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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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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壹乐园项目总体进展顺利。本月进入寒假阶段，【2】家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在地

执行伙伴在【18】所项目校开展假期线上才艺展示活动，【2】家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执行伙伴协助【16】

所项目校开展假期体育运动线上打卡活动；2020 年新增项目，目前【10 座】多功能运动场、【30】

间音乐教室正在建设中，【15】家执行伙伴参与到新增项目中。 

梦想球场项目，2 月期间，【23】所项目学校整体工作进展顺利。2 月，项目组针对项目已组建

校园足球队的项目校进行了校园足球文化氛围情况摸底及调查，并汇总调查数据，以便为 2021 年项

目更好的开展提供数据支持。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音乐教室 

 

1、山东潍坊市潍城区： 

（1）启动“传承孝道暖心行，我给爸妈唱支歌”——关爱父母新春公益活动 

2021年春节期间，山东省潍坊市领航社会工作事务所联合潍坊市潍城区远航社会组织发展中心，

在潍城区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校组织开展了“传承孝道暖心行，我给爸妈唱支歌”——关爱父母新春

公益活动。潍城区 8所项目校的师生们积极参与其中，将自己在壹乐园音乐教室学到的歌舞、才艺积

极展现给父母看，并表达了对父母的谢意及新春的祝福。活动受到广大师生家长的支持和赞赏。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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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校孩子积极主动为父母表演才艺 

 

（2）与在地媒体联动，对壹乐园项目进行推广 

2020 年，山东省潍坊市在地公益机构与媒体达成一年的合作意向，每月持续推送“壹基金壹乐

园项目”专题系列报道，相关报道得到了当地教育部门的关注及认可，潍城区各项目校的项目参与积

极性也提升了。2021 年，在地公益机构将持续联动在地媒体，对各项目校进行多角度进行采访、发

布，扩大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的公众认知度。 

 

（4）部分传播链接 

序号 传播平台 传播链接 传播阅读量 

（截止2021年3月4日） 

1 伙伴微信公众号 除夕晚上，我第一次主动给爸妈跳了一支舞 715 

2 伙伴微信公众号 看看这群孩子的歌舞，生涩却充满温暖！ 506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Mskp5H37gkTwKdKPlteQLQ
https://mp.weixin.qq.com/s/q5imSScYanOmLuXOA1kh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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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蒙古科右中旗： 

（1）开展视频拜年活动 

2月假期时间，洮南市草根爱心志愿者协会在内蒙古科右中旗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校组织开展了

“线上才艺展示暨拜年活动”，孩子们在家中，通过镜头唱歌跳舞、展示才艺，并为大家送上了新年

祝福。 

 

 

孩子们在家通过镜头展示才艺 

 

（2）项目执行伙伴年终总结 

3 媒体-山东之窗 最好的新年礼物，来自壹基金 / 

4 媒体-山东在线 壹基金音乐教室里，一场场文艺汇演在举行 / 

5 媒体-色彩山东 壹乐园音乐教室舞蹈，成了最好的新年礼物 / 

6 媒体-山东新闻网 壹基金的歌舞，让春节充满暖意 / 

7 媒体-魅力山东 新春公益活动，我为父母唱首歌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www.sdwins.com/sdcjcy/2021/0221/229600.html
http://www.theshandong.com/v1/534345.aspx
http://www.sdcs.scrxw.cn/news/202102/22454641.html
http://www.sdnewsw.com/202102/22423796.html
http://www.sd.hddaily.net/html/2021024841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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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年末，洮南市草根爱心志愿者协会于 2月进行了机构年终项目回顾总结，项目执行伙伴将壹

乐园音乐教室项目入驻内蒙古科右中旗各项目校的点点滴滴，整理编辑为完整的视频，既是不错的总

结材料，也很好的呈现了科右中旗各校音乐课程的改变、创新。 

 

（3）部分传播链接 

 

 

运动汇 

 

1、吉林通榆县： 

（1）完成中期结项工作 

2月，由于疫情因素及寒假，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执行公益机构全力进行项目结项工作。 

 

序号 传播平台 传播链接 传播阅读量 

（截止2021年3月4日） 

1 伙伴微信公众号 【壹乐园音乐教室】回顾过往，我的 2020 573 

2 伙伴微信公众号 【TA们的未来】这个春节，TA们来给大家拜年

了！ 

358 

3 今日头条-自媒体 音乐可以让孩子更优秀 / 

4 今日头条-自媒体 为音乐素质教育奋斗终生 / 

5 今日头条-自媒体 孩子们才是最闪耀的星 / 

6 媒体-山东新闻网 我和孩子们的音乐故事：听我说，谢谢你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VoEoKMaCvdhQdpSogO8KAQ
https://mp.weixin.qq.com/s/KinnFqEAAGwjbW0EEe_I3g
https://mp.weixin.qq.com/s/KinnFqEAAGwjbW0EEe_I3g
https://www.toutiao.com/i6933041018044498432/?tt_from=copy_link&utm_campaign=client_share&timestamp=161422933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copy_link&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2251302160101351572132E1A0D0D&share_token=1495c8d8-cf58-457b-9a4f-df0def3161f5&group_id=6933041018044498432
https://www.toutiao.com/i6933040641891189248/?tt_from=copy_link&utm_campaign=client_share&timestamp=161422939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copy_link&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2251303160101291631545719CC4C&share_token=3a0b314b-8d71-4b2e-9096-0b9c6331429a&group_id=6933040641891189248
https://www.toutiao.com/i6933041407313691136/?tt_from=copy_link&utm_campaign=client_share&timestamp=161422941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copy_link&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2251303290101351070312B19D1E2&share_token=84e86087-f38e-4c71-9056-1af42f76b9d9&group_id=6933041407313691136
https://www.toutiao.com/i6933042336045777408/?tt_from=copy_link&utm_campaign=client_share&timestamp=161422942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copy_link&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225130341010135160049191A0FF4&share_token=24fa3298-bb60-4c88-994a-bee161a9a90d&group_id=693304233604577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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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项资料整理、讨论 

 

（2）项目校体育老师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2021 年伊始，吉林省由于疫情因素，各地区再次进入紧急状态。通榆县各项目校体育老师积极

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 

 

通榆县体育老师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3）线上定时安排孩子们进行体育锻炼 

为了让通榆县各项目校孩子在家也能每日保持适当的体育锻炼时间，各项目校体育老师在家长的

支持下，共同监督孩子们每日定时在家开展体育运动，并通过打卡换取奖章、奖品等方式激励孩子们

坚持每日运动打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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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分传播链接 

 

 

2、川北自贡市： 

（1）寒假期间，每日进行线上亲子体育运动打卡 

2月寒假期间，四川省自贡市各项目校体育老师组织孩子们积极参与假期亲子体育运动，并通过

每日在群里打卡的方式进行监督。由体育老师示范亲子体育运动的方式，孩子们和家长共同协作完成。

通过这样的假期亲子体育运动，不仅有助于锻炼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同时也增近了孩子与家长的默契

度、配合度及亲密度。活动得到家长们的支持和赞赏。 

 

序号 传播平台 传播链接 传播阅读量 

（截止2021年3月4日） 

1 伙伴微博 很幸运我是一名体育老师 / 

2 伙伴微博 只要有梦想，任何时候都不晚 / 

3 今日头条-自媒体 这个春节，TA们来给大家拜年了！ 358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weibo.cn/status/4608546756890849?
https://m.weibo.cn/status/4608545947385871?
https://mp.weixin.qq.com/s/KinnFqEAAGwjbW0EEe_I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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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平小学足球队训练，假期不间断 

2月下旬，自贡市和平小学足球队及体育老师李永强已经恢复了足球训练进程。孩子们非常积极

用心的参与足球训练，并在训练结束后回家也不断练习巩固训练方法。 

 

3、广东连平县： 

（1）各校迎来开学活动 

2月底，广东省连平县各项目校正式开学。项目校体育老师通过之前参与项目培训课程所学到的

内容，设计了课间趣味体育小游戏，同学们纷纷主动加入到体育游戏中，快乐的运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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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 

 

1、创新项目 

（1） 绿茵小将 

2月，绿茵小将项目新增组建足球队 55支，其中男队 51 支女队 4支；原有组建完成的足球队 88

支，目前，共组建完成绿茵小将球队 143支，所有球队将于 3月开学后，依据各校情况开启正式训练

模式。 

绿茵小将比赛方面，黑龙江绥滨县原计划于 2020年 12月进行县内“雪地足球赛”，由于疫情影

响，延后至 3月中下旬举行，具体时间待定。 

 

（2）太极篮球 

太极篮球项目，项目组积极与太极禅方面沟通协作，协力进行太极服、太极篮球、器材包等物资

的设计、打样。 

 

（3）壹号音符合唱团 

壹号音符·瓦尔合唱团受邀参与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录制后，节目于 2 月 12 日（大年初一）

晚 19:30 正式播出。瓦尔合唱团的孩子们与明星阿云嘎以及其他合唱团、组合一起呈现了一场特别的

歌舞表演——《你的微笑》。 

节目的播出，也给予了壹乐园音乐教室、运动汇项目校师生莫大的鼓励。多位师生纷纷表示，将

再接再厉，争取能够呈现出更好的成绩。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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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传播链接 

 

 

梦想球场项目 

（1）项目概况 

梦想球场项目于 2019 年 7 月，由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联

合发起，项目以儿童发展为核心，通过线上支付宝用户在“支付宝运动”上的共同参与，线下为乡村

学校捐建足球运动场，配备体育教学器材，组建少儿足球队，开发趣味课程，培训体育教师，提高体

育教学质量，进而有助于儿童在身体平衡、反应与灵敏度、运动技巧等方面进行增强和提高。同时帮

助儿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使儿童更有自信，更利于儿童在情感和社交中的发展。 

（2） 本月项目进度 

①跟进第五批足球场建设情况 

2021年 1月和 2月期间，第五批梦想球场项目学校开始进行建设前前期准备工作。 

序号 传播平台 传播链接 传播阅读量 

（截止2021年3月4日） 

1 北京台春晚微博 《你的微笑》歌舞串烧 1197万 

2 北京台腾讯视频 阿云嘎《你的微笑》向全国带去温暖笑脸 / 

3 壹基金新华号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把歌声从大凉山唱到了

春晚 

191.5万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weibo.cn/status/4603898499441869?
http://my-h5news.app.xinhuanet.com/xhh-pc/article/?id=f3250ef5-13a9-419f-b306-38e90161cd0e
http://my-h5news.app.xinhuanet.com/xhh-pc/article/?id=f3250ef5-13a9-419f-b306-38e90161cd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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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开展 2020 年项目复盘会 

2021年 1月，壹基金、成都武侯区汇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就梦想球场项目 2020年工作，

开展项目复盘会，总结回顾了 2020年项目实施情况，并讨论规划了 2021年项目实施内容。 

 

③开展项目校园足球队摸底、调查工作 

2021 年 2 月，通过问卷了解项目足球队的训练频率、比赛计划、学习热情等内容。从而为 2021

年项目更好的开展提供数据支持。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