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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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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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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内，运动汇项目计划安装的 287所项目校均已完成，并完成签收单收集；音

乐教室安装由于疫情、各地教育局招标等情况，截止 10月底已完成安装 100所，剩余 45 所待安装，

未安装地区主要分布在甘肃渭源、陕西柞水、新疆巴楚以及安徽金寨。在地公益机构协助在地县、项

目校开展体育运动活动【5场】，音乐活动【1】场。 

乡村学校图书馆项目，本月【11】所项目学校图书馆均已完成基础施工及前期筹备，【9】所项

目校完成图书馆运营管理系统一对一安装培训，【7】所项目校完成书籍上架并已对学校师生开放。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音乐教室 

 

1、山东潍城区 

（1）国庆、中秋双节后，完成 8校走访 

10月 9 日，山东潍坊潍城区学校假期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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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走访了 8所项目学校。 

 

（2）壹乐园音乐教室新增心理疏导功能 

山东青岛疫情变化，相关部门防控力度变大，山东省民众受疫情影响，生活、工作方面也受到或

多或少的影响，以至于心理焦虑等心理情况出现。在地执行伙伴机构依据现实情况，鼓励项目学校利

用音乐教室的“治愈”功能，通过与学校师生一起听音乐、游戏、跳舞、绘画等方式，舒缓师生心理

压力，且心理疏导效果显著。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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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鼓励项目学校创新音乐教学模式 

在地执行伙伴机构的项目官员为确保项目学校老师将壹乐园音乐教室培训内容融入到音乐课日

常教学中，对学校的音乐教学情况开展监测，并鼓励项目校利用音乐教室项目资源，开展课程创新、

游戏活动和社团表演等新型模式。 

音乐老师通过培训所学的知识，并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适当创新音乐教学模式，比如通过项目

配备的奥尔夫打击乐器运用到音乐课程中，培养孩子们的节奏感和乐感，同时鼓励孩子们自主探索，

发现不一样的音乐，提升孩子们创造力。 

走访项目学校乐埠山小学（左）、于河街办实验小学（右）等学校，寓教于乐的音乐课（图片说明） 

 

（4）媒体合作和壹基金项目推广 

山东潍坊地区在地伙伴通过前期与媒体的合作，推出“壹乐园项目”专题系列报道，在项目推广

的同时提升了项目学校形象，因此得到了当地教育相关部门的认可，各项目学校的积极性也逐步提升

起来。 

 

（5）传播链接汇总： 

A、图文信息推送 

壹基金音乐教室 |新教室，就是我的“N95口罩”（阅读量 2000余人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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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24Y4OQgy3FphRL-jwZZYQ 

壹基金音乐教室 |音乐教育，不仅是带着孩子们唱唱歌（阅读量 2000余人次）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u-k_tXluEZnK0oUoXFh3Q 

壹基金音乐教室 |用音乐诠释梦想，乡村孩子更容易发现自己的“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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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自述】新教室治愈孩子的心，音乐课里有集体游戏、有伙伴……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0y7kz5YOaqE__dxY42Uuw 

【教师感悟】音乐教育，不仅是带着孩子们唱唱歌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TVljrIlrtTPwrb5MasH5A 

【教师访谈】孩子们自信了，跟城里孩子差别越来越小了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oJ3t2mxIRMCRysQTgHdEA 

B、新闻媒体推送 

利用壹基金新教室心理抚慰功能 护佑学生心理健康 

山东在线 http://www.theshandong.com/v1/505113.aspx 

温暖如风，壹基金音乐教室抚慰山东潍坊乡村孩子心理 

山东热线 http://www.sdolw.net/sdnews/20201024/00047062.html 

护佑心理健康，壹基金音乐教室成“神器” 

山东之窗 https://www.toutiao.com/i6876043901526868484/ 

壹基金音乐教室，帮助潍坊乡村孩子护佑心理健康 

潍坊在线网 http://i.zenyao.cn/202010/5473424.html 

壹基金音乐教室，帮助潍坊乡村孩子护佑心理健康 

山东新闻网 https://www.toutiao.com/i6876043901526868484/ 

护佑乡村儿童心理健康，壹基金音乐教室成乐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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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 https://www.toutiao.com/i6887113340024259075/ 

音乐教室抚慰乡村孩子心理 疫情防控之下进行心理调适 

一点资讯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RYTL7Fa 

 

2、吉林和龙市 

（1）音乐教室初体验 

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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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延边州和龙

市八所项目学校全部安装完毕，正式投入使用。 

从听说即将安装音乐教室的消息开始，师生们便一直盼望着、期待着。音乐教室装修完成后，孩

子们协助老师搬运音乐器材等物资，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依旧兴奋不已。面对美丽的音乐教室出现

在他们眼前，孩子们小心翼翼脱下鞋子，光着脚丫走进音乐教室，好奇的这看看那摸摸，开心的跑来

跑去。当下课铃声响起，便迫不及待往音乐教室飞奔，按一按钢琴键、听听音符的声音。 

 

孩子们在装修好的音乐教室上课 

（2）传播链接汇总： 

A、图文信息推送 

一生追求——音乐教师梦！ 

1）公众平台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42&idx=1&sn=80cef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42&idx=1&sn=80cef1b686372128adec635ca2cbcfc2&chksm=978ef060a0f97976a8716f2fd7f0d7ff5848654707e057e6e5f640d9099a2dbf523a6a7e1f91&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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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686372128adec635ca2cbcfc2&chksm=978ef060a0f97976a8716f2fd7f0d7ff5848654707e057e6e

5f640d9099a2dbf523a6a7e1f91&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2）微博链接：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qucezsji?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

&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03436000148 

TA们的未来丨儿童放飞梦想的乐园 （点击率超 500+） 

1）公众平台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96&idx=2&sn=f5564

8bf158ad5ec961e439293d5809c&chksm=978ef05aa0f9794cb8b34e37264b430b5e2c30b37486c4c3e

fad814abe7f8bde903bee828466&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2）微博链接：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qvwOwHfz?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

&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03436035638 

3、TA们的未来丨来自壹基金的一份“特殊的礼物”（点击率超 500+） 

1）公众平台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96&idx=1&sn=e01b6

8b9ba337c97ef2309090aca3c6a&chksm=978ef05aa0f9794c4325dd9c5258810883deeb27568266657

8b5f3f8d4cd32755cdd9c13bbc2&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2）微博链接：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qvxl5nbJ?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

&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03436064754 

B、视频宣传推送 

音乐老师带领孩子在玩大富翁游戏，孩子们特别享受音乐教室带来的乐趣。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42&idx=1&sn=80cef1b686372128adec635ca2cbcfc2&chksm=978ef060a0f97976a8716f2fd7f0d7ff5848654707e057e6e5f640d9099a2dbf523a6a7e1f91&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42&idx=1&sn=80cef1b686372128adec635ca2cbcfc2&chksm=978ef060a0f97976a8716f2fd7f0d7ff5848654707e057e6e5f640d9099a2dbf523a6a7e1f91&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96&idx=2&sn=f55648bf158ad5ec961e439293d5809c&chksm=978ef05aa0f9794cb8b34e37264b430b5e2c30b37486c4c3efad814abe7f8bde903bee828466&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96&idx=2&sn=f55648bf158ad5ec961e439293d5809c&chksm=978ef05aa0f9794cb8b34e37264b430b5e2c30b37486c4c3efad814abe7f8bde903bee828466&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96&idx=2&sn=f55648bf158ad5ec961e439293d5809c&chksm=978ef05aa0f9794cb8b34e37264b430b5e2c30b37486c4c3efad814abe7f8bde903bee828466&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qvwOwHfz?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03436035638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qvwOwHfz?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03436035638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96&idx=1&sn=e01b68b9ba337c97ef2309090aca3c6a&chksm=978ef05aa0f9794c4325dd9c5258810883deeb275682666578b5f3f8d4cd32755cdd9c13bbc2&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96&idx=1&sn=e01b68b9ba337c97ef2309090aca3c6a&chksm=978ef05aa0f9794c4325dd9c5258810883deeb275682666578b5f3f8d4cd32755cdd9c13bbc2&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96&idx=1&sn=e01b68b9ba337c97ef2309090aca3c6a&chksm=978ef05aa0f9794c4325dd9c5258810883deeb275682666578b5f3f8d4cd32755cdd9c13bbc2&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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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抖音短视频链接： 

   https://v.douyin.com/J5dCoJY/ 

和龙市西山小学在新的音乐教室内上课啦！ 

2）快手短视频链接：  

 https://v.kuaishou.com/6eq6Dc 

其他媒体宣传报道 

壹基金为偏远乡村学校援建学生乐园——（延边州教育局） 

https://cmsuiv3.aheading.com/Article/ArticleRead/4715515 

3、内蒙古科右中旗 

（1）音乐教室项目校开展庆十一 颂祖国系列合唱活动 

在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的助力下，内蒙古科右中旗的项目校在十一期间均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歌唱

祖国活动，通过音乐教室配置的各种乐器为伴奏音乐，大家歌唱祖国，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祝福。 

（2）音乐教室项目校回访 

10月中旬，执行伙伴対科右中旗项目校逐一进行了回访，针对各校铭牌的悬挂、教室的使用、

孩子们的喜爱程度、老师的授课内容、孩子们的上课表现等等进行了回访。通过回访了解到：项目入

校后，音乐教室受到师生的喜爱、使用程度也颇高，音乐教室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多功能教室，音乐

美术等多项课程均在这里开展，也提升看孩子们的学习热情。 

  

孩子们愉快的上课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v.kuaishou.com/6eq6Dc
https://cmsuiv3.aheading.com/Article/ArticleRead/471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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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播链接汇总： 

【壹乐园音乐教室】给梦想插上翅膀——走进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四小学 

https://mp.weixin.qq.com/s/QjSUq2Y84JNWUdPBFXgROw 

【壹乐园音乐教室】音乐带给乡村儿童的改变——走进科右中旗高力板小学  

https://mp.weixin.qq.com/s/D5CgixwcwFX071osMVDSZw 

【壹乐园音乐教室】传承民族文化 助力音乐梦想——走进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一小

学  

https://mp.weixin.qq.com/s/TkGak5a9mUSo12ykqrPtdQ 

音乐带给乡村儿童的改变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63665850733378 

音乐教室——给梦想插上翅膀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63668475841980 

【壹乐园音乐教室音乐带给乡村儿童的改变—走进科右中旗高力板小学 - 今日头条】 

吉林益仔 https://m.toutiao.com/is/J5Dr6jg/ 

【壹乐园音乐教室传承民族文化 助力音乐梦想走进科右中旗巴一小 - 今日头条】吉林益仔

https://m.toutiao.com/is/J5DUSpM/ 

【壹乐园音乐教室给梦想插上翅膀走进科右中旗巴四小 - 今日头条】 

吉林益仔 https://m.toutiao.com/is/J5DfEkD/ 

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校的娃娃们啦，萨如拉老师在音乐教学上很有方法，孩子们好幸福啊，

能有这么好的老师 #壹乐园音乐教室 https://v.kuaishou.com/5tVBHm  

#壹乐园音乐教室 壹乐园音乐教室走进蒙古草原感受蒙古孩子带来的欢乐！ #文化传承 #

儿童发展 https://v.kuaishou.com/5ANdW0  

#壹乐园音乐教室 #文化传承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荣光国荣光，孩子们慷慨激昂的合唱彻底

震撼了我们！  https://v.kuaishou.com/78CW5I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QjSUq2Y84JNWUdPBFXgROw
https://mp.weixin.qq.com/s/D5CgixwcwFX071osMVDSZw
https://mp.weixin.qq.com/s/TkGak5a9mUSo12ykqrPtdQ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63665850733378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63668475841980
https://m.toutiao.com/is/J5Dr6jg/
https://m.toutiao.com/is/J5DUSpM/
https://m.toutiao.com/is/J5DfE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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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媒体 

【壹乐园音乐教室音乐带给乡村儿童的改变—走进科右中旗高力板小学 - 今日头条】 

草原快讯 https://m.toutiao.com/is/J5AHyPp/ 

【壹乐园音乐教室给梦想插上翅膀走进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四小学 - 今日头条】草原快讯

https://m.toutiao.com/is/J5A7vHM/ 

迎国庆 颂祖国——巴彦呼舒第二小学歌咏比赛 

https://www.meipian9.cn/36h3t761?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6

3852551&s_uid=36415024&share_depth=4&share_user_mpuuid=bf2d9f820a25c10937d6c349c3f9

5c8f&sharer_id=ojq1tt3Ja6WLNyoPsBXbC52DklvU&user_id=ohbsluJ6vMhKU8ldQIen4zG8RTJk 

壹乐园音乐教室走进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淖尔中心校 

https://www.meipian5.cn/37jk056f?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2

9494973&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d828f338

58e412f73c1758a092abb1cb&user_id=29494973&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

glemessage&uuid=783cc3e2ed0500aae657225d44fe3334 

巴五小庆十一 颂祖国蒙汉红歌合唱比赛 

https://www.meipian6.cn/36fv1dvs?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1

72264084&s_uid=16536266&share_depth=3&share_user_mpuuid=b74da6b080cc8a5e0b79329121e

72b96&sharer_id=ojq1tt0r3885X0AsuQ7uacHmaANU&user_id=ohbsluM5-ovhQwtMF5D949zaDgQ8 

迎国庆 颂祖国合唱主题活动 

https://www.meipian9.cn/36k5ukmo?share_depth=2&user_id=ohbsluLLQ2xFQReHUGc9z3ae

P2mw&sharer_id=ojq1tt9iqdVzim3wmuCtl1wo7J2A&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s_uid=3625

3995&first_share_uid=84575275&share_user_mpuuid=81f2794ceb1104c33a946fce51bb5d76&sh

are_source=singlemessage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toutiao.com/is/J5AHyPp/
https://m.toutiao.com/is/J5A7vHM/
https://www.meipian9.cn/36h3t761?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63852551&s_uid=36415024&share_depth=4&share_user_mpuuid=bf2d9f820a25c10937d6c349c3f95c8f&sharer_id=ojq1tt3Ja6WLNyoPsBXbC52DklvU&user_id=ohbsluJ6vMhKU8ldQIen4zG8RTJk
https://www.meipian9.cn/36h3t761?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63852551&s_uid=36415024&share_depth=4&share_user_mpuuid=bf2d9f820a25c10937d6c349c3f95c8f&sharer_id=ojq1tt3Ja6WLNyoPsBXbC52DklvU&user_id=ohbsluJ6vMhKU8ldQIen4zG8RTJk
https://www.meipian9.cn/36h3t761?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63852551&s_uid=36415024&share_depth=4&share_user_mpuuid=bf2d9f820a25c10937d6c349c3f95c8f&sharer_id=ojq1tt3Ja6WLNyoPsBXbC52DklvU&user_id=ohbsluJ6vMhKU8ldQIen4zG8RTJk
https://www.meipian5.cn/37jk056f?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29494973&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d828f33858e412f73c1758a092abb1cb&user_id=29494973&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783cc3e2ed0500aae657225d44fe3334
https://www.meipian5.cn/37jk056f?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29494973&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d828f33858e412f73c1758a092abb1cb&user_id=29494973&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783cc3e2ed0500aae657225d44fe3334
https://www.meipian5.cn/37jk056f?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29494973&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d828f33858e412f73c1758a092abb1cb&user_id=29494973&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783cc3e2ed0500aae657225d44fe3334
https://www.meipian5.cn/37jk056f?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29494973&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d828f33858e412f73c1758a092abb1cb&user_id=29494973&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783cc3e2ed0500aae657225d44fe3334
https://www.meipian6.cn/36fv1dvs?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172264084&s_uid=16536266&share_depth=3&share_user_mpuuid=b74da6b080cc8a5e0b79329121e72b96&sharer_id=ojq1tt0r3885X0AsuQ7uacHmaANU&user_id=ohbsluM5-ovhQwtMF5D949zaDgQ8
https://www.meipian6.cn/36fv1dvs?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172264084&s_uid=16536266&share_depth=3&share_user_mpuuid=b74da6b080cc8a5e0b79329121e72b96&sharer_id=ojq1tt0r3885X0AsuQ7uacHmaANU&user_id=ohbsluM5-ovhQwtMF5D949zaDgQ8
https://www.meipian6.cn/36fv1dvs?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172264084&s_uid=16536266&share_depth=3&share_user_mpuuid=b74da6b080cc8a5e0b79329121e72b96&sharer_id=ojq1tt0r3885X0AsuQ7uacHmaANU&user_id=ohbsluM5-ovhQwtMF5D949zaDgQ8
https://www.meipian9.cn/36k5ukmo?share_depth=2&user_id=ohbsluLLQ2xFQReHUGc9z3aeP2mw&sharer_id=ojq1tt9iqdVzim3wmuCtl1wo7J2A&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s_uid=36253995&first_share_uid=84575275&share_user_mpuuid=81f2794ceb1104c33a946fce51bb5d76&share_source=singlemessage
https://www.meipian9.cn/36k5ukmo?share_depth=2&user_id=ohbsluLLQ2xFQReHUGc9z3aeP2mw&sharer_id=ojq1tt9iqdVzim3wmuCtl1wo7J2A&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s_uid=36253995&first_share_uid=84575275&share_user_mpuuid=81f2794ceb1104c33a946fce51bb5d76&share_source=singlemessage
https://www.meipian9.cn/36k5ukmo?share_depth=2&user_id=ohbsluLLQ2xFQReHUGc9z3aeP2mw&sharer_id=ojq1tt9iqdVzim3wmuCtl1wo7J2A&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s_uid=36253995&first_share_uid=84575275&share_user_mpuuid=81f2794ceb1104c33a946fce51bb5d76&share_source=singlemessage
https://www.meipian9.cn/36k5ukmo?share_depth=2&user_id=ohbsluLLQ2xFQReHUGc9z3aeP2mw&sharer_id=ojq1tt9iqdVzim3wmuCtl1wo7J2A&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s_uid=36253995&first_share_uid=84575275&share_user_mpuuid=81f2794ceb1104c33a946fce51bb5d76&share_source=single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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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乐园音乐教室，孩子们的音乐乐园 

https://www.meipian5.cn/37b47t2z?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6

8936297&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1&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 

 

4、贵州荔波县音乐教育受限于地域因素 

“音乐专业老师少、班级多、教学任务重”是目前所有贵州省荔波县的学校面临的共同问题。今

年 8月，荔波县 9所学校音乐教室安装完成，学校音乐老师开启电子钢琴教学的日常教学模式。项目

配备的奥尔夫打击乐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音乐教室的出现，给师生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整体的色

调、元素，让孩子们进入教室后立即身心放松，很快融入到音乐氛围中去。 

 

 

 

5、川南冕宁县学校音乐课程开展顺利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www.meipian5.cn/37b47t2z?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68936297&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1&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
https://www.meipian5.cn/37b47t2z?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68936297&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1&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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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冕宁县 9所学校的音乐课程已开启授课模式有近 2个月时间。 

 

 

（1）玉马小学 

冕宁县玉马小学的师生们经过与音乐教室 2个月时间的“朝夕相处”，已经开始“爱”上了音乐

教室。孩子们也开始习惯在没有讲台的教室里学音乐、玩地板音乐游戏，也慢慢懂得音乐就像房顶的

吸音棉一样是多彩且有趣的。 

学校老师反馈说：课堂氛围很浓，音乐课堂进展很顺利，孩子们积极配合，老师的心情也越来越

放松。在教唱的过程中，孩子们也开始变得大胆、自信，愿意主动展现自己。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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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土坡小学 

黄土坡小学音乐教室里的孩子们从过去传统的教唱模式，慢慢过渡到现在的互动、寓教于乐的教

学方法。孩子们在音乐教室学习音乐，特别的投入，学习兴趣浓厚，灿烂的笑容挂满了每一张小脸。

在学习音乐的时候, 本身也是在对人生进行着一次探索和追寻, 无论是在磨砺自我和发现自我的过

程中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运动汇 

 

1、云南元阳县 

（1）壹乐园线上趣味运动会进行前期路演 

8 月 22 日，壹乐园项目组工作人员余强及首都体育学校希望九洲体育公益团队马克老师、汪朋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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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一行 3人，在昆明春翼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项目专职杨斌的带领下，翻山越岭经过近 7个小时的

颠簸，来到了位于云南省元阳县牛角寨中心小学，为第二天的趣味运动会路演做前期准备。 

23 日一大早，在当地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一行人来到了牛角寨中心小学，受到学校

校长及师生的热烈欢迎。上午 9点，在马克、汪朋两位专业体育导师的指导下，参与线上运动汇路演

的师生一起进行了运动会演练，壹乐园项目组的工作人员也与壹基金工作人员进行了远程连麦测试。

各个环节工作都顺利、有序、安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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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基金|运动汇】阳光体育强身健体 

https://mp.weixin.qq.com/s/3T9HWbmjIs3GsEDHn4eyOQ 

【壹基金|运动汇】我运动我健康 

https://mp.weixin.qq.com/s/RO6w4WQS92gGxjG4-r6RSQ 

 

2、吉林通榆县 

（1）迎国庆 爱祖国 各校开展庆十一趣味游戏活动 

十一到来之际，吉林省通榆县各校组织孩子们在多功能运动场上开展趣味体育运动活动，老师们

通过培训所学技能，运用到趣味运动活动中，使体育活动丰富多彩且趣味十足。孩子们在参与竞赛的

同时也收获了快乐。 

（2）壹基金绿茵小将通榆县足球联赛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3T9HWbmjIs3GsEDHn4eyOQ
https://mp.weixin.qq.com/s/RO6w4WQS92gGxjG4-r6R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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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4日，通榆县足球联赛正式开始，相关领导和师生共计 130多人参与了此次联赛，各项目

校的孩子顽强拼搏，迎接挑战，经过 16 场的激烈角逐，实验小学、苏公坨学校、第二实验小学三校

分获本次联赛的冠亚季军。颁奖环节，联赛针对所有教练和队员授予了不同的奖杯、奖牌及奖励。孩

子们通过此次比赛受益匪浅，挥洒了汗水，感受了比赛过程中的拼搏、坚强、勇往直前等精神。 

（3）运动汇项目校回访 

足球联赛之后吉林在地项目伙伴开始了运动汇项目校回访，通过回访，了解到各项目校多功能场

地使用情况以及体育课程开展情况，我们收到了无数个好评和点赞。老师和孩子们特别喜爱这块场地，

哪怕下雨天也可以继续上体育课，并且不会因为地面湿滑而摔倒。体育老师纷纷表示，自从壹乐园运

动汇项目进入学校，不仅提升了体育老师在学校的地位，而且校领导也越来越重视体育教育，学校在

校领导的支持下也能够更加完善，因为参与了项目培训，对课程进行了创新，让孩子们更好的接受和

学习。 

 

 

3、吉林汪清县 

（1）壹基金壹乐园运动会在汪清县胜利召开 

为提高体育教学方法和能力，促进老师之间相互交流与学习，实现体育教育对儿童潜能发展的正

向引导作用，“2020 年汪清县壹乐园趣味运动会”于 10 月 20 日在吉林省汪清县第三小学校举行。

和以往不同，本次运动会主要以设置趣味性强，又有一定挑战性的游戏项目为主，比如“尘埃落定”、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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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雁传书”、“齐头并进”等趣味项目。赛场上加油声此起彼伏，欢笑声不绝于耳，整个赛场成了

自由快乐、激情洋溢的海洋。游戏结束后，由延边厚德慈善援助中心的项目负责人将项目支持的竞赛

礼品一一颁发给了孩子们。孩子们开心的表情，感染了在场所有人。 

  

（2）传播链接汇总： 

A、图文信息推送 

TA们的未来丨 2020 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会在汪清县胜利召开 

（1）公众平台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293&idx=1&sn=dcbc9

6fa7dd032a396d8c6672adaead2&chksm=978ef0b3a0f979a58e15e63752e2f6534cef041ae71ecc098

a40417c859c20f81f467fb7924e&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2）微博链接：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pUxxbPKW?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

&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03436158978 

TA们的未来丨汪清县壹乐园趣味运动会顺利举办 

（1）公众平台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23&idx=1&sn=a514a

420efd26305dc54da180b1ee094&chksm=978ef095a0f97983c98ea0e1fc3a4e419309d9135330c9bc8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293&idx=1&sn=dcbc96fa7dd032a396d8c6672adaead2&chksm=978ef0b3a0f979a58e15e63752e2f6534cef041ae71ecc098a40417c859c20f81f467fb7924e&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293&idx=1&sn=dcbc96fa7dd032a396d8c6672adaead2&chksm=978ef0b3a0f979a58e15e63752e2f6534cef041ae71ecc098a40417c859c20f81f467fb7924e&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293&idx=1&sn=dcbc96fa7dd032a396d8c6672adaead2&chksm=978ef0b3a0f979a58e15e63752e2f6534cef041ae71ecc098a40417c859c20f81f467fb7924e&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pUxxbPKW?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03436158978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pUxxbPKW?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03436158978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23&idx=1&sn=a514a420efd26305dc54da180b1ee094&chksm=978ef095a0f97983c98ea0e1fc3a4e419309d9135330c9bc810805481d211178ec24e67f3f16&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23&idx=1&sn=a514a420efd26305dc54da180b1ee094&chksm=978ef095a0f97983c98ea0e1fc3a4e419309d9135330c9bc810805481d211178ec24e67f3f16&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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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481d211178ec24e67f3f16&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2)微博链接：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qcXkyxjX?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

&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03436176287 

TA们的未来丨“壹”伴成长 

（1）公众平台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96&idx=3&sn=13a77

71ec39349a0e882f9aeada30757&chksm=978ef05aa0f9794c8bc15a07abe3ac4d4ea0ee892f321b5a5

c169d5c1ada2da164e3292b71ad&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2)微博链接：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qvwjgPjo?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

&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03436204178 

B、视频宣传推送 

2020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会在汪清县胜利召开。 

（1）抖音短视频链接： https://v.douyin.com/J5d4Jma/ 

孩子们表示这样形式的运动会还是第一次，非常新颖有意思，希望以后多组织几次。 

（2）抖音短视频链接：https://v.douyin.com/J5dbrcE/ 

汪清县壹乐园趣味运动会精彩展现！ 

（3）快手短视频链接：https://v.kuaishou.com/91a3N6 

 

4、川北自贡市 

（1）回访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二十七中等项目学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23&idx=1&sn=a514a420efd26305dc54da180b1ee094&chksm=978ef095a0f97983c98ea0e1fc3a4e419309d9135330c9bc810805481d211178ec24e67f3f16&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qcXkyxjX?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03436176287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qcXkyxjX?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0343617628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96&idx=3&sn=13a7771ec39349a0e882f9aeada30757&chksm=978ef05aa0f9794c8bc15a07abe3ac4d4ea0ee892f321b5a5c169d5c1ada2da164e3292b71ad&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96&idx=3&sn=13a7771ec39349a0e882f9aeada30757&chksm=978ef05aa0f9794c8bc15a07abe3ac4d4ea0ee892f321b5a5c169d5c1ada2da164e3292b71ad&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6396&idx=3&sn=13a7771ec39349a0e882f9aeada30757&chksm=978ef05aa0f9794c8bc15a07abe3ac4d4ea0ee892f321b5a5c169d5c1ada2da164e3292b71ad&token=1404213287&lang=zh_CN#rd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qvwjgPjo?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03436204178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qvwjgPjo?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03436204178
https://v.douyin.com/J5d4Jma/
https://v.kuaishou.com/91a3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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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项目有序高效推进，9月底，自贡灵犀义工联合会的项目负责人与志愿者前往自贡市第二

十七中等项目学校。回访过程中，通过学校老师了解到学生们现在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

幅度提升，课间十分钟来操场运动的师生增多。 

 

 

（2）回访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 18年项目学校 

10 月中旬，为保证项目有序稳定的开展，灵犀义工项目负责人与志愿者对三多寨项目学校进行

回访。三多寨学校操场已经陪伴三多寨师生两年，在回访中我们看到操场依然干净且完整，在与学生

交谈时我们了解到，操场除了是学生们的运动场地，还是他们的休息、玩耍场所，课间休息和午饭后

学生们都会在壹乐园运动汇的操场上休息，回访时正是学生们午饭后，我们现场看到大部分孩子纷纷

走向操场，席地而坐进行片刻休息或者进行简单的活动。老师告诉我们，学生们以前吃完饭都是回教

室，但是自从有了壹乐园运动汇多功能运动场后，孩子们都喜欢在操场上晒太阳、休息。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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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调研团队一同对自贡村小进行调研 

10 月中旬，为全面了解学校儿童青少年的体育运动情况。在自贡市大安区教育和体育局的支持

下，自贡市灵犀义工与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北京师范大学调研团队，对

自贡市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开展为期三天调研活动。期间，调研人员前往各学校，对儿童青少年运动与

健康发展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调研。本次在自贡市共调研约 1800 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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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安：开展村小儿童运动与健康调研  

中国报道：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eye-opener/2020/1023/51544.html 

人民日报：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16532372/rmh16532372 

亚传网：http://www.chinaol.org/jiaokewenwei/20201023/8022.html?1603627629 

四川影像网：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1023/2754.html?1603627634 

今日头条：https://www.toutiao.com/i6886834366681448971/ 

搜狐：https://www.sohu.com/a/426863257_500871 

凤凰：https://ishare.ifeng.com/c/s/80o4hleD4rH 

腾讯：https://page.om.qq.com/page/OGY1g4FN7cUJiw_Ik5pttljg0 

一点资讯：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RXly0Xr 

新浪：

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t2lm.html?kdurlshow=1&wm=304

9_0047&from=edu 

壹乐园·运动汇 |他们干嘛一下课就冲出教室？（微信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HOfwavYBjGk9RCHFb9BUOA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eye-opener/2020/1023/51544.html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16532372/rmh16532372
https://mp.weixin.qq.com/s/HOfwavYBjGk9RCHFb9BU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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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乐园·运动汇 |圈住的是快乐，圈住的是健康（微信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KtmgS6MWNVo2c4cynYEEMA 

 

5、贵州独山县 

独山县 10 个运动场本月已经全部投入使用，硬件质量方面无问题反馈；各个学校师生利用篮球

场有序开展活动。体育活动开展方面，因乡村小学体育老师缺乏，老师课程较多，没有精力开展其它

专业的体育项目训练，目前只由学生自由开展各种球类活动。在管理方面，目前各小学均有体育老师

负责体育用品的管理工作，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球场的维护监督。多功能运动场提高了学生课外活动的

积极性，也为学生课间活动场所，学校师生反应良好。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KtmgS6MWNVo2c4cynYE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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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校小故事】 

麻尾小学的伊鑫杰和韦明顺都是六年级 6班的学生，两位小伙伴均是三年级开始学习打篮球。 

小杰的寨子里有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从小看到中学的大哥哥进行比赛、投篮练习，受他们影响，

小杰也喜欢上了篮球。茶余饭后、学习之余，便可以在寨子里的篮球场上看到小杰的身影，观看、运

球、投球，球场上的他快乐不已…… 

然而，小顺喜欢上篮球，则源于 9岁时，爸爸送的一份生日礼物——篮球。拥有篮球之后的小顺

成为班上的“红人”，特别是上午课间操和下午放学之后，同学都喜欢约小顺一起打篮球。小顺最不

喜欢下雨，因为雨后学校篮球场的水泥地面会变得异常湿滑，这样就没办法和小伙伴一起打篮球了。

今年，壹乐园的多功能运动场安装好了，下雨后地板不滑，依旧可以打篮球，这让小顺兴奋不已，哪

怕下着小雨，在老师没有发现的情况下，仍然想去运动场拍拍篮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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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篮球已经成为他们课余生活不可或缺的欢乐时光，哪怕现在六年级了，空余时间依旧

想抱着篮球往运动场跑。 

 

项目组 

 

（1）创新项目 

本月度足球队日常训练，准备新增足球队组建。 

（2）项目软件 

2020年 10月期间，进行线上运动汇路演，提前沟通直播细节。 

（3）项目硬件 

2020年 10月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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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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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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所项目校（贵州普安高棉小学、云南永胜县鲁地拉镇中心小学、山西平顺石城小学、甘

肃渭源新寨小学、内蒙巴彦呼舒五小、甘肃礼县西城小学、山西壶关百尺明德小学、湖南城步茅坪镇

小学、河南光山宴河乡小学、河北灵寿北庄完小、四川壤塘伊里小学）木结构建设、家具安装均已完

成； 

②【9】所项目校（内蒙巴彦呼舒五小、云南永胜县鲁地拉镇中心小学，山西平顺石城小学、山

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百尺镇明德小学、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新寨镇新寨小学、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鲁地

拉镇中心小学、河南光山宴河乡小学、湖南城步茅坪镇小学、贵州省普安县高棉小学）完成图书馆运

营管理系统一对一安装培训； 

③【7】所项目校（内蒙巴彦呼舒五小、云南永胜县鲁地拉镇中心小学，山西平顺石城小学、甘

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新寨镇新寨小学、河南光山宴河乡小学、湖南城步茅坪镇小学、贵州省普安县高棉

小学）完成书籍上架并已对学校师生开放。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