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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壹乐园项目月报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2021 年 1 月，壹乐园项目总体进展顺利。2020 年常规项目共计【46】家执行伙伴，其中【15】

家音乐教室执行伙伴，【31】家运动汇执行伙伴。在地执行伙伴协助学校开展了【12】次线下音乐、

体育县级、校级活动。壹号音符·瓦尔合唱团参与【北京电视台春晚】，于 1月 18日至 22日前往北

京电视台参与节目录制。本月，由于项目校均陆续进入期末考试及寒假阶段，部门地区受疫情影响，

公益伙伴端以中期总结工作为主；2020 年新增项目持续推进，目前大部分伙伴完成发货安装，同时

本月内持续收集链上公益数据。 

乡村学校图书馆项目，本月【11】所项目学校图书馆均已完成前期基础硬件准备，【10】所项目

校完成图书馆运营管理系统一对一安装培训，【10】所项目校完成书籍上架及对师生开放，图书馆开

放运营制度已经完成【9】所。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音乐教室 

 

1、山东潍城区： 

（1）项目学校师生访谈，讲述自己的“2020”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整个项目执行机构、项目校都感触颇深。因为疫情，项目执行的整个

过程，有阻碍、有感动、也有心酸，但是也因为有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的到来，让疫情校的校园生活

也变得快乐而不一样。对我们而言，音乐教室不只是简单的音乐教室，它除了是一座音乐殿堂，还是

让孩子们可以开怀大笑的地方，更是疫情期间，心理慰藉的最好地方。特殊环境下，音乐教室项目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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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心理上得到抚慰，有助于学生人格的养成、素养的提升。 

时至年末，项目执行机构对项目校老师、同学进行了访谈，让项目学校的师生回顾自己的 2020，

讲述在执行过程中最难忘的事情。 

访谈及协助拍摄线上音乐比赛节目录制照片 

 

（2）媒体合作和壹基金项目推广 

山东潍城区执行机构前期与媒体合作，推出“壹基金”专题系列报道，推广壹基金及项目学校一

事，得到了当地教育部门的认可，各项目学校积极性也提升了。 

执行机构邀请媒体记者就壹基金音乐教室线上音乐比赛为典型，对其进行了采访，并发布报道，

本期重点冲着教育扶贫的角度，大力宣传了壹基金音乐教室的相关事项。 

（3）传播链接汇总： 

A、 图文信息推送 

1）2020，壹基金音乐教室在潍坊的一年（阅读量超过 500人次）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Ph4dEiZxxGFCnmFi9M-PQ 

2）壹基金音乐教室里的演唱会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jJOZJ5TWBkB4ubc-uSquw 

3）壹基金音乐教室 |2020，回顾我们的一年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b64vrzhl6ZY52bZiD8KEg 

4） 壹基金音乐教室 |不同学校，不同节目，同样的教室和笑容 

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TGOO4GDrK7idT9_9XWOqg 

5） 壹基金音乐教室 |听听师生们的故事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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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平台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6TpiDUWC196Z1PAPed1Cw 

 

B、视频信息推送 

1）壹基金音乐教室，解放了孩子的天性（阅读量超过 1000人次） 

平台链接：https://v.douyin.com/JvuyTNw/ 

2）我为什么喜欢壹基金音乐教室 

平台链接：https://v.douyin.com/JvuHSHu/  

3）我眼中的壹基金音乐教室 

平台链接：https://v.douyin.com/JvupRKP/  

4）我们的学生，在壹基金音乐教室里变化了这么多 

平台链接：https://v.douyin.com/JvuSBsT/ 

5）壹基金音乐教室，看看孩子们如何看待他们 

平台链接：https://v.douyin.com/JvuCd4B/ 

 

C、新闻媒体推送 

1）举行线上汇演 展现音乐教室变化 

中国新闻资讯网 http://dsdnews.cn/guonei/498.html 

2）壹基金音乐教室里，一场场文艺汇演在举行 

山东在线 http://www.theshandong.com/v1/534345.aspx 

3）举行文艺汇演，感受农村音乐变化 

山东之窗 http://www.sdwins.com/sdnewsi/2021/0120/227905.html 

4）线上文艺汇演，呈现农村音乐改变 

中国齐鲁网 http://www.chinaqilu.cn/2021/0121/5006821.html 

5）文艺汇演里，我们看到了孩子在壹基金音乐教室的变化 

山东视窗 http://www.scssd.cn/xwqt/0205116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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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蒙古科右中旗： 

（1）完成中期总结工作 

由于疫情因素，内蒙古科右中旗各项目校均提前放假。在不能入校、不能线下回访的时候，执行

机构伙伴全力整理结项工作，在机构会计和其余机构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运动汇项目结项工作已

完成，并于近日扫描结束发至项目组，整个过程进展顺利。 

 

（2）电话回访项目校老师和家长，并让各位老师提交访谈记录 

本月中下旬，执行机构伙伴对 10 所项目校音乐老师们分别进行了电话访谈。 

 

（3）传播链接汇总： 

A、图文信息推送 

1）姜杨：有梦想，乘风破浪也要努力实现，因为美好都会不期而遇！  

https://mp.weixin.qq.com/s/Uvkvw4X0aaYVnhseot5cpg 

2）【壹乐园音乐教室】在这位 10 年教龄的音乐老师眼里，音乐教室“浑身是宝”  

https://mp.weixin.qq.com/s/qhOOS6ges2b4KmPE1oCTKA 

3）【壹乐园音乐教室在这位 10 年教龄的老师眼里，音乐教室浑身是宝 –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com/is/JvG4A2E/ 

4）【姜杨：有梦想，乘风破浪也要努力实现，因为美好都会不期而遇！ -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com/is/JvGbkBb/ 

5）吉林益仔：微博 

【壹乐园音乐教室】在这位 10 年教龄的音乐老师眼里，音乐教室“浑身是宝”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97384829217008 

6） 吉林益仔：微博 

姜杨：有梦想，乘风破浪也要努力实现，因为美好都会不期而遇！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97383926930779 

7） 今日头条  吉林益仔 

【孩子们“梦”开始的地方 -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com/is/JvGqnC3/ 

 

B、新闻媒体推送 

1）【壹乐园音乐教室】在这位 10 年教龄的音乐老师眼里，音乐教室“浑身是宝” 美篇  今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Uvkvw4X0aaYVnhseot5cpg
https://mp.weixin.qq.com/s/qhOOS6ges2b4KmPE1oCTKA
https://m.toutiao.com/is/JvG4A2E/
https://m.toutiao.com/is/JvGbkBb/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97384829217008
https://m.weibo.cn/6294904038/4597383926930779
https://m.toutiao.com/is/JvGqn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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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 

https://www.meipian.cn/3dvv0dtw?share_from=self&share_to=copy_link&user_id=190437777&uuid

=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

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2）姜杨：有梦想，乘风破浪也要努力实现，因为美好都会不期而遇！美篇  今日白城 

https://www.meipian.cn/3dvuvi8r?share_from=self&share_to=copy_link&user_id=190437777&uuid=

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

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3）今日头条  鹤乡人 xx 

【壹乐园音乐教室在这位 10 年教龄的老师眼里，音乐教室浑身是宝 -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com/is/Jvpt6ua/ 

4）今日头条   鹤乡人 xx 

【姜杨：有梦想，乘风破浪也要努力实现，因为美好都会不期而遇！ -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com/is/Jvs1bUE/ 

5）孩子们“梦”开始的地方美篇  今日白城 

https://www.meipian.cn/3dvwgals?share_from=self&share_to=copy_link&user_id=190437777&uuid=

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

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6）今日头条  鹤乡人 xx 

【孩子们“梦”开始的地方 -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com/is/JvgQuWL/ 

7）今日头条   草原快讯 

【孩子们“梦”开始的地方 -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com/is/Jvs9f6K/ 

8）今日头条   草原快讯    

【姜杨：有梦想，乘风破浪也要努力实现，因为美好都会不期而遇！ -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com/is/JvsDJnK/ 

9）今日头条  草原快讯 

   【壹乐园音乐教室在这位 10 年教龄的老师眼里，音乐教室浑身是宝 -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com/is/Jvs9yEb/ 

 

3、贵州荔波县： 

2020年最后一次项目校回访 

1月是到了项目校的期末阶段，项目执行伙伴进行了项目校回访。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www.meipian.cn/3dvv0dtw?share_from=self&share_to=copy_link&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https://www.meipian.cn/3dvv0dtw?share_from=self&share_to=copy_link&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https://www.meipian.cn/3dvv0dtw?share_from=self&share_to=copy_link&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https://www.meipian.cn/3dvuvi8r?share_from=self&share_to=copy_link&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https://www.meipian.cn/3dvuvi8r?share_from=self&share_to=copy_link&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https://www.meipian.cn/3dvuvi8r?share_from=self&share_to=copy_link&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https://m.toutiao.com/is/Jvpt6ua/
https://m.toutiao.com/is/Jvs1bUE/
https://www.meipian.cn/3dvwgals?share_from=self&share_to=copy_link&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https://www.meipian.cn/3dvwgals?share_from=self&share_to=copy_link&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https://www.meipian.cn/3dvwgals?share_from=self&share_to=copy_link&user_id=190437777&uuid=8471bfd29c9e0057663e1ea357010b5c&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190437777&utm_medium=meipian_android&share_user_mpuuid=f8987919d621af9e505e557795217f17
https://m.toutiao.com/is/JvgQuWL/
https://m.toutiao.com/is/Jvs9f6K/
https://m.toutiao.com/is/JvsDJnK/
https://m.toutiao.com/is/Jvs9y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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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川南冕宁县： 

先锋小学 

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的进入，几乎改变了先锋小学的音乐课教学模式。让学校的音乐课不再是以

前传统的教唱方式，也不再是生硬的课本学习，多媒体的配套使用以及专业教室的授课方式让能歌善

舞的彝族小朋友更好的体验到音乐课带来的乐趣。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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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川南雷波县： 

音乐教室授课情况 

音乐教室落户到雷波县的 10所学校，项目为教室配置了钢琴、音乐凳、奥尔夫乐器等设备，

让孩子们可以在崭新的教室内徜徉音乐的海洋，感受音乐的魅力。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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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链接汇总 

1） 微信推文一：给孩子们一个舞台，让音乐陪伴乡村孩子快乐成长

https://mp.weixin.qq.com/s/VqO2SWMbvGjsC4nwg5hXwQ2. 

 

运动汇 

 

1、吉林汪清县： 

（1）回访罗子沟镇中河学校 

还记得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快要结束时，有记者采访组委会成员说的一句话：“体育能教会孩子

们如何在规则下去赢，也教会孩子们如何有尊严并且体面的输。”这句话说出了体育的重要性，也说

清了体育除了强身健体之外更深层的意义和价值。汪清县公益执行伙伴回访的过程中，见到了体育课

上的孩子们。“我觉得新操场它应该是一个可爱的、自由自在的地方。春天，我要在操场上晒太阳，

学习累了就坐在操场上打个盹，休息一下；夏天，我要在操场上自由自在的奔跑，让汗水在这片绿茵

场上尽情挥洒；秋天，我要和同学在操场上打篮球、踢足球；冬天，我要在操场上跑步、做游戏。”

面对新的运动场，孩子们纷纷争先恐后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VqO2SWMbvGjsC4nwg5hXw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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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项目执行伙伴的到来，孩子们都非常开心、热情，说了很多感谢。冬天的多功能运动场虽然

已被覆盖上了厚厚的积雪，但依然阻挡不了孩子们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传播链接汇总 

A、图文信息推送 

1）TA 们的未来丨快乐运动，壹同成长 

公众平台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7061&idx=1&sn=80c24a288

2086a6fbd8620542736dbbe&chksm=978ef5b3a0f97ca524ffed57641b2618ac19281c63ce0bc858653d92e

1dc04a7c319a75feb11&token=157385670&lang=zh_CN#rd 

微博链接：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DKRuDljI?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mod=wei

botime&type=comment#_rnd1611026662727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7061&idx=1&sn=80c24a2882086a6fbd8620542736dbbe&chksm=978ef5b3a0f97ca524ffed57641b2618ac19281c63ce0bc858653d92e1dc04a7c319a75feb11&token=157385670&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7061&idx=1&sn=80c24a2882086a6fbd8620542736dbbe&chksm=978ef5b3a0f97ca524ffed57641b2618ac19281c63ce0bc858653d92e1dc04a7c319a75feb11&token=157385670&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AwMjE4NQ==&mid=2247487061&idx=1&sn=80c24a2882086a6fbd8620542736dbbe&chksm=978ef5b3a0f97ca524ffed57641b2618ac19281c63ce0bc858653d92e1dc04a7c319a75feb11&token=157385670&lang=zh_CN#rd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DKRuDljI?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11026662727
https://weibo.com/7411342973/JDKRuDljI?from=page_1005057411342973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1102666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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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视频宣传推送 

1）2020年辛苦一年为乡村孩子们打造的多功能运动场，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娱乐之地。 

抖音短视频链接：https://v.douyin.com/JWcFS2j/ 

2）虽然场地被大雪覆盖，那也阻挡不了孩子们玩耍，看看东北的体育课多么的丰富。   

快手短视频链接：  https://v.kuaishou.com/99iVgK 

 

2、云南元阳县： 

积极开展项目县教师二级培训 

1月初，在壹乐园运动汇项目的支持下元阳县举办了项目县体育教师培训，让之前参加过项目基

础培训的教师把学习到的技能分享给县内更多的体育老师，使项目覆盖面更广泛。对于参加了本次县

级培训的非项目校教师们来说，对学习到的内容都感到新鲜且具有实用性。体育老师们非常想将学习

到的内容运用到日常教学中去，从而让孩子们的体育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虽然 2020 年的壹乐

园运动汇项目在元阳县只入驻了 10 所学校，但通过这样的项目县级体育老师培训，让县内更多的体

育老师教学能力得到提升。 

 

 

传播链接汇总： 

1） 运动汇|壹乐园教师培训走进元阳 

https://mp.weixin.qq.com/s/0jNAEl5gc8fWWnv9I1I-oQ 

 

3、川北自贡市：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0jNAEl5gc8fWWnv9I1I-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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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平小学项目学校参加自贡市大安区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 

12月 24日，由自贡市大安区教育和体育局主办的“2020 年大安区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在自贡

市江姐中学举行，运动汇项目校-自贡市和平小学前往参加比赛。2018年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将和平小

学列入项目学校，学校运动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原本的水泥场地升级成了悬浮运动场。今年项目为

孩子们送去了足球服、球袜，孩子们再也不用穿着篮球服参加足球比赛了。孩子们有了球服更有了动

力，每次训练都更加认真，全力迎接每一场比赛。这次比赛和平小学成了今年区校园足球比赛上最大

黑马，获得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这场比赛是为荣誉和感恩而战，毕竟和平小学只有 98 名学生，大

安校、凉高山小学都是上千名学生。 

  

  

 

（2）将篮球框保护套送去项目学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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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孩子们在运动时因与篮球框碰撞而受伤，运动汇项目给学校寄去了篮球框保护套。据学

校老师处了解到，孩子们常常因为打篮球时奔跑速度太快冲向篮球框导致撞伤，现在有了保护套孩子

们就不怕会撞伤了。 

   

 

（3）回访大球联赛三多寨小学等项目学校 

为保证项目有序高效推进，本月，项目负责人与志愿者回访了自贡市大安区三多寨小学、自贡市

大安区新店学校等项目学校。在回访过程中了解到，因为孩子们临近期末，在期末时主攻文化课程，

所以足球训练相对于上月来说训练次数有所减少，但是孩子们对训练的积极性依然很高，在训练时一

样很认真，与同学之间相互切磋球技。通过与孩子们的沟通我们了解到，孩子们都不想放假了，因为

放了假就不会训练足球了，孩子们更想留在学校与老师和同学们踢足球，想放假后早点开学继续训练

足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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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链接汇总 

一所不足百人的乡村小学足球梦 

1）亚传网：http://www.chinaol.org/shehuizixun/20201230/8470.html?1609724028 

2）四川影像网：http://www.scportray.com/jrtt/20201230/3198.html?1609724021 

3）今日头条：https://www.toutiao.com/i6912039708679815683/ 

4）搜狐：https://www.sohu.com/a/441529982_500871 

5）凤凰：

https://ishare.ifeng.com/c/s/v0026MCk6Xlowx7K88WOEBJK53UyFAknAjDBCHzJXAfaFvg__ 

6）腾讯：https://page.om.qq.com/page/OpHO5oluL80jNqqmVHqJWSkg0 

7）一点资讯：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SePQdEF 

8）新浪：

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ubd8.html?kdurlshow=1&wm=304

9_0047&from=edu 

壹乐园·运动汇 | 一所不满百人的校园足球争冠正在激情上演（微信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GNclva17ubjuHLqo0E-NAw 

 

壹乐园·运动汇 | 我的“搬砖”日常（微信链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ubd8.html?kdurlshow=1&wm=3049_0047&from=edu
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01264718_15fbe274e00100ubd8.html?kdurlshow=1&wm=3049_0047&from=edu
https://mp.weixin.qq.com/s/GNclva17ubjuHLqo0E-N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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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RMbhiuq0uHfK079eRFuqdw 

从编外人员到编内人员的“壹”路历程（微信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OxQ8nXk7Vu-TuaWpOvhsoQ 

壹乐园·运动汇 | 当我和绿茵小将们谈起足球时，他们会说些什么？（微信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g2hwi5Cy8wWGNI7f7EY_9w 

壹乐园·运动汇 | 老师，我们还有篮球训练吗？（微信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2YunLRpEml54cD1ppxbp3A 

 

4、贵州独山县： 

假期前走访 

1月 14 日，独山县在地公益执行伙伴前往独山县 10所运动汇项目校进行假期前最后一次走访。

在地公益伙伴协助学校安装篮球架保护套。 

 

 

5、贵州织金县： 

织金县 10所项目校举行冬季交流运动会 

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多功能运动场进入织金县 10 所小学，让孩子们的运动更加安全，孩子们可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RMbhiuq0uHfK079eRFuqdw
https://mp.weixin.qq.com/s/OxQ8nXk7Vu-TuaWpOvhsoQ
https://mp.weixin.qq.com/s/g2hwi5Cy8wWGNI7f7EY_9w
https://mp.weixin.qq.com/s/2YunLRpEml54cD1ppxbp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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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意在操场挥洒汗水，提高了孩子们运动的积极性。2021年 1月织金县 10所运动汇项目校举行了以

“运动青春，安全同行”为主题冬季交流运动会。10 所项目校以运动场篮球交流比赛、日常运动会

进行（包括跳绳、跑步、短跑、跳远等运动）、运动游戏、寒假安全知识普及四个环节为主导开展，

10所学校根据各校的差异化适当优化运动会具体环节。 

其中，织金县化起镇太平小学打响了运动会第一枪，其首先进行的“钻山洞”互动游戏打破师生

距离，欢乐无比。前进小学的啦啦操和武术表演，呈现出了孩子们活泼可爱以及良好的精气神。红旗

小学在篮球场上玩起了趣味小游戏“寻找卧底”和“照猫画虎”的益智游戏，孩子们参与性极强，并

通过游戏相互协作、共同进步。吹聋小学独树一帜，直接在操场进行了趣味辩论课堂活动。 

通过这样趣味十足且有意义的冬季运动会，不仅营造了浓郁的校园氛围，同时也丰富了学生的业

余文化生活，对构建和谐校园起了推动作用。 

 

 

 

项目组 

 

1、创新项目 

http://www.onefoundation.cn/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www.onefoundation.cn                

电话：0755-25339511     传真：0755-25332611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号鸿昌广场 55楼（邮编：518000） 

16 
 
 
 

（1）绿茵小将 

绿茵小将（常规）：一月临近期末，各项目学校开展活动相对较少。绿茵小将 2021 年新增足球

队，1 月共收集、筛选出 10 个项目县共计报名 81 所学校，覆盖了四川、云南、贵州、甘肃（2 个项

目县）、湖北、吉林、辽宁、黑龙江 8个省份（10个项目县）。 

（2）太极篮球 

一月临近期末，各项目学校开展活动相对较少，项目组主要协助太极禅方进行项目周边（书包、

太极篮球）设计定稿。 

 

（3）壹号音符·瓦尔合唱团 

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于 2019 年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瓦尔学校组建的壹号音符·瓦尔

合唱团受邀参与北京电视台 2021 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录制。并于 1 月 18 日至 1 月 22 日完成了北

京节目录制行程，由于受疫情影响，项目组为合唱团此行准备了充足的防疫物资（口罩、消毒液、消

毒免洗液等物资），合唱团参与节目录制全程实行电视台到酒店两点一线的模式，尽可能减少户外接

触。北京电视台 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于 2021年 2月 12日（大年初一）正式播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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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链接汇总 

微信公众号 

胡苹：从大凉山唱到了北京城，这次我们还要上春晚丨 TA 说 

https://mp.weixin.qq.com/s/dEbq5peKQs8FvUxS_yVcFA 

剧透来了！今年春晚壹家人最期盼的彩蛋！ 

https://mp.weixin.qq.com/s/I3wlC0OwUbq36IqUiYeEGA 

 

2、项目硬件 

2021 年 1 月期间，持续跟进完工照片、铭牌照片及链上公益签收工作。新增项目硬件持续安装

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dEbq5peKQs8FvUxS_yVcFA
https://mp.weixin.qq.com/s/I3wlC0OwUbq36IqUiYe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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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图书馆项目 

（1）项目概况 

乡村学校图书馆项目是壹基金在乡村学校的创新项目。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

天下星农等各方支持，向壹基金捐赠公益资金，由壹基金负责资助执行，为国内贫困地区捐建 12 所

乡村学校图书馆并配备优质图书，支持学校开展后续运营管理，以改善乡村学校学生的阅读条件，为

儿童提供自主和小组阅读的环境和服务，探索乡村学校图书馆运营的模式。 

乡村学校图书馆主要内容包括建设前期选点、规划、设计；中期图书馆建设、设施设备采购；后期图

书馆管理培训，学生管理小组、社会组织的运营和管理的支持。 

 

（2）本月项目进度 

①【11】所项目校木结构图书馆建设、图书配送均已完成。其中，礼县西城小学学校木结构建设

完成，由于当地天气因素，暂未铺设地砖，待铺完地砖完成，软装部分工作再跟进； 

②【10】所项目校完成图书馆运营管理系统一对一安装培训、书籍上架并对师生开放； 

③【9】所项目校完成图书馆运营制度上墙； 

④【9】所项目校完成图书录入。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五小开放运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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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渭源县新寨镇新寨小学开放运营 

 

 
山西平顺县石城镇中心校石城小学开放运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