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跑道
2019 年度项目总结报告

2020 年 1 月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整体情况

阳光跑道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教育援助类项目。该项目

通过对贫困地区学校运动场及跑道软化建设提供支持，改善贫困地区

学校校园基础设施水平，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体育教学场地及活动空间，

提升贫困地区学生体育教育质量。截至 2019 年底，项目认捐金额为

17,315,922.94 元，项目在全国 6省（自治区）8县完成和规划中的受

益学校 42所，预期受益人数约为 22,078 人，该项目得到地方政府及

教育局的支持及认可。

2. 本年度项目执行概述

2019 年，项目主要开展了项目学校实地调研选址、项目工程进展

监管及项目工程验收、投入情况监督等工作，筹集善款 12,191,840.99

元，累计支出 2,117,891.00 元，本年度项目覆盖 4 省 6县，直接受益

人数达 8,960 人（次），其中深度贫困县 4 个。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1. 项目筹资

截止 2019 年底，筹集善款 12,191,840.99 元，善款主要来自 2019

年 11 月大爱无国界国际义卖活动、阿里巴巴集团捐赠、“公益宝贝”

和“益起来”平台筹集、宁波雾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社会公

众、社会团体捐赠。

2. 项目管理

（1）款物支出情况

本年度开展项目为 32 所学校阳光跑道，共计支出 2,117,891.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省份 县 学校名称 支出金额/万元 支出事项

1 云南省 永善县 黄华小学 9.00 工程尾款

2 云南省 永善县 文山小学 9.00 工程尾款

3 云南省 永善县 水竹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9.00 工程尾款

4 贵州省 正安县 旦坪九年一贯制学校 9.00 工程尾款

5 贵州省 正安县 红岩九年一贯制学校 9.00 工程尾款

6 贵州省 正安县 黄渡九年一贯制学校 9.00 工程尾款

7 贵州省 正安县 胜利完全小学 9.00 工程尾款

8 贵州省 正安县 支前学校 9.00 工程尾款

9 贵州省 正安县 石井完全小学 9.00 工程尾款

10 贵州省 正安县 庙咀九年一贯制学校 9.00 工程尾款

11 云南省 镇雄县 螳螂小学 0.00 首款待拨

12 云南省 镇雄县 拉埃小学 0.00 首款待拨

13 云南省 镇雄县 大河小学 0.00 首款待拨

14 云南省 镇雄县 林口乡中心小学 0.00 首款待拨

15 云南省 镇雄县 新场小学 0.00 首款待拨

16 云南省 镇雄县 毛坝九年一贯制学校 0.00 首款待拨

17 云南省 镇雄县 芒部镇中心小学 0.00 首款待拨

18 云南省 会泽县 待补小学 0.00 首款待拨

19 云南省 会泽县 拖落小学 13.50 工程首款

20 云南省 会泽县 赵家村小学 0.00 首款待拨

21 云南省 会泽县 卡龙小学 0.00 首款待拨

22 云南省 会泽县 马店小学 0.00 首款待拨

23 云南省 会泽县 小米小学 13.50 工程首款

24 云南省 会泽县 纸厂小学 13.50 工程首款

25 云南省 会泽县 双沟小学 13.50 工程首款

26 云南省 会泽县 石门坎小学 13.50 工程首款

27 四川省 万源市 大竹镇中心小学校 13.50 工程首款

28 四川省 万源市 官渡镇中心小学校 13.50 工程首款

29 四川省 万源市 秦河乡中心小学 13.50 工程首款

30 四川省 万源市 新店乡中心小学 13.50 工程首款

31 内蒙古 科右前旗 桃合木小学 0.14455 项目差旅

32 内蒙古 科右前旗 大坝沟小学 0.14455 项目差旅

合计 211.7891 -

（2）受益人情况

本年度项目覆盖 4省 6 县，直接受益人数达 8,960 人（次），其

中深度贫困县 4 个。

（3）项目运行情况

本年度项目建设共计 32所学校，其中 10所已竣工验收并投入使



用，1所跑道竣工待验收，8 所跑道软化建设中，9 所跑道待开工（霜

冻期），4所跑道待启动，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省份 县 学校名称 建设进度 备注

1 云南省 永善县 黄华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2 云南省 永善县 文山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3 云南省 永善县 水竹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4 贵州省 正安县 旦坪九年一贯制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5 贵州省 正安县 红岩九年一贯制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6 贵州省 正安县 黄渡九年一贯制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7 贵州省 正安县 胜利完全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8 贵州省 正安县 支前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9 贵州省 正安县 石井完全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10 贵州省 正安县 庙咀九年一贯制学校 竣工 投入使用

11 云南省 镇雄县 螳螂小学 待开工 霜冻期

12 云南省 镇雄县 拉埃小学 待开工 霜冻期

13 云南省 镇雄县 大河小学 待开工 霜冻期

14 云南省 镇雄县 林口乡中心小学 待开工 霜冻期

15 云南省 镇雄县 新场小学 待开工 霜冻期

16 云南省 镇雄县 毛坝九年一贯制学校 待开工 霜冻期

17 云南省 镇雄县 芒部镇中心小学 待开工 霜冻期

18 云南省 会泽县 待补小学 待启动 待签署协议

19 云南省 会泽县 拖落小学 软化建设中 -

20 云南省 会泽县 赵家村小学 待启动 待签署协议

21 云南省 会泽县 卡龙小学 待启动 待签署协议

22 云南省 会泽县 马店小学 待启动 待签署协议

23 云南省 会泽县 小米小学 软化建设中 -

24 云南省 会泽县 纸厂小学 软化建设中 -

25 云南省 会泽县 双沟小学 软化建设中 -

26 云南省 会泽县 石门坎小学 软化建设中 -

27 四川省 万源市 大竹镇中心小学校 竣工 待验收

28 四川省 万源市 官渡镇中心小学校 软化建设中 -

29 四川省 万源市 秦河乡中心小学 软化建设中 -

30 四川省 万源市 新店乡中心小学 软化建设中 -

31 内蒙古 科右前旗 桃合木小学 待开工 霜冻期

32 内蒙古 科右前旗 大坝沟小学 待开工 霜冻期



永善县黄华小学阳光跑道

正安县黄渡九年一贯制学校阳光跑道



万源市秦河乡中心小学阳光跑道建设中

会泽县小米小学阳光跑道建设中



3. 项目效果

阳光跑道的建成，让孩子们可以不用在坑坑洼洼的硬质操场上活

动，减少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让孩子们安心、快乐地进行体育运动，

让老师及家长放心。也使各项体育活动得到正常的开展，不会因为天

气原因导致操场积水而无法使用，项目的开展得到当地政府及教育局

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学生及其家长对项目的实施特别欢迎。

4. 品牌传播及影响力建设

6 月 23 日国际奥林匹克日，中国击剑队男子佩剑运动员，全国击

剑冠军，阿里巴巴奥林匹克文化推广大使孙伟与阿里巴巴公益及 20

余家媒体朋友到益起来阳光跑道项目学校河北省赤城县龙门所镇九年

一贯制学校，与孩子们开展体育活动。线上邀请郑恺、郑元畅、陈赫

等明星组建益起来明星战队，呼吁公众参与运动，奥运日全民开动。



本年度项目品牌传播主要为阿里巴巴“9·5”公益周活动宣传，

由阿里巴巴“益起来”公益平台发起公益捐步项目，并联合 13位明星

艺人和 3 家商家代表在手机淘宝组建“超级战队”，带动粉丝参与捐

步活动，截止 12月 31 日，参与益起来捐步达 4947 万人次；同时多位

艺人在新浪微博客户端为捐步活动进行宣传，附带“相信小的伟大”

话题，该话题阅读量超 10.3 亿人次，引起网友的广泛参与及支持。







附件 1：项目故事

1.永善县黄华小学受益人故事

最近，我们学校修建了塑胶跑道，大家都叫它“阳光跑道”，建

成后可方便了。

以前，我们的运动场上不但有很多的灰尘，同学们一在上面做运

动，就会灰尘漫天飞舞，让同学们难受不已。而且还有许多的石子，

同学们跑步时也会受不少伤，让同学们很难在运动场上尽情地享受运

动的快乐。让同学们苦恼的不止这两点，有的同学在运动时，会出现

滑倒的现象，令同学们叫苦连天。因此许多同学都不喜欢上体育课，

都不喜欢去运动场运动，这大大影响了同学们的健康成长。

但是现在的运动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平淡无其的运动场变

得光彩夺目。踏入校门，穿过长廊，映入眼帘的是我们学校崭新的运

动场。如果说我们学校像一条环形的项链，那么运动场宛如一颗珍珠，

镶嵌在这条项链的中间。运动场红绿相间，红色的是跑道，绿色的是

球场。运动场上软软的，就算滑倒也不会感到疼痛。

看！同学们正在跑步比赛；看！同学们正在打篮球；看！同学们

正在做运动；看！同学们高兴得在打滚。场面真是热火朝天。



因为有了“阳光跑道”，同学们几乎一有空就到上面做运动，就

连不喜欢运动的人也会情不自禁地上去跑一跑。所以同学们变得越来

越强壮，这正应了“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在于锻炼”这句话了。同学

们都喜欢“阳光跑道”，把它视如珍宝。

永善县黄华小学 六年级 莉莉（化名）



2.赤城县兴仁堡小学受益人故事

我们学校的新操场

经过半个学期的施工，我们学校的新操场终于以崭新的面孔展现

在我们的面前。

新操场可漂亮了，跑道是红色塑胶跑道，只是在篮球场上可以看

见几块绿色的区域。塑胶跑道可舒服了，就算你一不小心摔倒了，也

不会磕破皮，发生“事件”。到了下雨天，塑胶跑道也依然是原来的

样子，再也不会像旧操场那样出现坑坑洼洼了。跑道中间是个大大的

足球场，里面都是绿绿的小草，踩上去软软的，可舒服了。看着如茵

的草地，我想：要是现在就能和朋友在这里踢足球，大战三百回合，

那该有多爽呀！



操场北边的正中间是一个舞台，我们学校的运动会开幕式、六一

汇演等大型的活动都将在这里举行。舞台前面是我们学校的旗杆，每

个星期一早上，全校师生聚集在这里举行升旗仪式。随着国歌的响起，

看着五星红旗沿着旗杆冉冉升起，我的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

新操场成了兴仁堡小学一道亮丽的风景。以后我们的体育活动都

要在这里开展。新操场成了我们强身健体的乐园。我喜欢我们学校的

新操场！

兴仁堡小学 五年级 陈陈（化名）



附件 2：

经典照片 1

9 月底，陕西省陇县的项目学校小朋友们为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手拿国旗和彩球，或摆成“中国”字样，或摆成心形图案，祖国的花

朵们共同为祖国妈妈庆生。







经典照片 2

新的一年到来，永善县黄华小学、水竹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正安

县旦坪九年一贯制学校、正安县石井完小的同学们在阳光跑道上用鲜

艳的折扇或小红旗，摆出红色的 2020，迎接新一年的到来，阳光跑道

的建成为同学们提供了更好的体育运动环境，他们将在跑道上更加快

乐得奔跑、成长。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附件1：项目故事
	1.永善县黄华小学受益人故事
	2.赤城县兴仁堡小学受益人故事
	附件2：
	经典照片1
	经典照片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