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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壹乐园计划月报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2020年 9月，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壹乐园全年实施【432】个项目点（其中多功能运动场【287】

个，音乐教室【145】间），目前多功能运动场已安装完成【283】个，音乐教室已全部发货、安装完

成【65】间。共有【46】家项目执行机构参与项目，其中音乐教室执行机构【15】家，运动汇执行机

构【31】家。项目硬件除湖北巴东等因运动器材包未到货，其他区县均已完成签收，硬件验收陆续开

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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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平顺石城小学【4】所学校，新学期开课，图书馆书籍整理入库，并逐步对师生开放。其余

【7】所项目校建设中。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音乐教室 

 

1、山东潍城区： 

（1）开学季走访 

9月 1日，山东潍坊潍城区部分学校陆续开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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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对接，确认 8间项目教室可以投

入使用。项目官员在确认 8所项目学校开学以及音乐课开课时间后，分别走访了 8所项目学校，并及

时记录下孩子们进入音乐教室的第一现场镜头。 

项目官员通过视频、图片和文字等方式记录下孩子们在新学期开学返校时第一眼看到崭新的音乐

教室的第一反应，表现孩子们对于项目的喜爱和期待。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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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官员在项目学校走访开学季情况 

 

（2）与新任项目学校校长对接 

经沟通，山东潍城经济开发区豪德小学校长崔春明对壹基金音乐教室项目大力支持，并安排韩雪

青作为新的对接教师，与项目官员进行沟通。潍坊市潍城区军埠口镇文庄学区小学新任校长毛倚松对

项目也大力支持，考虑到将利用音乐教室开展本校特色课程，还安排该校吕剧音乐教师崔艳芳与项目

官员对接，确保后续特色课程正常推进。 

 

（3）教师节走访和访谈 

9 月 10 日，当天是教师节，项目官员再次走访了 8 所项目学校，与学生、教师们共度教师节。

项目官员还选取了有特点、有故事的几名音乐教师，由其讲述音乐教室给学生、给教师的影响，以及

他们在前期培训中的收获。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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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官员在教师节当天，走访项目学校文庄小学（左）、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右）等学校 

 

（4）铭牌物资对接和使用 

项目官员及时沟通生产厂家及项目组，进行铭牌的发放，取得了安装及使用的视频，确保了一体

机正常用于音乐教育教学。 

 

（5）项目教室验收时间和启动仪式确认 

9 月 1 日至 25 日，项目官员分别前往八所学校的音乐教室，拍摄教室与改造前后的变化情况，

并向潍城区教育和体育局发函，约定九、十月份之间，将前往各项目学校验收项目教室，并举行音乐

教室启动仪式，提前邀请相关媒体和市、区（镇）级领导参加启动仪式。 

 

（6）媒体合作和壹基金项目推广 

当月对文庄小学非遗进校园，以及壹基金音乐教室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大力推广宣传，得到了

校长及潍城教体局的认可。 

 

（7）为孩子争取线下音乐课，组织特色课程 

9月份以来，山东省潍城区小学开学，多所小学学生迎来返校后第一节音乐课。得知部分学校认

为音体美属于“副科”，且部分教学课本不足时，潍坊市潍城区远航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工作人员与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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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沟通，让其意识到音体美等课程的重要性，确定每周一节音体美课程。 

在项目官员的协调下，各学校开展了合唱、舞蹈、吕剧表演等本校特色活动。 

 

（8）传播链接汇总： 

A、图文信息推送 

1、壹基金音乐教室 | 确认过眼神，这就是我想要的教室！（阅读量 3000余人次）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cBamEpcZP7CDPzuYTYQJA 

2、壹基金音乐教室 |我们的“放牛班”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ncDjM3fBj4XMPPVrygFiw 

3、壹基金音乐教室 |乡村校长毛倚松：音乐必将成为孩子成年后的刚需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2fzShuZrmC1EKvCEx4YNA 

4、壹基金音乐教室 | 大众网等多家新闻媒体关注潍城区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Q3m-GMOCHrKCF78q57nHg 

5、壹基金音乐教室 |非遗吕剧进校园 新教室有了新色彩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CBJy9_qB-d27SuV86-W6g 

 

B、新闻媒体推送 

1、非遗吕剧进校园 新教室有了新色彩 

今日头条 https://www.toutiao.com/i6876043901526868484/ 

2、非遗吕剧进校园 新教室有了新色彩 

大众网 http://weifang.dzwww.com/mshshh/202009/t20200924_17380336.htm 

3、非遗吕剧进校园 新教室有了新色彩 

齐鲁新闻网 http://www.cnqilu.com.cn/zixun/202009242198.html 

4、非遗吕剧进校园 新教室有了新色彩 

山东新闻网 http://www.sdnewsw.com/202009/24409274.html 

5、非遗吕剧进校园 新教室有了新色彩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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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在线网 http://i.zenyao.cn/202009/5402524.html 

6、非遗吕剧进校园 新教室有了新色彩 

东方资讯网 https://mini.eastday.com/a/200924224557266.html 

7、非遗吕剧进校园 新教室有了新色彩 

凤凰新闻网 https://ishare.ifeng.com/c/s/801smM5GMYwl 

8、非遗吕剧进校园 新教室有了新色彩 

齐鲁晚报 http://jrwf.qlwb.com.cn/2020/0825/1486093.shtml 

 

2、吉林和龙市： 

（1）音乐教室有序安装中： 

2020 年 9 月，吉林省和龙市壹基金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整体进展顺利，各学校协调施工队进行

安装，现已安装完成的有 5所项目校。 

 

 
安装完成的效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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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的效果 

 

 

孩子惊喜的表情 

 

3、新疆阿克苏市： 

（1）线上培训工作 

8月 26日至 9月 18日期间，新疆阿克苏执行伙伴李娜督促部分项目学校音乐教师上传初级线上

培训作业；8月 27日至 9月 13日，组织项目学校音乐教师参加壹基金新疆项目组安排的各类线上培

训课程。 

以下为部分培训照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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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音乐教师 9月“TA们的老师”主题故事采访工作 

9月 9日至 9月 12日，项目伙伴前往项目学校进行“TA 们的老师”主题故事音乐教师采访工作。 

以下为部分采访图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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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疆项目组线上课堂活动 

9 月 11日至 9月 22日，伙伴前往依干其乡巴格其村小学、拜什吐格曼乡中心小学等项目学

校进行音乐教室安装工作。 

以下为部分安装图片： 

 

 

（4）传播链接汇总： 

1）TA们的老师 | 每一名音乐老师都是一个天赐的精灵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n1O5b0yIyJ-5lRS-AqwXw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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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A们的老师 | 遗憾，或许是为了下次更浓烈的相遇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p5lrjqcbbG8Pb2xg5F6Hw 

     

3）开学第一眼 | 方格子里认真码起来的，是孩子们眼中的音乐教室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LUP1tobnKA0BwvEVBl6EA 

 

  4）TA们的老师 | 是什么让她向一名专职音乐老师慢慢靠近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AW-iXqWEhWhGjcdyCCMw 

 

  5）TA们的老师 | 她拿什么“搞定”全校公认不好管的班？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YtYySC2OuyyPJ9TsCavXw 

 

6）微博链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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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4553181886808243?_wb_client_=1 

7）抖音短视频链接： 

音乐老师的日常 娜怎么聊系列之听听 Ta们的心里话～https://v.douyin.com/JDjXXYk/  

 

4、川南冕宁县： 

2010年 9月 12日，负责项目的的黄老师、唐老师还有负责装修项目负责人一同前往冕宁县 9所

学校与各校学校老师代表对已经安装好的音乐教室场地进行现场验收，每到一个学校，大家对场地面

积是否增减、材料是否齐全、产品颜色是否均匀、场地是否有起鼓现象等方面进行严格的检查验收。

教育局老师跟机构的老师每到一所学校都会反复叮嘱学校一定要爱护，一定要学以致用。各校也表示

一定会与老师进行沟通，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各校的校长与老师对音乐教室特别重视，希望以

后有机会提供其他方面的物资帮助学生，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学生日常生活设施。 

 

 

5、贵州荔波； 

目前贵州省荔波县已投入使用的 3个音乐教室，已经能根据学校现有的课程，使用音乐教室进行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4553181886808243?_wb_client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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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学生对新环境非常喜欢，对新的乐器十分感兴趣，很期待新的音乐课堂。老师表示，多媒体设

备给他们的教学带来很大的方便，希望能尽快掌握使用方法，能用多媒体给学生上课，提高教学质量，

丰富音乐课堂内容，让学生喜欢音乐，爱上音乐。学校方面，音乐教室落地之后，学校在音乐课堂方

面有了发展，改变了原来的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对音乐的兴趣。音乐教室整个的装修环境、硬件配

置，对学校的音乐教学也有了提质提量的作用。后期老师的学习体系，也提升了学校老师的水平。学

生方面，在与孩子们交流过程中，他们对音乐教室的环境很喜欢，对未来的音乐课堂很期待。 

 

运动汇 

 

1、黑龙江青冈县： 

（1）项目县教师二级培训工作开展 

9 月 17 日至 18 日，青冈县所有小学的近 40 人开展了教师培训。第一天培训以理论课程为主；

第二天培训实操与理论相结合。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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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冈县教师二级培训大合影 

 

（2）传播链接汇总： 

1. 【壹基金|运动汇】曾经的运动员，现在的体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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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壹基金|运动汇】来吧高老师，展示！ 

        https://mp.weixin.qq.com/s/dkC8Hf3u4BCyX2DdW-ndlA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wAcgOwpkVqAbqJpJOblKbQ
https://mp.weixin.qq.com/s/dkC8Hf3u4BCyX2DdW-nd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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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壹基金|运动汇】青冈所有小学体育教师培训完美落幕！ 

https://mp.weixin.qq.com/s/cRx0QaTH2RFyPwzptjoSAA 

4. 【壹基金|运动汇】姜老师：我只在电视上听过壹基金，没想到会出现在我身边。 

https://mp.weixin.qq.com/s/uRnOhNC76tEz_Xt9KO-Jlw 

5. 【壹基金|运动汇】我的体育老师，节日快乐！ 

https://mp.weixin.qq.com/s/NTETKI_CaTu3kQFeesp0iA 

6. 【壹基金|运动汇】镜头之下的你们 

https://mp.weixin.qq.com/s/f5PevVS8Xj0DaUuDHPQmOA 

7. 【壹基金|运动汇】助力教师培训 我们在行动 

https://mp.weixin.qq.com/s/wOw7wFSBurJ4DOjAbd0uqA 

8. 【壹基金·运动汇】你有一份礼物 请查收！ 

https://mp.weixin.qq.com/s/3pJW4vAajoxtqrlK2Wf5aw 

 

2、吉林通榆县： 

（1）开学入校那瞬间，孩子们表情亮了 

每年的 9月 1号，都是开学高峰期，通榆县的项目校也不例外，这一天孩子们都会整齐的来到学

校，开始新的一学期，为了拍摄孩子们开学之后，见到暂新篮球场的惊喜表情，当地伙伴起早就兵分

几路，各自去到项目校守候，只为孩子们来到学校之后，能第一时间拍到孩子们惊喜的表情，第一时

间看见孩子们的喜悦，第一时间了解孩子们的感受。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cRx0QaTH2RFyPwzptjoSAA
https://mp.weixin.qq.com/s/uRnOhNC76tEz_Xt9KO-Jlw
https://mp.weixin.qq.com/s/NTETKI_CaTu3kQFeesp0iA
https://mp.weixin.qq.com/s/f5PevVS8Xj0DaUuDHPQmOA
https://mp.weixin.qq.com/s/wOw7wFSBurJ4DOjAbd0uqA
https://mp.weixin.qq.com/s/3pJW4vAajoxtqrlK2Wf5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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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节给老师送去祝福，回访教师一路的感受和心得 

9月 7-9三天，当地小伙伴们陆续走进项目校回访体育老师，第一时间为他们送去节日祝福，同

时逐一了解了体育老师的变化、心得、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和体育教学工作的改变等等，通过每一次的

交流，更加的了解老师的动态，这样才能为接下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3）同发学校开展篮球友谊赛 

9 月 10 日，在通榆县同发学校开展了篮球友谊赛，一群英俊的少年自由的穿梭在篮球场上，他

们较量了技术，团结了友谊，彼此增进了沟通，让孩子们在强身健体的同时，素质教育提高了很多。 

 

（4）通榆县绿茵小将足球联赛拉开帷幕 

为了这一场期待已久的足球联赛，我们等了太久，在经过多方协调之后，最后确定 10月 14日在

通榆县蒙族学校开展足球联赛，教育局统一下发文件，各校抓紧练习，一次竞技，一次锻炼，为了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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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孩子们能在比赛中收获更大，我们我们精心准备这场球赛，所有人都在为这次赛会努力着，期待球赛

的早日到来。 

 

（5）传播链接汇总： 

1）壹乐园运动汇——让乡村儿童享受“快乐体育” 

https://mp.weixin.qq.com/s/IpggU32b6Dt7TU7ruiVHfw 

2）壹乐园运动汇•绿茵小将——不一样的足球联赛，一样的足球梦  

https://mp.weixin.qq.com/s/0LaX2gvxVzxoOWcqtlY2eA 

3）今日头条  吉林益仔 

壹乐园运动汇——让乡村儿童享受“快乐体育” 

https://m.toutiaocdn.com/i6875989878476112399/?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00944067&use_ne

w_style=1&req_id=2020092418410701012904808228029461&group_id=6875989878476112399 

4）今日头条   吉林益仔 

壹乐园运动汇•绿茵小将——不一样的足球联赛，一样的足球梦 

https://www.toutiao.com/i6876025005268795904/ 

 

3、云南元阳县： 

壹乐园运动汇开学第一课 

9月 2日，开学了，今天是开学的第一节体育课，元阳县各校体育老师结合培训内容都制定了各

自学校的教学课程。在接下来的教学课程里，项目学校体育老师会根据各自的教学设置，展开各自学

校有趣、快乐的体育教学。课堂教学中，同学们第一次体验到了不一样的教学内容，同学们都觉得这

次体育课过的很快，不知不觉中就下课了。新的课程改变不只关注学生学业成绩的单一总结性评

价方式，着眼于充分全面了解学生，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关注个别差异，了解学生

发展中的需要，发现发展学生的潜能，促进学生在自己的水平上发展。在体育教学中有认识培

养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还能使学生为了集体的荣誉而努力拼搏。比

如分成几个小组，选择需要互助合作才能完成的竞赛或游戏让学生比赛，比赛完后分析获胜或失败的

原因，让学生知道只有服从集体利益才能取胜，即使自己吃亏也是光荣的。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IpggU32b6Dt7TU7ruiVHfw
https://mp.weixin.qq.com/s/0LaX2gvxVzxoOWcqtlY2eA
https://m.toutiaocdn.com/i6875989878476112399/?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00944067&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92418410701012904808228029461&group_id=6875989878476112399
https://m.toutiaocdn.com/i6875989878476112399/?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00944067&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92418410701012904808228029461&group_id=6875989878476112399
https://www.toutiao.com/i687602500526879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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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川北自贡： 

（1）在开学前期，沙溪学校将操场重新组装 

8月中旬，沙溪小学面临洪灾威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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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洪水退去后，学校组织老师们与进消防救援队员一起清扫并重新进行安

装，为开学做好准备工作。如今孩子们已在操场上正常开展体育活动。 

 

 

（2）回访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鸿鹤坝项目学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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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自贡项目点）为确保项目高效有序的推进，特对项目学校

进行开学回访。在回访过程中，我们看到操场上很拥挤，班级较多，执行机构项目负责人与老师沟通

交流后得知，学校操场因下雨大多处于有水坑的现象，但壹乐园运动汇的操场却没有积水现象，受到

老师和学生的追捧，所以只要下雨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去抢占位置。就算不下雨，大家都喜欢在这上

面开展活动，这个运动场地简直成了我们学校的香饽饽。 

 

（3）为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学校一线老师送上教师节祝福 

9 月 10 日当天，项目负责人李长枫和相关工作人员一同，前往了自流井区鸿鹤坝、大安区和平

小学、大安区浙江快达小学等学校，为老师们送上教师节祝福。因为体育被认为是附属品，许多家长

不重视，所以在节日里往往会被忽略，但是体育教师也很辛苦，为了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也在操劳，所

以项目组悄悄为老师们带去了节日的问候，老师们接收到礼物后纷纷表示很暖心、很感动。壹基金壹

乐园运动汇项目落户到自贡已经是第三年，今年也是第一次尝试给体育老师们带来节日的问候。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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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回访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二十七中、大湾井等项目学校 

9月中旬，执行机构项目负责人与志愿者回访了自贡市第二十七中、自流井区大湾井等项目学校，

了解经过壹基金体育培训的教师在如何开展体育活动。经回访得知老师们现在的体育活动已与往常不

同，老师们运用所培训的体育知识让学生们体验更有趣更健康的体育课。据悉，有了壹基金赠送的体

育配套设施后，老师们为学生增加了体育项目，如二十七中的老师开始教学生们如何打排球；鸿鹤坝

小学的学生运动呼啦圈进行团队协作的体育活动；大湾井的学生开展了篮球操一系列的体育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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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传播链接汇总 

为爱续航·感恩有你——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自贡教师节特别篇 

1、中国报道：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eye-opener/2020/0912/50495.html?1600216795 

2、人民日报：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15817346/rmh15817346 

3、亚传网：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0912/7787.html?160021672 

4、四川影像网：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0912/2523.html?1600216727 

5、今日头条：https://www.toutiao.com/i6871608848176644612/ 

6、搜狐：https://www.sohu.com/a/417961207_500871 

7、凤凰：https://feng.ifeng.com/c/7ziKOe7Tr3g 

8、腾讯：https://page.om.qq.com/page/OX9S09nIgjtnrnTGFlLQKveA0 

9、新浪：

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s8e8.html?kdurlshow=1&wm=3049_00

47&from=edu 

壹乐园·运动汇 | 洪水退去后的温暖（微信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W11AlN4YkfGC5jozOz5xWg 

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 电量满满，开心满满 

https://mp.weixin.qq.com/s/Vu_2v9HV16dA_QRXzAG8ow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eye-opener/2020/0912/50495.html?1600216795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15817346/rmh15817346
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0912/7787.html?160021672
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0912/2523.html?1600216727
https://www.toutiao.com/i6871608848176644612/
https://www.sohu.com/a/417961207_500871
https://feng.ifeng.com/c/7ziKOe7Tr3g
https://page.om.qq.com/page/OX9S09nIgjtnrnTGFlLQKveA0
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s8e8.html?kdurlshow=1&wm=3049_0047&from=edu
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s8e8.html?kdurlshow=1&wm=3049_0047&from=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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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乐园·运动汇|开学啦，我的快乐回来了！（微信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ShJRUhI_nll7tnlEI4jx-g 

壹乐园·运动汇 | 老师们有了“秘籍”后，孩子们的体育课变得不一样了！（微信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Hqz6nkOr4ZkKLMsvnV0yrQ 

壹乐园·运动汇 | 看看绿茵小将们都在忙什么（微信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KYq0PufAVSQi28G3avOflw 

 

5、广东连平： 

2020 年 9 月，各大学校开始开课，假期培训教师培训授课学生，与学生友好游戏、交流，传达

壹基金运动汇项目以儿童发展为核心理念，通过实施儿童游乐设施和多功能运动场建设、体育教学器

材配备、体育教师专业能力培训、体育课程与活动开发，以及体育主题活动推广，提高学校体育教育

质量，促进儿童身体发育、情感发展和社会交往，帮助儿童在快乐中发展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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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汇运动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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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提高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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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学校开展体育活动 

项目组 

 

（1）创新项目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oPAq4rf7EUyx-6LuNteXXg
https://mp.weixin.qq.com/s/b2X6cst6EIuq8sRDeOHrPQ
https://mp.weixin.qq.com/s/QkaKyEmyXaupQ2JN6Mkt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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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度足球队日常训练，部分区县准备开展项目校活动；合唱团受邀参加央视银河的活动。 

（2）项目软件 

2020 年 9 月期间，音乐教室项目线上培训，15 个区县共计 144 名音乐教师参与到培训中，部分

往年优秀伙伴也申请共同培训，项目组协商伙伴进一步跟未学习或提交作业的老师联系督促，项目专

家预计国庆假期审核作业，节后汇总线上培训优秀教师名单。运动汇项目计划开展线上运动会，目前

处于策划考虑阶段。 

（3）项目硬件 

2020 年 9 月期间，音乐教室硬件均已发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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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汇硬件陆续发货安装，项目组已通过体育教师培训间歇，给各个参

与培训的伙伴做了相关说明及要求伙伴安装完成后进行验收。已同时持续跟进完工照片、铭牌照片及

链上公益签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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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平顺石城小学【4】

所学校，新学期开课，图书馆书籍整理入库，并逐步对师生开放；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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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湖南城步茅坪镇小学、河南光山宴河乡小学图书馆图书入库，进行运营管理系统培训和安装； 

③甘肃礼县西城小学图书书籍已到达学校，地砖铺贴工作进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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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木结构主体建设； 

⑤甘肃渭源新寨小学、河北灵寿北庄完小图书馆竣工验收，家俱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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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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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俱已安装。运营管理系统一对一培训完成，完

成书籍录入等馆前期准备工作。 

 

 

 

 

 

 

 

河南光山宴河乡小学主体结构建设完成山西壶关百尺明德小学竣工验收，家具已安装 

河北灵寿北庄完小木结构框架建设完成，学校家具已安装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