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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阳光跑道项目是由国务院扶贫办指导，中国扶贫基金会

联合阿里巴巴公益平台于 2018 年 5 月发起的关爱贫困地区

农村小学生运动的项目，通过建设学校操场和跑道，改善和

丰富孩子们的体育运动条件及形式，让他们能在正规跑道上

迎着阳光奔跑--追梦的路，阳光跑道，让每个孩子都有快乐

运动的机会。

目前项目在全国 5 省 6 县进行 34 所学校跑道援建，受

益人数约为 19119 人，其中受援每所学校由中国扶贫基金会

提供援助资金 22.5 万元，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配套，该项

目得到地方政府及教育局的支持及认可。

二、本季度工作情况

1. 项目筹资：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项目认捐金额为 7078164.24

善款来自阿里巴巴公益，主要来源渠道为阿里巴巴集团捐

赠、“公益宝贝”和“益起来”平台筹集。

2. 项目执行：

1）资金支出情况

自项目开展以来，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共计支出 423

万元，本季度支出 63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省份 县 学校名称
支出金额

/万元
支出事由 备注

1 河北省 赤城 兴仁堡小学 22.5 工程全款

2 河北省 赤城 后城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22.5 工程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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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北省 赤城 龙门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22.5 工程全款

4 河北省 赤城 云州乡中心小学 22.5 工程全款

5 河北省 赤城 龙关镇中心小学 22.5 工程全款

6 云南省 永善 黄华小学 13.5 工程首款

7 云南省 永善 文山小学 13.5 工程首款

8 云南省 永善 水竹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13.5 工程首款

9 陕西省 陇县 三里营小学 22.5 工程全款

10 陕西省 陇县 八渡镇中心小学 22.5 工程全款

11 陕西省 陇县 堡子身小学 22.5 工程全款

12 陕西省 陇县 坪头小学 22.5 工程全款

13 陕西省 陇县 峡口小学 22.5 工程全款

14 贵州省 正安 旦坪九年一贯制学校 22.5 工程全款

15 贵州省 正安 红岩九年一贯制学校 22.5 工程全款

16 贵州省 正安 黄渡九年一贯制学校 22.5 工程全款

17 贵州省 正安 胜利完全小学 22.5 工程全款

18 贵州省 正安 支前学校 22.5 工程全款

19 贵州省 正安 石井完全小学 22.5 工程全款

20 贵州省 正安 庙咀九年一贯制学校 22.5 工程全款

合计 423

2）项目运行情况

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项目建设共计 34 所学校，其

中 17 所已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3 所跑道软化建设中，14

所项目实施细节确认中，待建。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省份 县 学校名称 建设进度 备注

1 河北省 赤城县 兴仁堡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2 河北省 赤城县 后城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3 河北省 赤城县 龙门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4 河北省 赤城县 云州乡中心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5 河北省 赤城县 龙关镇中心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6 云南省 永善县 黄华小学 软化建设中

7 云南省 永善县 文山小学 软化建设中

8 云南省 永善县 水竹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软化建设中

9 陕西省 陇县 三里营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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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陕西省 陇县 八渡镇中心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11 陕西省 陇县 堡子身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12 陕西省 陇县 坪头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13 陕西省 陇县 峡口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14 贵州省 正安县 旦坪九年一贯制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15 贵州省 正安县 红岩九年一贯制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16 贵州省 正安县 黄渡九年一贯制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17 贵州省 正安县 胜利完全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18 贵州省 正安县 支前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19 贵州省 正安县 石井完全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20 贵州省 正安县 庙咀九年一贯制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21 云南省 镇雄县 螳螂小学 待建

22 云南省 镇雄县 拉埃小学 待建

23 云南省 镇雄县 大河小学 待建

24 云南省 镇雄县 林口乡中心小学 待建

25 云南省 镇雄县 新场小学 待建

26 云南省 镇雄县 毛坝九年一贯制学校 待建

27 云南省 镇雄县 芒部镇中心小学 待建

28 云南省 会泽县 待补小学 待建

29 云南省 会泽县 拖落小学 待建

30 云南省 会泽县 赵家村小学 待建

31 云南省 会泽县 卡龙小学 待建

32 云南省 会泽县 马店小学 待建

33 云南省 会泽县 小米小学 待建

34 云南省 会泽县 纸厂小学 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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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城县云州乡中心小学阳光跑道建成照片

陇县坪头小学阳光跑道建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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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安县庙咀九年一贯制学校阳光跑道建成照片

建设中的学校情况：

（1）永善县黄华小学

已完成场地硬化，待塑胶材料入场后，可进行塑胶铺设。

图 1 沥青面层开始施工 图 2 沥青面层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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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沥青面层基本完成 图 4 场地球场灯安装完毕

（2）永善县文山小学

已完成跑道场地硬化，因山区海拔等自然因素无法满足

工程建设条件，预计 4月初霜冻期结束可进行跑道软化工程。

场地硬化完成

（3）永善县水竹乡中心小学

已完成跑道场地硬化，因山区海拔等自然因素无法满足

工程建设条件，预计 4月初霜冻期结束可进行跑道软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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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跑道软化材料进场 图 2 场地硬化打磨完成

三、受益人故事

故事一：

从幼儿园到六年级，我已经在峡口小学待了整整八年，

这八年来，我见证了学校操场的变迁，从刚开始的土操场到

水泥硬化操场，而如今，2018 年的 10 月，学校的操场再次

迎来了它的“春天”，操场焕然一新，整洁、美观、实用，

全新的塑胶跑道使同学们眼前一亮。

新操场的建成，不仅美化了校园环境，提高了办学品味，

也拓展了学校体育教学及师生课间活动空间，让师生活动变

得更安全、更舒适。现在，操场成了老师和同学们锻炼的乐

园，体育课、课间活动都能看到大家奔跑、锻炼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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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以前上体育课，对于足球，我们都是“浅尝辄止”，

因为没有塑胶操场，老师也怕我们受伤，只是教给我们一些



9

动作要领，真正的足球赛从未举行过。而就在昨天，我们举

行了一场真正的足球赛，队员们在球场上挥洒汗水，啦啦队

的喊声震耳欲聋，我作为球员真正感受到了塑胶操场上奔跑

的自由除了因为它的新装新容之外，还因为它的气息，它的

生命力，也许未来的学生们会好奇，过去的狂风飘尘、泥泞

如田是怎样一番景象呀，而经历过新旧操场的我们，嘴角都

会有一丝骄傲的曲线，因为我们见证了它的改变。

牛国庆

陇县温水镇峡口小学

故事二：

盼星星，盼月亮。今天我们终于盼来了学校举行的运动

会。缕缕阳光，照耀着我们美丽的校园，今天，我校迎来了

第一次运动会，这令我既兴奋又紧张。因为以前学校都是土

操场，到处坑坑洼洼，别说运动会了，平时跑个操都难；遇

到下雨，好几天都没地方去活动。今年，我们学校得到援建，

实施了阳光跑道项目，同学们好高兴啊！这不，操场刚铺好，

学校就迫不及待的组织了这次运动会。看！我们排着一列列

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的走进运动场，运动会拉

开了帷幕。

第一个项目“三人四足”开始了，首先上场的是我们班

的实力派——女战队。她们竟然在私下还编了口号：“谁说

女子不如男!”一上场那口号声简直可以把一座楼给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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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她们手腕着手，肩并着肩不紧不慢的喊着：“一二，一

二，一二……”的口号，刚开始节奏把握的很好，大家步伐

一致向前飞快跑去。可能是求胜心切，她们的速度越来越

快……，不好!领头摔倒了，刹车不好“啪”!全倒了。六年

级趁火打劫，超过了我们班。实力派队员们个个摔得东倒西

歪，可她们顾不上疼痛，赶紧爬了起来。向前飞快奔去!耶!

第二名，还行吧!

轮到我们偶像派上场了——说都不用说!这就是传说

中，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男战队我们也有气势磅礴的口号：

“只要不是最后，我们就开心!”这声音让人听到就好笑了!

我们定下诺言;摔倒了爬，爬不动就滚，滚不动就没办法了!

女战队首领来传授经验：“不要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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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第一，比赛第二……”我们的女首领一讲起话来就喋喋不

休。“预备开始!”我们像一匹骏马向前飞驰，我心里想：“什

么也阻拦不了我们的脚步。”我们闭上眼，齐喊“左右，左

右……”向前冲去，眼看到了终点!大家心里乐开了花，急

步向前。哈!摔了个狗啃泥，倒在终点线上。第二名，偶像

派变成了实力派啦!

接下来是拔河比赛，我们班一路过关斩将，杀到了冠军

亚军争夺赛。“嘟”的一声哨响，决赛开始了。对方队员虎

视眈眈地看着我们，我们班的队员没被他们的气势吓倒，都

稳稳地拿起了绳子。大家同一姿势，两腿一前一后弓着，身

子向后倾，重心降低，双手像钳子一样握着绳子。

在哨响的几秒里，绳子居然纹丝不动，双方僵持着。突

然对方像打了鸡血似的，猛地一扯，我方好不容易稳住阵脚，

后面一个神龙摆尾。我们就像被黑洞吸了过去似的。“停!”

裁判喊到。我方输了!

第二轮双方交换位置，我们像失去了信心，气势低落，

而对方个个精神抖擞，我们很快败下阵来。我们输了比赛我

心爱的小屁股还在地上摩擦了一米远!真是悲催哟!不过，我

们并没有灰心，还有好多项目等着我们大显身手呢!

跳绳比赛是我们最不擅长的，我们很多同学都跳得不

好，可就在前几天，有一位同学为我们找到了方法，我们真

是欣喜若狂，经过我们的苦苦练习，跳长绳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们的配合越来越默契，一个个犹如一群飞舞的“小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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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开始了!我们班一个接着一个，从来都没有失误，就这

样，我们获得了第三名，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呀!

惊心动魄的接力赛，同学们不敢出声，盯着棒子，接到

棒子就飞奔。让人捧腹大笑的袋鼠跳，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

容，向前跳去……

热火朝天运动会结束!虽然我们榜上无名，同学们有点

不习惯，心中也有点小失落。但俗话说得好：“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重在参与，开心就好，下次在争第一吧!

王一卓

陇县堡子身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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