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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笔善款都可实时追溯！

他们为山区儿童创造更好的运动环境

� � “这是 我 参 加 过 的 最
开 心 的 一 次 运 动

会了 。 ”
5 月 31 日上午，马家庄幼儿

园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迎六
一亲子运动会。 虽然刚刚下了一
场雨，但受益于新铺设的多功能
运动场 ， 这次运动会并未受影
响。 孩子们在家长及老师的悉心
陪护下 ， 一起完成了穿越障碍
物 、愚公移山 、接力跑等游戏运
动。 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孩子
们都说自己玩得非常开心。

马家庄幼儿园是一所典型
的山区幼儿园，幼儿园位于贵州
省毕节市织金县三甲街道，在去
年年底以前，幼儿园还是普通的
水泥场地 ， 且缺乏户外运动器
材。 无论是孩子们户外运动的安
全性， 还是游戏活动的丰富性 ，
都十分有限。

这一情况在去年得到了改
变。 2020 年下半年，美团公益联
合壹基金发起山区幼儿园运动
场公益项目，为偏远山区及乡村
公办幼儿园铺设多功能运动场，
配备幼儿园体能游戏综合器材
包，并通过教师培训支持幼儿园
老师开展相应的体育教学和户
外游戏活动。 2020 年年底，作为
该项目受益园之一，马家庄幼儿
园新运动场投入使用。

为乡村儿童
创造更好的运动环境

适当的体育活动对孩子的
健康成长来说意义不言而喻。 但
现实情况是，各幼儿园在软硬件
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尤其对广
大农村或山区幼儿园来说差距
更为明显。

据壹基金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公益行业针对学龄前（3-6
岁阶段）儿童投入的资源相对较
少，尤其是在艺术以及运动类方
面。 很多幼儿园的运动场条件有
限，幼儿园儿童户外活动的安全
性和丰富度仍需更多的关注。

“壹基金在过去十余年的时

间里面做了大量项目，其中落地
在山区、欠发达地区小学阶段的
公益项目也有很多。 我们希望把
基金会的一些经验应用在山区
幼儿园这样的场景里。 当然，这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所以从去年 9 月份开始，我们和
美团公益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开
始研究新的项目。 ”壹基金助理
秘书长丁干告诉记者。

美团公益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 在学前
教育也即幼儿园阶段， 很多山区
乡村幼儿园的基础设施还有一定
的提升空间，尤其是户外运动场。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看到有
些幼儿园的地面还是水泥硬化地
面，甚至有些还是沙土地面，孩子
们在上面运动和玩耍的时候有一
定安全隐患， 另外幼儿园也缺乏
一些丰富多样的适合孩子的户外
运动设施。 受访的幼儿园老师也
表示， 特别希望能给孩子们建设
一个安全专业的运动场。 山区幼
儿园运动场项目就这样应运而
生。 ”上述负责人谈道。

结合壹基金多年来在贵州
省尤其是毕节市开展项目的实
践经验，山区幼儿园运动场项目
选择了毕节市织金县作为试点。
根据学龄前儿童发展特点，该项
目主要为偏远山区、乡村公办幼
儿园铺设多功能运动场，配备幼
儿园体能游戏综合器材包，并通
过教师培训支持幼儿园老师开
展相应的体育教学和户外游戏
活动，更好地促进山区幼儿园在
园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对于新的运动场，孩子们都
表示非常惊喜，也非常喜欢。 马
家庄幼儿园园长朱莹告诉记者，
此前幼儿园为水泥地，户外活动
游戏器材比较少，活动设置也比
较薄弱。“新运动场铺好之后，孩
子们可以玩的户外游戏有所增
加，不再受场地限制，可操作性
更强也更安全。 雨天过后孩子们
也可以在操场上进行游戏，不用
担心地面有积水的问题。 孩子们
感觉很新奇， 有时候玩累了，还
会躺在操场上休息一下。 ”

每一笔善款
都可实时被追踪

面对乡村幼儿园对项目的
巨大需求，如何保证项目资金来
源、如何发动更多爱心企业和个
人参与进来，是摆在各方面前的
一大挑战。

据介绍，山区幼儿园运动场
公益项目的善款来自美团公益
商家计划。 该计划自 2019 年开
始试点，意在发挥美团生活服务
电子商务平台的链接能力，满足
商家以简单化、低门槛的方式参
与公益的诉求。

商家加入该计划后，每通过
美团完成一个订单就会自动捐
赠一笔小额善款，捐赠额度由商
家自定义。 捐赠累计满 20 元（包
含 PP 板、运输、施工、器材包、教
师培训等费用均摊）， 就可以为
山区的幼儿园捐赠一块 PP 板
（注：PP 板即悬浮式拼装地板），
成为铺设多功能运动场的标准
化材料。

这项计划实现了对善款走
向的实时追踪，商家可以随时在
美团后台查看公益档案，并精准
定位到自己捐赠的 PP 板最终铺
设在哪个幼儿园运动场的哪个
位置。同时，消费者通过美团 App
预订酒店时，也可以通过筛选功
能，选择带有“公益商家”标签的
酒店进行预订，并在所选商家详
情页了解其实时的公益档案。

记者了解到，马家庄幼儿园
新铺设的运动场面积为 603.5 平
方米。 在运动场一侧竖着一块明
示牌， 通过扫描上面的二维码，
可以了解运动场详细情况和爱
心企业捐赠情况。 如上图所示，
马家庄幼儿园运动场共有 2309
家公益酒店参与捐建，总捐建 PP
板数为 6496 块， 每一家参与捐
赠的酒店名字也都有详细展示。

大理半吨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是参与捐建该幼儿园运动场
的公益商家之一。 该公司董事长
王磊当天也来到幼儿园并为孩
子们赠送了节日礼物。

王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
道，参与该项目的商家可以通过
后台随时查看善款去向， 清晰、
透明的追溯能力和及时的成果
反馈， 让商家对其非常有信任
感。“你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捐
赠的每一分钱花在了什么地方，
甚至可以知道自己捐的 PP 板用
在了运动场的具体位置。 美团公
益的透明度和可信任度也是我
决定参与山区幼儿园运动场项
目的主要原因。 ”

据美团公益相关负责人透露，
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 ， 已经有
49719 家酒店通过美团公益加入
山区幼儿园运动场项目。 目前，酒
店公益商家计划所筹善款已经完
成 22 个山区幼儿园运动场的铺
设，预计今年至少将在贵州省毕节
市 100个山区幼儿园完成铺设。

除了完成幼儿园的捐建以
外， 壹基金和美团发挥各自优
势，该项目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
善的从捐赠到执行的闭环系统，
壹基金项目部自身也已经建立
了一套较为顺畅的沟通机制和
业务管理模式。 而这，也为项目
未来的继续执行和优化升级奠
定了基础。

“我们开发了一套善款追踪系
统， 希望通过科技创新助力公益，
让公益更加透明，让商户捐的每一
笔善款都能够清晰地被追溯。我们
也希望公益商家的爱心举动被更
多用户感知到，所以对于公益商家
开设了快筛通道、公益标签及公益
档案。希望为美团平台上数百万的
商家和数亿的消费者提供一个便
捷的参与公益的渠道。 ”美团公益
相关负责人谈道。

联动各方
助力乡村儿童早期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 6月 1日发布的《中国儿童福
利与保护政策报告 2021》显示，过
去一年，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儿
童福利、儿童健康、儿童教育等多
个领域均取得显著进展。

幼儿体育活动是幼儿园教

育的重要内容。 研究表明， 对 3
到 6 岁学龄前儿童来说，每天进
行适量户外运动，对孩子良好习
惯的养成、生活的素质提升以及
社交能力的培养都是非常重要
的。 但现实是，我国乡村地区学
龄前儿童体育活动场地条件、活
动数量与内容开展均不足，质量
较低，与城市孩子体育活动仍存
在一定差距，致使乡村幼儿的健
康得不到充足保障。

其中一个明显差距是， 我国
乡村或山区幼儿园师资力量相对
薄弱， 缺少专业的体育教师尤其
游戏活动类老师。 幼儿教师的体
育素养会直接影响幼儿体育活动
开展，直接影响幼儿健康水平。如
果乡村幼儿教师能力一般， 没有
教学经验，也没有责任心，会大大
影响教学效果。 在很多乡村幼儿
园中，很多体育老师都是兼职，教
师对幼儿体育活动不了解， 教学
经验不丰富，缺乏教学实践能力。

美团公益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美团联合壹基金及爱心商
家发起的山区幼儿园运动场项
目并不是简单的捐建运动场地，
该项目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建设
前期选点、规划，中期运动场设
计、建设、户外游戏及运动器材
采购，后期幼儿园运动场教师培
训、自主体育活动的支持等。

“运动场是由 PP 板铺设而
成的，同时，我们还为运动场配
备了攀爬架、篮球架、小推车、平
衡木等适合幼儿园孩子的体育
运动设施。 还联合壹基金定期为
幼儿园教师进行专业培训，帮助
乡村幼儿园更好地开展幼儿运
动和学习与管理。 另外，我们也
会根据项目点的反馈不断调整
场地和设施，对项目进行升级迭
代。 ”美团公益相关负责人谈道。

得益于壹基金在儿童关怀
及发展等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
该项目落地执行也较为顺利。

经过前期和当地政府特别
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沟通，项目组
会初步筛选出符合建设运动场
的幼儿园，并安排专人到幼儿园
进行实地探访和相关测量。 在这
些工作的基础上，项目组会制定
详细的实施计划。

丁干表示，“一旦美团公益
商家捐赠的善款到位，我们就会
很快将项目落地，基本上第二个
月就可以完成施工，同时其他体
育设施也会陆续到位。 我们希望
幼儿园老师能够真正将运动场
运用起来，让孩子们从中受益。 ”

根据美团和壹基金前期调
研， 目前仅织金县一地对山区幼
儿园运动场项目的需求就非常
大，数量达到几十家。 因此，项目
后续运作面临的压力也可想而
知。 不过美团公益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目前除了美团酒店商家
的积极参与，美团到店餐饮商家、
景区商家等各个业务的商家也在
陆续参与进来。“我们希望带动平
台上更多商家和用户参与， 聚沙
成塔，持续助力儿童公益。 ”

� � 5 月 31 日， 马家庄幼儿园的孩子
们在多功能运动场上做游戏

马家庄幼儿园铺设新场地后的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