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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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1-20200630 

年度项目预算 本期项目支出 

CNY4898775.00 CNY 95081.13 

本期实施地点 本期受益人数 

全国乡村学校 学生：9884 老师：387 

项目经理姓名 提交报告日期 

刘美群 2020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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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69所学校捐书 4000本 

2020年第二季度，幕天共向 69所学校捐赠书籍 4000 本，让更多的乡村孩子有书可读。 

 

图 1：山东省聊城市冠县辛集镇杨洼小学收到书籍 



 

 

图 2：山西省汾阳市三泉镇东赵小学在读幕天捐赠的图书 

 

图 3：湖南省衡阳县集兵镇水湖小学在读幕天捐赠的图书 

2、第二期”以读攻毒“亲子阅读营 

3 月 16 日，幕天公益联合国内多家公益机构发起，以幕天公益为起点，以学校为单位自主

组织社群，以亲子为参与对象，带动家校联合的力量，再借助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辅助运营，采用

志愿者陪伴式阅读的方式，多方面提高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帮助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 

3月 16日-4月 19日，“以读攻毒”亲子阅读营第二期得到了来自 69所乡村学校 9884组家

庭的支持，打卡圈子里平均每天有 4000多人在坚持阅读打卡。申请学校以 1—3年级学生及家庭

为单位建立亲子阅读微信群和亲子阅读打卡圈子，组织学生及家长在 35天里完成 21 天亲子阅读

挑战。同时，活动招募 438名志愿者进行培训，每名志愿者参与云支教，协助老师进行社群运营，



 

陪伴乡村家庭亲子阅读。参与家庭每日进行阅读并在打卡圈进行打卡，在 21天时间坚持每天 21

分钟亲子阅读打卡。活动内容包含每日阅读分享、专属微信群互动解答、专属打卡圈子打卡及互

动、家长课程、教师课程、每周爱阅家庭评优、亲子互动活动和云家访。 

 

图 4：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包公庙乡中华楼小学“爱阅之家”证书颁发 

 

图 5：亲子阅读项目参与者张欣然家庭的亲子阅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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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读攻毒”亲子阅读营 

第二期“以读攻毒”亲子阅读营活动结束后，幕天公益组织参与老师、家长和志愿者进

行活动成效评估问卷填写。教师对于“教师阅读课堂”、“教师专属社群”、“家长亲子阅

读的家长指引及互动效果”、“亲子阅读内容”、“家校社联动”、“助教志愿者陪伴家长

亲子阅读”六方面的满意度每一项都高于 90%，整体评价都是满意的。教师认为亲子阅读满足

了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以及增强学生阅读能力，提高理解口语表

达能力的需求。针对幕天亲子阅读营每周分享课程和“助教志愿者陪伴家长亲子阅读”的营

期开展方式两个方面，家长群体满意度都高达 95%左右。志愿者对此次亲子阅读营志愿者工作

的整体评价：75.2%的志愿者认为，很好，继续保持。整体来说，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志愿

者，大部分都对本次活动感到满意。 

以下是部分活动感悟： 

福建龙岩傅妈妈：孩子的自律性提高了很多，阅读兴趣也提高了。例如我设好闹钟后，

孩子七点就可以自己自觉起来。孩子会在空余时间进行阅读，不认识的字会主动查字典注音。

读书的效率高了很多。 

河北保定李同学：希望他们和我一起看书，爸爸妈妈和我一起看书，我觉得很开心。每

天和爸爸妈妈一起读读书，有不明白的可以问爸爸妈妈。参加了这次阅读，爸爸妈妈可以和

我一起多看看书，我觉得好开心。 

湖北恩施王妈妈：我觉得她的阅读自觉性还是有提高的。以前她们老师也有叫读课外书。

只是不是每天都有读，但是经典是每天都有坚持读的。像这个打卡呀，每天早上她起来就知

道要读书。这个还是有很大改变的。这次我能够陪她一起阅读，她更加的开心。她其实非常

希望家人的陪伴。孩子嘛，肯定都希望得到家人的陪伴。 

幕天助教志愿者张丽娜在活动结束后如是说：身为助教的我们,常常被孩子们的坚持与认

真打动,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孩子们的成长之路上为你们点亮一盏小小的灯。我们也要感谢小朋

友们,让我们再次体会阅读的美好,童年的美好,也谢谢家长们一次次的配合,让我们能的更好

地陪伴大家!互相陪伴的时间很短，但未来还很长,值得阅读的书还有很多。 



 

 

图 6：家长的感谢和感悟 

 

图 7：孩子积极参与每周互动 

 

图 8：孩子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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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学生和家长参与亲子阅读的主动性和兴趣待提高，如何在未来的亲子阅读中提高孩子

家长的阅读兴趣和积极性是一个工作重点。 

改进：未来的亲子阅读营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学生家长参与亲子阅读，如，每周对评优的

家庭奖励电子版证书、小礼品、坚持 21天奖励额外礼品等激励手段，同时要更好地让每个班

负责亲子阅读的老师真正去鼓励发动孩子，助教志愿者的夸奖也有利于鼓励家长孩子坚持阅

读；开展家长参与亲子阅读的方法指引的直播课程，家长学到更多之后可能更懂得如何领着

孩子阅读的正确方法，让孩子更有兴趣去进行亲子阅读。 

问题：助教志愿者希望可以增加对志愿者的培训。 

改进：提供多一些亲子阅读工作的培训课程，进行更加详尽的内容讲解，培训可以增加答疑

环节，让志愿者更加了解明确工作内容。可以邀请往期优秀志愿者分享自己的在亲子阅读工

作中的经验。尽量把参与过往期亲子阅读项目的志愿者与新的志愿者搭配在一个组内，有经

验的志愿者可以为新志愿者提供帮助。 

问题：有老师表示不太懂得如何去运营亲子阅读活动，比较依赖区域负责人和助教志愿者。 

改进：在未来的亲子阅读营中，增加给教师做活动运营培训，为学校提供学校运营手册，在

教师群中在活动正式开始前进行活动内容、方式等的说明会、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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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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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阅读营第二期 79

所学校，4000本采购捐

赠 

物资采购 新书采购 17.28  4000 69,111.10  A1.1-1 / 

A.2.1 

项目 2:阅读推

广 

1、亲子阅读文件袋 1000

个 

2、亲子阅读第二期教师

激励采购图书卡 132张 

3、亲子阅读证书印刷

8991 张 

4、给评优的学生亲子阅

读的本、书的邮寄费 403

件 

物资采购 
亲子阅读文

件袋 
1.10  1000 1,100.00  

A2.1-1 

A2.1-2 
/ 

A.2.2 物资采购 

亲子阅读教

师激励图书

卡 

100.00  132 13,200.00  A2.2-1 / 

A.2.3 物资采购 
亲子阅读证

书印刷 
0.17  8991 1,492.50  

A2.3-1 

A2.3-2 
/ 

A.2.4 邮寄费 

寄送给评优

的学生亲子

阅读本、书 

12.74  403 5,136.00  

A2.4-1、

A2.4-2、

A2.4-3、

A2.4-4、

A2.4-5、

A2.4-6、

A2.4-7、

A2.4-8、

A2.4-9、

A2.4-10、

A2.4-11、

A2.4-12、

A2.4-13、 

A2.4-14 

/ 

B 

项目执行人员薪

资 
    决算单项小计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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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C 

品牌筹资支出费

用 
    决算单项小计 5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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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项目宣传及筹款 

 杜应斌，深圳拜访周大

福基金会、风变科技、鑫

盛源  

品牌推广 交通费 411.86  1 411.86   C1.1-1  / 

C.2 项目宣传及筹款 
 刘怡然，拜访周大福基

金会  
品牌推广 交通费 102.00  1 102.00   C2.1-2  / 

D 
执行机构管理费

用 
    决算单项小计 4,527.67      

D.1 行政人员费用 / 

财务、人

事、品牌、

IT 

/ 2034.91  1  2,034.91  D1 / 



 

D.2 行政成本费用 / 

水电、办

公场地分

摊等 

/ 2492.76  1  2,492.76  / 

E 税费 ／ 税率？％ / / / 0.00      

总计             95,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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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1、

A2.3-1、A2.3-2、

A2.4-1、A2.4-2、

A2.4-3、A2.4-4、

A2.4-5、A2.4-6、

A2.4-7、A2.4-8、

A2.4-9、

A2.4-10、

A2.4-11、

A2.4-12、

A2.4-13、

A2.4-14 

项目直接支出费用 20 90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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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执行人员薪资 / / 

C1.1-1、C2.1-2 品牌筹资支出费用 2 513.86 

D1 执行机构管理费用 1 4527.67 

项目直接支出费用： 

1、 新书采购 

票据 A1.1-1  金额：69111.1 元 



 

 

2、 亲子阅读文件袋活动物资采购 

票据 A2.1-1  金额：1000 元 

 

票据 A2.1-2 金额：100 元 



 

 

3、 亲子阅读教师激励图书卡活动物资采购 

票据 A2.2-1  金额：13200 元 

 

4、 亲子阅读证书印刷物资采购 

票据 A2.3-1  金额：1282.5 元 



 

 

票据 A2.3-2 金额：210 元 

 

5、 寄送给评优的学生亲子阅读本、书的邮寄费 

票据 A2.4-1  金额：96 元 



 

 

票据 A2.4-2  金额：240 元 



 

 

票据 A2.4-3  金额：400 元 

 

票据 A2.4-4  金额：400 元 



 

 

票据 A2.4-5  金额：400 元 



 

 

票据 A2.4-6  金额：400 元 

 

票据 A2.4-7  金额：400 元 



 

 

票据 A2.4-8 金额：400 元 

 

票据 A2.4-9 金额：400 元 



 

 

票据 A2.4-10 金额：400 元 



 

 

票据 A2.4-11 金额：400 元 



 

 

票据 A2.4-12 金额：400 元 



 

 

票据 A2.4-13 金额：400 元 



 

 

票据 A2.4-14 金额：400 元 



 

 

项目宣传及筹款 

1、 杜应斌，深圳拜访周大福基金会、风变科技、鑫盛源的项目宣传及筹款 

票据 C1.1-1  金额：411.86 元 

 



 

2、 刘怡然，拜访周大福基金会的项目宣传及筹款 

票据：C2.1-2   金额：102 元 

 

执行机构管理费用 

票据 D1  金额：4527.6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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