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项基金季度总结报告 

专项名称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幕天公益专项基金 

项目周期 

20190701-20190930 

年度项目预算 本期项目支出 

CNY 4898775.00 CNY133,375.63  

本期实施地点 本期受益人数 

全国 200 余所乡村学校 学生：75000 余人 老师：3200 余人 

项目经理姓名 提交报告日期 

刘美群 20191028 

 

1. 项目进展情况介绍 

1.1 项目执行情况（300-500 字） 

项目事实：在哪些地方，做了哪些事情，举办了多少场活动，活动形式是怎样的，多少人次参与，历时

多长时间、项目内容完成进度、项目目标达成比例等 

1、亲子阅读项目第三方评估： 

为深入了解和掌握“爱阅之家”亲子阅读项目的实施情况、问题与困境以及项目成

效、特别是值得复制推广的项目经验、项目优化建议等，幕天公益于 2019年 4月至 8月

委托广东省惠诚社会工作评估中心对“爱阅之家”亲子阅读项目进行服务成效评估、项

目优化评估。 

本次项目成效评估采用量化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是通过结构式问卷

收集量化数据与开放式访谈收集质性材料，然后对数据材料进行汇总整理、分析评估。

问卷调查法是项目团队和评估团队从参与者基本信息、阅读意识及情感、阅读行为实践、

阅读工具的实际使用感受和效果评价这几个维度设计的结构式问卷，以对参与者各方面

指标进行前后测量，评估项目对象发生的改变及其他项目成效。最终前后测总共收集学

生样本 4330 个，教师样本 325 个，家长样本 1257个。 

深度访谈法是项目团队为评估项目实施的整体情况，从项目参与者基本信息、阅读

认知、阅读实践、阅读工具包的实际使用感受和效果评价、项目评价及建议等方面分别

对 14 位学生、32 位教师、20 位家长进行了开放式的电话访谈。同时，还对学校教师反

馈的各项材料进行了相应整理分析，重点了解项目的困境与亮点以及对项目优化的对策



 

建议。 

2、阅读推广志愿者共读一本书活动第一期： 

2019年 8月 7日至 9 月 15日，幕天开展了“以书会友，体验共读”为主体的共读一

本书活动。本次活动在幕天注册阅读推广志愿者中进行，共 17位志愿者报名参与，志愿

者一起推荐并投票产生共读书目《书语者》，活动以幕天作为主办方及书籍提供者，幕

天委托一位志愿者作为领读者，组织和引导志愿者共同阅读，并通过阅读分享会和读后

感的形式分享自己的阅读心得。 

3、新化百校回访 

2019 年 6月 10 日至 21 日，幕天公益联合新化县团委组织志愿者在新化县 109 所乡

村学校开展了为期 10天的一对一实地走访学校，对幕天人人图书角项目进行学校情况调

查及更新，捐赠书籍使用情况调查，通过教师及学生访谈及问卷填写相结合的方式，了

解学生阅读情况，以优化项目。 

 

1.2 项目效果介绍（300-500 字） 

客观记录：受益人整体变化，个别受益人故事，参与人满意度，建议图文结合，图片不少于 3 张并添加

文字说明 

1、亲子阅读项目第三方评估： 

项目访谈中，教师、家长、学生均表示阅读对自己有帮助。100%学生表示会继续参

与亲子阅读，93%学生表示亲子阅读对培养阅读习惯和改善亲子关系有帮助。100%家长回

答亲子阅读项目对孩子阅读能力的提高，亲子关系改善有帮助，并愿意再次参加。后测

中，有 96.25%的教师认为亲子阅读项目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总体上，“爱阅之家”亲子阅读项目对学生的帮助作用是最大的。学生们通过阅读

增长了知识见闻、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增加了自信、收获了更好的亲子沟通及其更亲

密的亲子关系。后测中，近 90%的教师认为亲子阅读项目对学生起到了普遍帮助与促进作

用。教师认为学生各方面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包括学生阅读积极性（94.4%的教师

认为）、学生写作能力（78.8%）、学生阅读能力（87.5%）、学生表达能力（89.4%）。

同时，还有 89.4%的教师认为通过亲子阅读项目这一平台促进了家长对阅读的支持与配

合。 



 

 

图 1：回收回来的家长及学生问卷 

 

图 2：回收回来的问卷 

 

图 3：回收问卷录入中 

2、阅读推广志愿者共读一本书活动第一期： 



 

幕天阅读推广志愿者作为幕天阅读推广的重要伙伴，不仅参与协助幕天公益项目工作，

同时也是幕天阅读推广的重要参与者。为激发阅读推广志愿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推广热

情。《书语者》是米勒老师执教七年的回顾和总结，也是对这一难题很睿智且极有说服

力的回答。米勒老师通过自己教学过程中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案例，将十几年阅读教学的

心路历程娓娓道来，并给出了详实可供参考的方法。阅读推广志愿者通过阅读本书，对

于儿童阅读推广以及阅读课程设计方法获得启发。志愿者任海涛阅读本书后如是说：“于

我而言，尽管目前我并非父母、亦非教师，而作为一个渴望寻求阅读技巧的人，通过阅

读书中相关方法论，也着实感受到了自身的变化。至少，目前读书成为了我派遣情绪的

最佳出口，而书架上的在读书籍，已成为我的精神愉悦。” 

 

图 4：志愿者们收到图书 



 

 
图 5：志愿者分享读书笔记 

 

图 6：志愿者分享《书语者》读后感 

3、新化百校回访 



 

本次回访反馈 84.5%的孩子会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书籍，而剩下 15.5%的学生没有课余

阅读，在受访学生及老师口中，我们了解到学生主要因为：①升学、考试压力大，课业

繁重，课余没有时间阅读 ②书籍无法自由带离学校，导致无法在家阅读 这两个原因无

法进行课余时间阅读。因此，人人图书角项目将继续倡导项目模式，并通过项目学校微

信群及公众号等多渠道传播阅读价值，解读阅读意义，让家长及老师慢慢认识到阅读课

外书籍虽然占用了一些时间，但是对于学科知识学习、学生自身成长与发展都有长远的、

积极正面的影响，让“阅读改变人生”的概念逐步深入到他们的内心。 

问卷中反应没有出现学生不喜爱阅读的情况，是志愿者在调查中随机采访了受访学

校中的一些学生得出的结果。全部参与调查的孩子们都热爱阅读，其中部分学生有自己

的阅读偏好。这说明人人图书角项目筛选及寄送的书籍本身存在一定的阅读价值，这说

明 2019 年图书筛选工作很好做到让图书满足乡村孩子的阅读需求。 

本次回访对于后续的项目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参与的志愿者们反馈了非常多

详实的、宝贵的数据以及采访资料。同时，通过此次活动不仅对于项目的改进有参考意

义，同时有助于志愿者深度参与感知项目，生产出的内容、文章也得到腾讯公益的转载

发布，拍摄照片、故事等都成为今年 99公益日的素材。 

 

图 7，走访中的学校图书角一角，破旧的图书无法满足孩子们的阅读需求 



 

 

图 8.志愿者与教师在进行访谈 

 

图 9.资源与学生在进行访谈_ 

 

图 10；走访回收的问卷和访谈记录表 



 

 

图 11、回收回来的问卷 

 

1.3 持续运营或改进意见 

具体反思：对遇见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改善策略;给予活动改进的意见 

1、亲子阅读项目第三方评估： 

（1）所有样本都缺乏对照组 

学生、家长、教师所有的样本都没有设置对照组，这在实验设计中是不严谨的，说

服力不强。没有对照组就无法排除其他干扰变量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举个例子，同一

个年级不同班的六位同学中有三位参加了亲子阅读项目作为实验组，另外三位作为对照

组，后测结果如下表： 

表 21：六位同学后测结果 

组别 学生 介入或干预的自变量 因变量 

实 

验 

刘一刀 

王小二 

上语文课（c）+参加亲子阅读（r） 

上语文课（c）+参加亲子阅读（r） 

兴趣增大（i）+习惯养成（h） 

兴趣增大（i）+习惯养成（h） 



 

组 张三丰 上语文课（c）+参加亲子阅读（r） 兴趣增大（i）+习惯养成（h） 

对 

照 

组 

李四刚 

陈  五 

六  爷 

上语文课（c）+ 无 

上语文课（c）+ 无 

上语文课（c）+ 无 

兴趣增大（i）+ 无 

兴趣增大（i）+ 无 

兴趣增大（i）+ 无 

说明 
上语文课=Chinese\参加亲子阅读=Reading 

\兴趣增大=Interesting\习惯养成=Habit 

我们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对比中可以明显发现，阅读兴趣的增大是由学校原本的语

文课造成的，而阅读习惯的养成才是亲子阅读项目的成效。如果没有下面的对照组，那

么我们可能会误以为——阅读兴趣的增大和阅读习惯的养成都是因为亲子阅读项目的推

行才产生的。 

（2）家长代替孩子回答恐有偏误 

项目优化部分的开放式电话访谈问卷共四部分，分别是个人信息、亲子阅读开展情

况、亲子阅读项目优化以及亲子阅读包优化。其中，教师平均访谈时间为每份问卷 30-40

分钟，家长平均访谈时间 20-30 分钟，学生平均访谈时间 20-30 分钟。一方面电话访谈

不能够现场观察到被访者的表情等其他信息，其部分回答的真实性有待考量。另一方面

学生样本中因绝大多数是低年级学生，访谈大部分有家长参与。家长的回答可能不能够

代表学生自己的真实感受。 

综合上述，项目团队和评估团队在未来的服务实践、成效评估中应该尽量做好实验

设计、实地访谈。当然，评估团队也深知鉴于人力、财力、时间等成本考虑，需要尽力

适当简化成效评估。 

2、新化百校走访 

走访中了解到幕天人人图书角项目确实还有一些不足：①寄送的书籍并没有全部按

照项目宣导的方式发放给学生自由阅读 ②阅读推广活动参与度有待提升，大部分老师是

感兴趣并且原因了解的，但是实际参与活动的学校数量却并没有与感兴趣的老师数量持

平。③学校平均藏书量仍然不足，部分学生仍然处在无书可看的状态中。  

针对以上不足，今后项目将采取以下优化措施：①继续坚持现有的志愿者招募、培

训的模式，严把筛书标准 ②深度执行志愿者召集人（各地的志愿者活动负责人）制度，

让捐书活动在全国普遍化开展，增加筹书量 ③加强阅读活动的宣传力度，并根据参与老



 

师反馈，及时调整阅读活动参与形式以及反馈形式，更加方便老师的参与 ④继续倡导人

人图书角的图书管理模式，并根据一些不同类型学校的实际情况，提供图书室、班级图

书角的管理经验，让书籍在受捐学校能够最大限度地被学生自由借阅 ⑤利用微信群、公

众号等多渠道传播阅读观念，倡导阅读价值。 

 

2. 季度财务支出明细 

A 

项目直接支出费用     阶段决算单项小计 69,776.33  

发票编号 备注 
项目名称  项目产出  费用类别 费用摘要 单价 

数

量 

 决算投入

(元）  

A.1.1 项目 1:图书捐赠 

1、阅读推广志

愿者共读一本

书活动 

物资采购 新书采购 495.9 1 495.90   A1.1-1  / 

A.2.1 

项目 2:阅读推广 
1、亲子阅读项

目 

物资采购 
亲子阅读项

目评选激励 
3132.84 1 3,132.84  

 A2.1-1、

A2.1-2、A2.1-3、

A2.1-4、A2.1-5、

A2.1-6、A2.1-7、

A2.1-8、A2.1-9、

A2.1-10、

A2.1-11、

A2.1-12、A2.1-13 

 / 

A.2.2 邮寄费 
亲子阅读物

流寄送 
627.4 1 627.40   A2.2-1、A2.2-2  / 

A.2.3 交通费 
亲子阅读项

目合作 
149 1 149.00  A2.3-1   / 

A.3.1 

项目 3:第三方参与

的第一方项目评估 

1、亲子阅读项

目第三方评估 

2、新化学校访

查 

物资采购 
学校访查活

动物资 
110.3 1 110.30   A3.1-1  / 

A.3.2 服务采购 
第三方项目

评估 
25410 1 25,410.00  A3.2-1、A3.2-2  / 

A.3.3 交通差旅 

学校访查（杜

应斌、陈嘉

玲、张东东、

尹相勇、龚江

河、曾圣等

17 人从广州

到湖南娄底

新化参加百

校回访活动） 

24765.7 

1 

24,765.70  

A3.3-1、A3.3-2、

A3.3-3、A3.3-4、

A3.3-5、A3.3-6、

A3.3-7、A3.3-8、

A3.3-9 

 / 

A.3.4 工作餐费 学校访查（杜 5965.19 1 5,965.19   A3.4-1、  / 



 

应斌、陈嘉

玲、张东东、

龚江河、曾圣

等 17 人参加

百校回访活

动工作用餐） 

A3.4-2、A3.4-3 

A.3.5 住宿费 

学校访查（杜

应斌、陈嘉

玲、张东东、

龚江河、曾

圣、唐晓莉、

等人，其中男

性 7 人、女性

7 人，参加百

校回访活动

住宿费用 

8407 1 8,407.00  

 A3.5-1、

A3.5-2、A3.5-3、

A3.5-4、A3.5-5、

A3.5-6、A3.5-7 

 / 

A.3.6 邮寄费 
前后测调查

问卷 
713 1 713.00   A3.6-1  / 

B 

项目执行人员薪资     决算单项小计 57248.08      

项目岗位  人员姓名  费用类别 费用摘要 单价 
数

量 

 决算投入

(元）  
    

B.1 项目总监 刘怡然 劳务补贴   
4,000.0

0  
3.00  12,000.00   B1-1  / 

B.2 项目经理 刘美群 劳务补贴   
4,000.0

0  
3.00  12,000.00   B2-1  / 

B.3 项目成员 陈嘉玲、杜应斌 劳务补贴   
6,000.0

0  
3.00  18,000.00   B3-1、B3-2  / 

B.4 实习生 

周琦、郑金凤、

刘霏、邹娅静、

李漾芝等 11 人 

劳务补贴   

 

15248.

08 

 1 15248.08 

 B4-1、B4-2、

B4-3、B4-4、

B4-5、B4-6、

B4-7、B4-8、

B4-9、B4-10、

B4-11、B4-12、

B4-13、B4-14、

B4-15、B4-16、

B4-17、B4-18 

 / 

C 

品牌筹资支出费用     决算单项小计 0.00      

项目名称 
 产出（项目目

标）  
费用类别 费用摘要 单价 

数

量 

决算投入

(元） 
  

  

  

 / /  /  /  /  / / /  
/  

  

/  

  

D 执行机构管理费用     决算单项小计 6351.22      

D.1 行政人员费用 / 
财务、人

事、品牌、
/ 2858.48 1  2858.48 D1 

  

 / 



 

IT 

D.2 行政成本费用 / 

水电、办

公场地分

摊等 

/ 3496.74 1  3496.74 
/  

  

E 税费 ／ 税率？％ / 0 / /  

总计      133,375.63  / /  

 

3. 财务票据 

票据编号 费用名称 票据数量 票据金额合计 备注 

A1.1-1、A2.1-1、

A2.1-2、A2.1-3、

A2.1-4、A2.1-5、

A2.1-6、A2.1-7、

A2.1-8、A2.1-9、

A2.1-10、A2.1-11、

A2.1-12、A2.1-13、

A2.2-1、A2.2-2、

A2.3-1、A3.1-1、

A3.2-1、A3.2-2、

A3.3-1、A3.3-2、

A3.3-3、A3.3-4、

A3.3-5、A3.3-6、

A3.3-7、A3.3-8、

A3.3-9、A3.4-1、

A3.4-2、A3.4-3、

A3.5-1、A3.5-2、

A3.5-3、A3.5-4、

A3.5-5、A3.5-6、

A3.5-7、A3.6-1 

项目直接支出费用 40 42008.82 *请将单张金额≥500 元的票据凭证按照票据编号顺序，分类以照片

形式附到下方空白处； 

*票据不能相互遮挡，要确保清晰可见，建议用铅笔标记金额部分。

为方便查阅，注意不要颠倒票据或使其横向； 

*票据注意银行账号、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等隐私信息进行马赛克

处理。 

因学校访查交通差旅大部分票据都是小额发票并且票据金额低于

500 元，按照季报要求，本报告披露学校访查交通差旅金额大于等于

200 元的票据，,学校访查工作餐费和住宿费披露金额大于等于 500

元的票据，详见下方附件。 

B1-1、B2-1、B3-1、

B3-2、B4-1、B4-2、

B4-3、B4-4、B4-5、

B4-6、B4-7、B4-8、

B4-9、B4-10、

B4-11、B4-12、

B4-13、B4-14、

B4-15、B4-16、

B4-17、B4-18 

项目执行人员薪资 22 57248.08 

/ 品牌筹资支出费用 / / 

D1 执行机构管理费用 1 6351.22 

项目直接支出费用： 



 

1、 新书采购 

票据 A1.1-1  金额：495.9 元 

 

2、 亲子阅读项目评选激励 

票据 A2.1-1  金额：69.49 元 

 

票据 A2.1-2  金额：100元 



 

 

票据 A2.1-3  金额：411.7 元 

 

票据 A2.1-4  金额：309元 



 

 

票据 A2.1-5  金额：1098元 

 

票据 A2.1-6  金额：22.3元 



 

 

票据 A2.1-7  金额：400.47 元 

 

票据 A2.1-8  金额：42.48 元 



 

 

票据 A2.1-9  金额：72.6元 

 

票据 A2.1-10  金额：31.5 元 



 

 

票据 A2.1-11  金额：256.1 元 

 

票据 A2.1-12  金额：216.2 元 



 

 

票据 A2.1-13  金额：103元 

 

 

3、 亲子阅读物流寄送 

票据 A2.2-1  金额：576.4 元 



 

 

票据 A2.2-2  金额：51元 

 

4、 亲子阅读项目合作交通费 

票据 A2.3-1  金额：149元 



 

 

5、 学校访查活动物资 

票据 A3.1-1  金额：110.3 元 

 

6、 第三方项目评估 

票据 A3.2-1  金额：20328 元 



 

 

票据 A3.2-2  金额：5082元 

 

7、 学校访查交通差旅 

票据 A3.3-1  金额：280元 



 

 

票据 A3.3-2  金额：216.14 元 



 

 

票据 A3.3-3  金额：219.74 元 

 

票据 A3.3-4  金额：300元 



 

 

票据 A3.3-5  金额：220元 

 



 

票据 A3.3-6  金额：290元 

 

票据 A3.3-7  金额：305元 

 



 

票据 A3.3-8  金额：300元 

 

票据 A3.3-9  金额：413.5 元 

 

8、 学校访查工作餐费 

票据 A3.4-1  金额：519元 



 

 

票据 A3.4-2  金额：628元 

 

票据 A3.4-3  金额：742元 



 

 

 

9、 学校访查住宿费 

票据 A3.5-1  金额：1962元 

 

票据 A3.5-2  金额：911元 



 

 

票据 A3.5-3  金额：911元 

 

票据 A3.5-4  金额：911元 



 

 

票据 A3.5-5  金额：1078元 

 

票据 A3.5-6  金额：534元 



 

 

票据 A3.5-7  金额：630元 

 

  

10、 前后测调查问卷邮寄费 

票据 A3.6 -1  金额 713元 



 

 

 

 

 

 

项目执行人员薪资 

票据 B1-1  金额：12000元 

 



 

票据 B2-1  金额：12000元 

 

票据 B3-1  金额：9000元 

 

票据 B3-2  金额：9000元 



 

 

票据 B4-1  金额：660元 

 

票据 B4-2  金额：550元 



 

 

票据 B4-3  金额：962.5元 

 

票据 B4-4  金额：715元 



 

 

票据 B4-5  金额：357.5元 

 

票据 B4-6 金额：907.5元 



 

 

票据 B4-7  金额：1292.5元 

 

票据 B4-8  金额：1497.71 元 



 

 

票据 B4-9  金额：440元 

 

票据 B4-10  金额：1191.67 元 



 

 

票据 B4-11  金额：110元 

 

票据 B4-12  金额：385元 



 

 

票据 B4-13  金额：825元 

 

票据 B4-14  金额：1063.15 元 

 



 

票据 B4-15  金额：1081.85 元 

票据 B4-16  金额：1045元 

票据 B4-17  金额：440元 



 

 

票据 B4-18  金额：1723.7 元 

 

 

执行机构管理费用 

票据 D1  金额：6351.2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