201.htm
http://weifang.dzwww.com/mshshh/202008/t20200825_17375201.htm
https://feng.ifeng.com/c/7zCqmgTIrCP
http://jrwf.qlwb.com.cn/2020/0825/1486094.shtml
http://i.zenyao.cn/202008/53729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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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组 

（1）项目硬件工作 

运动场：除了壤塘县因为洪水季节和东北开始因为疫情原因推迟了发货之外，其余项目县硬件都

已经陆续发货了且持续安装中，安装工作因个别项目校有因面积不够造成安装进度缓慢之外，其余都

顺利进行；签收单也已经在回收中。 

音乐教室：除了新疆，其余地方都发货完成，安装工作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目前没有遇到特

别的困难和问题，项目组持续跟进；签收单也在回收中。 

 

（2）项目软件工作 

8月共进行了 2场体育教育的基础培训，桑枣场和湖南场，都顺利完成项目培训工作，后续总结

工作陆续进行； 

11 今日头条 潍坊市 8所音乐教室改造基本完工，孩子们开学将迎来

“惊喜” 

https://www.toutiao.com/i6864530051447128584/ 

/ 

12 网易 开学惊喜，壹基金在潍坊的音乐教室建成了！ 

https://dy.163.com/article/FKS3HGP40522SVTQ.htm

l?referFrom= 

/ 

13 搜狐网 山东潍坊八所学校的孩子们开学将迎来“惊喜” 

https://www.sohu.com/a/414696255_120627996 

/ 

14 山东在线 山东潍坊的孩子开学将迎来壹基金的“惊喜大礼包” 

http://www.theshandong.com/v1/482943.aspx 

/ 

15 齐鲁晚报 乡村音乐教育改善，引入社会力量才能实现“输血”变

“造血” 

http://jrwf.qlwb.com.cn/2020/0726/1484377.shtml 

/ 

16 山东新闻网 潍坊志愿者参与全国公益项目培训 

http://www.sdnewsw.com/202008/25405850.html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www.toutiao.com/i6864530051447128584/
https://dy.163.com/article/FKS3HGP40522SVTQ.html?referFrom=
https://dy.163.com/article/FKS3HGP40522SVTQ.html?referFrom=
https://www.sohu.com/a/414696255_120627996
http://www.theshandong.com/v1/482943.aspx
http://jrwf.qlwb.com.cn/2020/0726/1484377.shtml
http://www.sdnewsw.com/202008/254058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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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0-22日，完成项目伙伴的中期培训，培训中总结今年上半年壹基金壹乐园项目的实施情况，

提升学习在项目管理、财务、传播等方面的技能。 

 

（3）创新项目 

截止目前创新项目完成 2020 年足球项目协议签署 4 家，组建足球队 28 队，山西沁园已建球队、

未签协议；完成 19年“绿茵小将”延续项目协议签署 4家，组建球队 36队，开学季黑龙江、达州将

组建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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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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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光山宴河乡小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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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书籍已到达学校；图书馆木结构门窗、玻璃，外墙、顶面等施工已完

工。 

③甘肃礼县西城小学图书书籍已到达学校；木结构墙体施工，图书馆屋顶施工；开始地砖铺贴工

作进展进行中，由于受下雨以及灾害影响，暂停施工。 

④四川壤塘伊里小学本周基础施工中，预计下周完成，木结构主材准备就绪。 

⑤甘肃渭源新寨小学图书书籍已到达学校；木结构主体建设完成，进行木结构墙体施工完成，墙

体施工施工已完成；本周完成玻璃安装，开始图书摆放。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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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山西平顺石城小学图书馆木结构完成竣工验收。家具设备安装完成，运营管理系统一对一培训

完成。本周无新进展。 

⑦河北灵寿北庄完小木结构墙体施工完成，墙体施工施工已完成；本周完成玻璃安装。 

⑧山西壶关百尺明德小学图书木结构竣工验收，家具已安装。 

 

山西平顺石城小学木结构框架建设完成，门窗、地砖等铺设已完成 

河南光山宴河乡小学主体结构件建设进行中 

 

 

山西壶关百尺明德小学竣工验收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