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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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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壹乐园运动汇、音乐教室项目总体进展顺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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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汇计划的【287】个项目校多功能运动场均已安

装完成，音乐教室计划的【145】个项目校完成【142】间教室安装，剩余【3】所由于疫情等因素暂

缓安装。项目执行伙伴协助学校开展了【5】次线下音乐、体育校级、县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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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系统一对一安

装培训、基本完成书籍上架，已陆续对师生开放；项目教师阅读培训，由于疫情影响，线下培训延期，

具体时间待定。 

梦想球场项目，本月【17】所项目学校（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共有【9】

家伙伴机构，【2】家供应商，在【17】所项目学校开展了校园足球队组建、校园足球队训练、校园

联赛等系列活动。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音乐教室 

 

1、山东潍城区： 

（1）项目学校的走访 

11月 1 日至 25日，虽然济南、新疆等地疫情多发，但当地公益伙伴克服困难，经过与潍城区教

体局的多次沟通，执行机构的项目官员获得入校许可，已经能进入学校正常走访。走访期间，执行机

构项目官员鼓励项目学校利用新教室具有心理抚慰的环境，以及新增的设施，通过跟学生们做游戏、

唱歌、听音乐、跳舞、画画来表达情绪，舒缓师生的心理压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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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家长谈心交流音乐教室对学生的影响 

11月 5 日至 15日，在对项目学校走访过程中，项目官员强化了与家长的沟通。在沿用访问学生、

教师的基础上，访问了学生家长关于学生的音乐环境、对音乐的理解等具体情况。 

从走访的情况来看，音乐教室对学生的影响，也辗转折射到家长身上，他们开始重视自己儿女音

乐等素养的养成，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走访项目学校湖景小学（左）、乐埠山小学（右）等学校，寓教于乐的音乐课（图片说明） 

 

（3）项目学校音乐教室的验收 

11月 1 日至 23日，在对项目学校进行走访的同时，对项目学校的音乐教室进行验收，并逐一盖

章确认。每所学校，项目执行人员都对白色、黄色雕刻复合木地板，以及吸音棉、窗帘、画板墙、画

架、储物柜、松木六角凳子和教室墙面、雅马哈钢琴及电路等情况认真核查，确认教室能够正常投入

使用，不存在安全隐患和物品缺失等情况。 

 

（4）传播链接汇总： 

A、图文信息推送 

1）乡村教室里，为何传出孩子们的天籁（阅读量 2000 余人次）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QqUhI3J3B770To-ykbICw 

2）我的孩子，原来这么棒!（阅读量 1000余人次）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P71lHd2Vn2XIbo9LKjbDA 

3）在音乐教室里，我们实现了这个孩子的微心愿（阅读量 1000余人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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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MeoUYopt5c2HslAoaNX_w 

4）【学生变】音乐教室的孩子们，脸上写满了自信……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7Pq-d60qqnA0D688ogeVaw 

5）【家长谈】这群乡村娃娃，个个是音乐小天才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4ItTpARaykaeThXp3zSJeg 

6）【微心愿】听听孩子的微心愿，在音乐教室里帮它实现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oVY1215um28zGsOR12PTw 

 

B、新闻媒体推送 

1）壹基金音乐教室，成了乡村孩子的“壹乐园” 

山东在线 http://www.sdolw.com/article/202011/23415731.html 

2）壹基金音乐教室，成了乡村孩子的“壹乐园” 

山东网 http://wvvw.maqvew.cn/202011/16456223.html 

3）因为壹基金，音乐课成了同学们最向往上的课 

山东之窗 http://www.sdw.medicinal.cn/xinwen/202011/23477572.html 

4）山东潍坊乡村小学有了一所“专属音乐乐园” 

魅力山东网 http://www.sd.hddaily.net/html/202011477573.html 

5）壹基金音乐教室圆了乡村孩子的音乐梦 

山东新闻网 http://www.sdnewsw.com/202011/23415728.html 

6）壹基金音乐教室圆了乡村孩子的音乐梦 

山东新闻网 http://www.sdnewsw.com/202011/23415728.html 

7）壹基金音乐教室圆了乡村孩子的音乐梦 

今日头条 https://www.toutiao.com/i6898690848620577293/ 

 

2、新疆阿克苏市： 

（1）软件课堂工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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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至 11 月 20 日，当地执行伙伴前往项目学校进行音乐软件课堂图片及视频拍摄工作，

对已完成安装的项目学校开展“进课堂”工作，拍摄了各类音乐小课堂照片及视频。 

以下为部分照片： 

 

 

（2）音乐教室安装收尾工作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4 日，执行前往项目学校进行音乐教室安装收尾进度掌握工作。截至目前，

共有 8所项目学校已完成音乐教室安装，另有 2所在安装中。 

以下为部分图片：    

 

 

（3）传播链接汇总： 

A、图文信息推送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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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A们的未来 | 今日份的乡村小可爱请查收~ 

公众平台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vtegZ1nf_WdADVH7e9wf2w  

2）TA 们的未来 | 英吾斯坦小学的音乐教室 DIY现场你不来看看？ 

公众平台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cLrm-lUO9qbKo-stpNAQIg 

今日头条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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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TA们的未来｜音乐是好好学习的有效辅助 

公众平台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TLI1MtHpkRQJl_D3_BDUaA 

    4）TA们的未来 | 兜兜转转，我又回到音乐课堂 

公众平台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G2qMvvnJVyjqAYTDYLJlSA 

今日头条链接： 

   https://m.toutiao.com/is/JQLXQ2m/ 

    5）TA们的未来 | 音乐教室是 TA们遵守纪律的魔法棒 

公众平台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EiMmWz1-pOYzbF1HJrGb0Q 

今日头条链接： 

https://m.toutiao.com/is/JQLQG3o/ 

 

B、视频宣传推送 

1）#一群小可爱 #校园生活 非洲鼓，三角铁，雨声器，双响筒，音乐游戏……童年的快乐就是

如此简单～ 

抖音短视频链接： 

  https://v.douyin.com/JQ87Meh/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vtegZ1nf_WdADVH7e9wf2w
https://mp.weixin.qq.com/s/EiMmWz1-pOYzbF1HJrGb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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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短视频链接： 

 https://v.kuaishou.com/8jv9qz 

微博链接： 

https://www.gifshow.com/fw/photo/3xxs2nn59yzj8pe?fid=135745507&cc=share_weibo&follo

wRefer=151&shareMethod=CARD&docId=10&kpn=KUAISHOU&subBiz=BROWSE_SLIDE_PHOTO&photoId

=3xxs2nn59yzj8pe&shareId=746402109167&shareToken=X-14VrIxmyMlNnFJ_A&shareResourceTy

pe=PHOTO_SELF&userId=3x8ene8ua3am8sq&shareType=2&et=1_a%2F2000142708430449889_y105&

shareMode=APP&originShareId=746402109167&appType=21&shareObjectId=51974354842529232

42&shareUrlOpened=0&timestamp=1606269202704 

今日头条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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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群小可爱 #我的工作日记 壹乐园音乐教室有个特异功能，那就是返老还童 

抖音短视频链接： 

 https://v.douyin.com/JQ8wvgf/ 

快手短视频链接： 

https://v.kuaishou.com/5y0rJt 

今日头条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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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少年强则国强 #乡村教育需要好老师  乡村老师自己动手装修音乐教室，再累看见 Ta们的

笑容都值得 

抖音短视频链接： 

 https://v.douyin.com/JQLryjb/ 

快手短视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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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头条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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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教育 #可爱的学生 什么样的内向孩子走进音乐课堂都得嗨起来，喊起来～！ 

抖音短视频链接： 

 https://v.douyin.com/JQLFgPV/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v.kuaishou.com/8jv9qz
https://v.kuaishou.com/5y0rJt
https://v.douyin.com/JQLryjb/
https://v.kuaishou.com/8bYbYz
https://v.douyin.com/JQLFg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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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短视频链接： 

https://v.kuaishou.com/60IE0I 

 

3、内蒙古科右中旗： 

（1）音乐教室安装结束，验收完成 

由于疫情原因，科右中旗音乐教室安装任务刚刚全部完成，各校正式全部投入使用。 

月初，当地执行伙伴联合教育局领导和各项目校负责人，对音乐教室进行了验收工作，各位领导

非常满意，赞不绝口，表示一定会好好使用教室，开展丰富多彩的音乐课堂。孩子们在新教室里上课，

也是特别珍惜，非常开心。 

 

（2）项目校回访，访问访问老师和同学们的受益情况以及课程开展情况 

11 月中旬，当地工作人员分别对科右中旗项目校进行了回访，看见各校老师和孩子们非常喜欢

这个新教室，在新教室里上课宽敞又明亮，像个童话乐园一样。孩子们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教室，

课堂上十分认真地在学习，各校多才多艺的音乐老师，变着法的给孩子们教授各种打击乐器，教给孩

子们民族音乐和舞蹈，课堂上欢乐多多，孩子们充满了快乐。老师表示，通过这个项目，让她们觉得

责任重大，一定会尽职尽责上好每一堂音乐课，一定要通过音乐去培养孩子们更多优秀的品质，让孩

子们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为长大成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3）对接教育局，下月开展启动仪式 

在当地项目负责人对接教育局领导，通过商讨希望下月开启项目启动仪式，这也得到了教育局领

导的大力支持，现正准备启动仪式所需备品，预计 12月初左右开展内蒙古科右中旗音乐教室启动仪

式。 

 

（4）传播链接汇总： 

A.图文信息推送 

1）【壹乐园音乐教室】像音乐老师这样教成语故事，孩子们怎能不爱？ 

https://mp.weixin.qq.com/s/aDV8-dCgL0gZsE1n3FT7dQ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aDV8-dCgL0gZsE1n3FT7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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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壹乐园音乐教室】这是我们见过最有意思的音乐课，但孩子们却不足为奇  

https://mp.weixin.qq.com/s/d-MUJsybsYYX5LrUKDE9cg 

 

3）【壹乐园音乐教室】这是我们见过最有意思的音乐课，但孩子们却不足为奇 

微博  吉林益仔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74844500842634 

4）【壹乐园音乐教室】像音乐老师这样教成语故事，孩子们怎能不爱？ 

微博  吉林益仔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74842957070573 

5）【壹乐园音乐教室】像音乐老师这样教成语故事，孩子们怎能不爱？ - 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  吉林益仔 https://m.toutiao.com/is/Jxtxwr6/ 

6）【壹乐园音乐教室这是我们见过最有意思的音乐课但孩子们却不足为奇 - 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  吉林益仔 https://m.toutiao.com/is/Jxt7hrf/ 

 

B.其他媒体 

1）【壹乐园音乐教室】像音乐老师这样教成语故事，孩子们怎能不爱？ - 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   草原快讯 https://m.toutiao.com/is/Jxt9TgM/ 

2）【壹乐园音乐教室这是我们见过最有意思的音乐课但孩子们却不足为奇 - 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  草原快讯 https://m.toutiao.com/is/JxtxEvm/ 

3）巴三小不一样的音乐课 

https://www.meipian5.cn/39f7ww4a?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6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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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川南冕宁县： 

（1）音乐教室正式投入使用： 

2020年 11月，壹乐园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各学校的音乐教室都已经开始全面运行，冕宁县

9 所学校的音乐课程已全面开展音乐授课工作。据各学校老师反馈说，自从壹基金音乐教室建成后，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d-MUJsybsYYX5LrUKDE9cg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74844500842634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74842957070573
https://m.toutiao.com/is/Jxtxwr6/
https://m.toutiao.com/is/Jxt7hrf/
https://m.toutiao.com/is/Jxt9TgM/
https://m.toutiao.com/is/JxtxEvm/
https://www.meipian5.cn/39f7ww4a?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67786045&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1&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
https://www.meipian5.cn/39f7ww4a?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67786045&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1&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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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教学的热情高涨，教室的利用率极高，音乐课成了同学们最向往的课程。音乐教师带着孩子们在

这里学唱歌曲，认识乐器，排练节目，举办活动，让同学们在快乐中发展音乐潜能，有效地提高了学

校的音乐教学质量，壹基金音乐教室圆了山村孩子的音乐梦。 

 

 

 

（2）传播链接汇总： 

1）微信推文一：音乐教室，助力孩子们的梦想 

https://mp.weixin.qq.com/s/TZgbxF-_fLOKHBpQYv7UQQ 

2）微信推文二：音乐教室落户民族乡村地区、为孩子们放飞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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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微信推文三：音乐教室，点燃乡村孩子的梦想 

https://mp.weixin.qq.com/s/H_o-E29QmIMK_QgV3rwx-g 

 

5、川南雷波县： 

（1）音乐教室验收及回访： 

目前雷波县 10 所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整体工作进展顺利，教室安装工作持续推进。为有效确保

各学校音乐教室开课，学生学习进度不受影响。为进一步推进音乐教室的安装工作，能及时的解决学

生的需求，并能有效及时的完成装修任务。我们跟教育局、各校老师交接好音乐教室设备材料工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TZgbxF-_fLOKHBpQYv7UQQ
https://mp.weixin.qq.com/s/YeiSTvSeSquSNcytQlsgbg
https://mp.weixin.qq.com/s/H_o-E29QmIMK_QgV3rw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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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联系好负责项目装修人员交接好主要工作，督促和监督负责装修的工作人员配合好安装公司

的工作，落实工作项目的完成。同时，也建议老师们积极的让孩子们参与音乐教学，让孩子们通过音

乐的学习培养更多的兴趣爱好。 

 

（2）传播链接汇总： 

1）微信推文一：童心飞扬，让梦起航 

https://mp.weixin.qq.com/s/6ctIjrYVszDC7cSE4FKM3w 

2）微信推文二：音乐教室，为孩子们搭建的舞台 

https://mp.weixin.qq.com/s/Aee5yjAXGQBY4JuL9sreIw 

 

 

运动汇 

1、云南元阳县： 

（1）首届壹乐园云上运动汇正式开启 

2020 年 11 月 6 日，壹乐园项目首次线上直播-“云上运动汇”活动，通过在淘宝平台直播连麦

的方式与云南、四川两地联动——为网友们呈现了一场别具特色的线上趣味运动会，也让网友们看到

在阿里巴巴公益宝贝计划的支持下，壹乐园计划·运动汇项目带给学校师生切实的改变。 

“云上运动汇”云南分会场，选择在云南省元阳县牛角寨小学举行，学校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牛角寨镇主要居住了哈尼族、彝族、傣族、壮族、汉族五种民族，是典型的集边疆民族

山区为一体的农业大镇。牛角寨小学所在地曾是牛角寨宗庙旧址。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6ctIjrYVszDC7cSE4FKM3w
https://mp.weixin.qq.com/s/Aee5yjAXGQBY4JuL9sre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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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播链接汇总 

【壹基金|运动汇】趣味运动会 https://mp.weixin.qq.com/s/jsFxVKlAEtZxhin_C5lQ2g 

 

2、吉林通榆县： 

（1）项目校回访 

本月初，吉林通榆县伙伴开始了各项目校回访工作，运动汇项目至今，已经走过了大半个行程，

回访工作正常进行。经回访得知，吉林通榆各校老师集思广益，在还没来得及培训下，积极开展趣味

游戏活动，按照项目理念，尽己所能为孩子营造一个好的学习氛围，孩子们也相比之前更加热爱体育，

更加喜欢体育课了，普遍学校的精神面貌，孩子们的身体素质都有很大提高。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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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备 12月份教师基础培训事宜，商定 12月份启动仪式 

在收到项目组关于参加 2020 年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基础培训通知以后，为了避免老师没时间参

会，项目负责人提前跟各校老师打了招呼，在近期有可能会有培训，各校选派优秀教师参会，确保所

学内容回来之后能及时分享给其他教师，配合好后续项目要求。另外对接了在地教育局，预计 12 月

份开展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启动仪式，得到了各界领导支持与认可。 

 

（3）搜集整理中期结项资料 

通榆伙伴姚望，至今已经连续执行了 2年壹乐园项目，并且今年依旧名列前茅。对于壹乐园项目

也是非常理解了，知道我们的项目流程已经到了中期结项的时候。于是，她未雨绸缪，在本月整理了

中期结项资料，按类归档，按要求极力完成，确保项目有序进行。 

 

（4）场地维护 

近日，东北天气突变，八级大风带着大雪一拥而至，导致通榆县瞻榆镇两所项目校场地受损，

大风把场地掀起来一大半，很多地板都被折坏，当地项目负责人第一时间过去回访，采集了受损信

息，对接了项目组联系厂家，问题第一间间解决，各校老师非常感动，校领导带人清理场地上的积

雪，为给孩子们恢复好的场地玩耍，老师们正在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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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图文信息推送 

1）【壹乐园运动汇】上体育课就像去游乐场，哪有孩子不喜欢？ 

https://mp.weixin.qq.com/s/BX6cPEBfUXFZkbJpYFm-Hw 

2）【壹乐园运动汇】谁说女子不如男？乡村女孩的篮球梦一样坚定  

https://mp.weixin.qq.com/s/hk0697gwSwpaM9GtJSj-Dg 

3）【壹乐园运动汇】上体育课就像去游乐场，哪有孩子不喜欢？ 

微博  吉林益仔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74847869133106 

4）【壹乐园运动汇】谁说女子不如男？乡村女孩的篮球梦一样坚定 

微博  吉林益仔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74848657920262 

5）鸿兴小学回访记实 

https://video.kuaishou.com/featured/3xe6a8butdx87nu?share_user_id=964862908 

6）【壹乐园运动汇】上体育课就像去游乐场，哪有孩子不喜欢？ -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com/is/Jxn6uxq/ 

7）【壹乐园运动汇】谁说女子不如男？乡村女孩的篮球梦一样坚定 -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com/is/Jxn14s6/ 

 

B.其他媒体 

1）【壹乐园运动汇】谁说女子不如男？乡村女孩的篮球梦一样坚定 

美篇  今日通榆 

https://www.meipian.cn/39xmvm85?share_from=self&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

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

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2）【壹乐园运动汇】上体育课就像去游乐场，哪有孩子不喜欢？ 

美篇  今日通榆 

https://www.meipian.cn/39xmt58c?share_from=self&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BX6cPEBfUXFZkbJpYFm-Hw
https://mp.weixin.qq.com/s/hk0697gwSwpaM9GtJSj-Dg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74847869133106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74848657920262
https://video.kuaishou.com/featured/3xe6a8butdx87nu?share_user_id=964862908
https://m.toutiao.com/is/Jxn6uxq/
https://m.toutiao.com/is/Jxn14s6/
https://www.meipian.cn/39xmvm85?share_from=self&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https://www.meipian.cn/39xmvm85?share_from=self&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https://www.meipian.cn/39xmvm85?share_from=self&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https://www.meipian.cn/39xmt58c?share_from=self&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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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

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3）通榆县第二实验小学——一堂足球课的教学 

https://www.meipian5.cn/39dnl7b0?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3714939&from=s

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others&share_user_mpuuid=fc4ebbfa4598eadfbd76a33345c7

35f2&user_id=3714939&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51e2b3196d7

6a0598885e1c808a7a416 

4）促进体育发展，传承足球精神 

https://www.meipian5.cn/395x4vsr?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85341201&from=

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034aafe1f23e3dff2490f38c6c660e4

8&user_id=85341201&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19151b67942a

d5f81b1aceba9e8d815b 

5）展真我风采 扬希望风帆——通榆县第二实验小学校广播操比赛  

https://mp.weixin.qq.com/s/Gb-pyyVIXlMopE0Jfqh_TA 

 

3、云南镇雄县： 

（1）线上协助学校老师开展日常教学活动 

11月，当地伙伴主要的工作是线上协助学校老师开展日常教学活动。 

在云南省镇雄县赤水源镇板桥中心小学的陆老师，组织开展了篮球教学以及接力跑活动。篮球的

教学难度不是很大，从基本功运球开始教，教学任务就是让同学们掌握运球，分组各自开始练习运球，

平均每个同学能运球 100下以上，基本能熟练掌握运球技能。篮球训练也需要适当加强体能训练，陆

老师原计划通过跑步的方式来加强体能训练，孩子们对跑步没有积极性，而后，陆老师将跑步改良为

接力赛的形式，效果显著。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www.meipian.cn/39xmt58c?share_from=self&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https://www.meipian.cn/39xmt58c?share_from=self&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https://www.meipian5.cn/39dnl7b0?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3714939&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others&share_user_mpuuid=fc4ebbfa4598eadfbd76a33345c735f2&user_id=3714939&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51e2b3196d76a0598885e1c808a7a416
https://www.meipian5.cn/39dnl7b0?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3714939&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others&share_user_mpuuid=fc4ebbfa4598eadfbd76a33345c735f2&user_id=3714939&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51e2b3196d76a0598885e1c808a7a416
https://www.meipian5.cn/39dnl7b0?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3714939&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others&share_user_mpuuid=fc4ebbfa4598eadfbd76a33345c735f2&user_id=3714939&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51e2b3196d76a0598885e1c808a7a416
https://www.meipian5.cn/39dnl7b0?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3714939&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others&share_user_mpuuid=fc4ebbfa4598eadfbd76a33345c735f2&user_id=3714939&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51e2b3196d76a0598885e1c808a7a416
https://www.meipian5.cn/395x4vsr?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85341201&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034aafe1f23e3dff2490f38c6c660e48&user_id=85341201&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19151b67942ad5f81b1aceba9e8d815b
https://www.meipian5.cn/395x4vsr?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85341201&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034aafe1f23e3dff2490f38c6c660e48&user_id=85341201&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19151b67942ad5f81b1aceba9e8d815b
https://www.meipian5.cn/395x4vsr?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85341201&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034aafe1f23e3dff2490f38c6c660e48&user_id=85341201&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19151b67942ad5f81b1aceba9e8d815b
https://www.meipian5.cn/395x4vsr?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85341201&from=singlemessage&share_depth=1&share_from=self&share_user_mpuuid=034aafe1f23e3dff2490f38c6c660e48&user_id=85341201&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utm_source=singlemessage&uuid=19151b67942ad5f81b1aceba9e8d815b
https://mp.weixin.qq.com/s/Gb-pyyVIXlMopE0Jfqh_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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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川北自贡市： 

（1）“壹基金壹乐园项目云上运动汇”在自贡市沿滩区大岩学校开展 

11 月 6 日，由阿里巴巴公益宝贝计划支持，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主办，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

心承办、自贡市灵犀义工协办，首都体育学院希望九州体育公益团队提供技术支持的“2020 年壹基

金壹乐园项目云上运动汇”主会场设在自贡市沿滩区大岩学校。项目负责人与志愿者前往大岩学校了

解并协助学校开展此次运动汇。运动会当日下午正式开始，低年级的孩子在操场上为高年级的运动员

们加油呐喊，运动员们向全校师生展现了运动的活力以及参与比赛的热情，充分展现了大沿学校学子

的风采。参与本次运动会的年级为五、六年级的同学，此次运动会既展现了孩子们个人特长也体现了

孩子们的合作精神。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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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访壹基金·壹乐园运动汇 9所项目学校 

为保证项目有序高效推进，本月中旬，项目负责人与志愿者回访了自贡市自流井区飞龙峡镇漆树

小学校、自贡市自流井区大湾井小学校、自贡市沿滩区福全镇余山小学校等项目学校。本月大多数学

校都在开展校运动会，回访过程中，通过现场孩子们的运动项目及老师讲解了解到，孩子们自从有了

运动汇的操场，学校以前很多不敢开展的运动项目现在都可以开展了，因为以前的操场限制了一些运

动项目，导致学校们的运动项目少，现在学生们参加运动会的积极度大大提升，每个项目都有学生报

名参加且人数较多。真的要感谢运动汇的操场，老师们对我们说道。在余山小学我们也了解到，太极

篮球一直都在进行训练，孩子们对篮球的兴趣和喜爱从每次训练中就能看出来，每次训练都很认真，

训练时间到了都还不愿意离开操场，还会向老师请教与同学切磋。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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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壹基金壹乐园大球联赛项目，项目学校足球派发 

本月，大球联赛项目学校老师到灵犀义工领取足球，听到壹基金送来新的足球老师们都很开心，

通过与老师们的交流中了解到，学校里的足球因为要确保数量所以不能保证质量，学校里的足球只能

保证孩子们上体育课的时候有器材用，但是球的质量其实不是很好，加上因为操场都是水泥地，球经

常与地面摩擦，孩子们踢不了几次球就坏了，现在在运动汇的操场上踢球就不用怕球会摩擦坏了，而

且壹基金的足球质量更好，孩子们踢起来也更有劲，谢谢壹基金送给我们学校的足球，因为这些，孩

子们现在训练都很有动力，我们也发现训练比原来更有成效了。 

 

（4）传播链接汇总 

“壹基金壹乐园项目云上运动汇”在自贡市沿滩区大岩学校开展 

1）中国报道：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eye-opener/2020/1112/52115.html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djxf.chinareports.org.cn/eye-opener/2020/1112/52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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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影像网：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1112/2907.html?1605142195 

3）亚传网：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1112/8176.html?1605142199 

4）今日头条：https://www.toutiao.com/i6894000914093310472/ 

5）搜狐：https://www.sohu.com/a/431240321_500871 

6）凤凰：https://ishare.ifeng.com/c/s/81JZQNZVwVD 

7）腾讯：https://page.om.qq.com/page/O8R4d-F9AOqSb_C59KzWcAvw0 

8）一点资讯：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RqOiify 

9）新浪 

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th72.html?kdurlshow=1&wm=304

9_0047&from=edu 

 

5、贵州独山县： 

（1）冬季各校活动情况 

进入冬季，各所学校陆续开展冬季运动会，组织游戏、球赛、拔河等各种活动。壹基金篮球场的

多功能和便利性，觉得师生喜爱，在运动会发挥了很多作用。 三里小学利用篮球场，开展趣味游戏

活动，上道小学开展袋鼠跳等趣味运动会，麻尾小学开展体操比赛，独山县二小在篮球场进行体能测

试，翁台小学师生跑操，下司小学进行梯队训练，董岭小学的学生学起了摄影...在课间自由活动时

间，经过雨水冲涮之后的操场看起来比较干净，学生三五成群在球场上玩耍、追逐、玩的不亦乐乎。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1112/2907.html?1605142195
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1112/8176.html?1605142199
https://www.toutiao.com/i6894000914093310472/
https://www.sohu.com/a/431240321_500871
https://ishare.ifeng.com/c/s/81JZQNZVwVD
https://page.om.qq.com/page/O8R4d-F9AOqSb_C59KzWcAvw0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RqOiify
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th72.html?kdurlshow=1&wm=3049_0047&from=edu
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th72.html?kdurlshow=1&wm=3049_0047&from=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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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川南普格县： 

（1）壹乐园项目学校开展情况 

11月 12日，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校接收使用运动器材包后，各个学校都在微信群里讨论物资的好

处，给学校解决了体育课的大难题。各个项目校也在积极的开展着各项活动。 

（2）资料反馈 

11月 13日，经过在微信群里与各校项目点校长协商确定，普格县教育局将组织一场县上中小学

生运动会，时间待定，执行机构也在随时与教育局联系，共同举办这次运动会及资料的收集。 

（3）随时保持普格县项目校微信群的联系 

自项目落地建立了微信群，项目校校长以及参训教师都积极配合执行机构工作，长期密切在群里

沟通和协调，加强老师与执行机构之间的零距离经验交流，对接下来开展活动打下基础。 

项目校老师将信息反馈在微信群里，有疑问的项目校老师也会相互沟通学习。 

（4）传播链接汇总 

1）这孩子居然想要一个瓷砖做的操场！?（微信视频号） 

TA们的未来没有跳绳的童年不是好少年 

https://v.douyin.com/JQeD8dC/（抖音链接） 

2.你的童年也是这样的吗？（快手链接） 

 https://v.kuaishou.com/5kAly0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v.douyin.com/JQeD8dC/
https://v.kuaishou.com/5kAl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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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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期间，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元阳、自贡线上运动会顺利开展，扩大项目影响力。 

（3）项目硬件 

2020年 11月期间，持续跟进完工照片、铭牌照片及链上公益签收工作。 

（4）项目结项 

项目结项工作进展顺利，16--17项目预计 12月正式结项，18-19项目暂无结项疑难问题。 

（5）20新增项目 

申请邮件发送及申请资料收集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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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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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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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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安装等前期

准备均已完成； 

②【11】所项目校完成图书馆运营管理系统一对一安装培训； 

③项目教师阅读培训，由于疫情影响，线下培训延期，具体时间待定。 

 

 

光山县宴河乡第一中心小学制度上墙、开放运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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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胜县鲁地拉镇中心小学制度上墙、开放运营 

 

梦想球场项目 

（1）项目概况 

梦想球场项目于 2019 年 7 月，由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联

合发起，项目以儿童发展为核心，通过线上支付宝用户在“支付宝运动”上的共同参与，线下为乡村

学校捐建足球运动场，配备体育教学器材，组建少儿足球队，开发趣味课程，培训体育教师，提高体

育教学质量，进而有助于儿童在身体平衡、反应与灵敏度、运动技巧等方面进行增强和提高。同时帮

助儿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使儿童更有自信，更利于儿童在情感和社交中的发展。 

（2）本月项目进度 

①截至 11月，项目组和 9家伙伴机构跟进 2家供应商，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共计 17所项目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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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已完成铺设学校 16 所，未完成学校 1所； 

②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项目学校足球队组建以及训练情况 

截至 2020 年 11 月，项目执行伙伴推动项目学校组建以 12 人制为主的校园足球队，在项目伙伴

和项目学校老师的推动努力下，17 所项目学校分别组建起了校园足球队。组建完足球队后，项目伙

伴推动项目学校开展足球训练活动。部分学校示列如下： 

武山县门镇百泉小学 

③校园足球赛事开展情况 

11月 27日，由德格县教育和体育局主办，马尼干戈片区寄宿制学校承办的“德格县玉隆片

区校园足球交流赛”在马尼干戈片区寄宿制学校隆重举行。在开幕式上，县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

志参加了活动；县人民政府督学陈在瑜作了重要讲话；玉隆片区各小学校负责人和学校足球队参

加仪式。此次足球赛，计划赛程为 3天，并参照国际足联最新《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结合高原

地域特色，因地制宜进行。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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