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 2021北京体彩野益动京
城冶主题活动的前奏袁体彩筑梦公
益小分队招募活动于当年 4 月
16日启动袁在为期 6天的招募活
动中袁长期关注尧购买体育彩票的
野老朋友冶们踊跃报名袁经过筛选
核实袁最终 15人顺利入围遥

2021 年 4 月 23 日袁2021 北
京野体彩筑梦公益小分队冶成团仪
式举办袁 与会成员承诺院野将在北
京体彩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中袁
倡导公益理念袁传承公益文化袁讲
好 2021北京体彩 耶益动京城爷主
题活动中的感人故事遥 冶

会上袁 大家推选海淀区体彩
老朋友唐永红为小分队的队长遥
唐永红表示院野希望能借助体彩筑
梦公益小分队的行动袁 带动更多
的体彩老朋友一起加入助力公益
的行列袁和北京体彩一起耶益动京
城爷遥 冶

2021年 4 月 27日袁五窑一劳
动节来临之际袁正值叶北京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曳正式实施一周年袁
北京体彩中心带领体彩筑梦公益
小分队走进紫竹院社区袁开展野垃
圾分类从我做起 保护环境共建

净城冶2021北京体彩益动京城专
项活动遥

开幕式上袁 北京体彩中心主
任张军邀请北京市民和北京体彩

一起为环保和公益助力袁 希望借
助耶益动京城爷这一公益大平台袁
汇聚更多的市民共同参与公益事
业袁从垃圾分类和街道清洁着手袁
为保护生态环境尧 共建绿色家园
一起努力遥

活动现场袁公益小分队成员们
亲手清扫街道袁进行垃圾分类遥 北
京体彩还为社区的环卫工人送上
含电加热饭盒尧保温杯尧防晒霜尧防
晒冰袖尧毛巾的野公益礼包冶遥

2021 年 5 月 31 日早上 8

点袁 北京体彩筑梦公益小分队
登上大巴袁 驶向顺义大江村光
爱学校遥
北京顺义的光爱学校是一所

专门救助尧 教育来自全国各地的
流浪儿童尧流动儿童尧无劳动能力
特困家庭留守儿童的特殊学校遥
为了让那里的孩子们有一个温暖
快乐的节日袁 体彩筑梦公益小分
队再次集结出发袁 与孩子们提前
欢度六一袁 并为他们送上端午安
康的祝福遥
自 2019 年冬日与顺义光爱

学校结缘袁 北京体彩已经连续两
年通过捐赠取暖经费和过冬物资
的方式袁守护光爱学子温暖过冬遥
2020 年 11 月 17 日在光爱学校
举行的 野益动京城冶 公益捐赠活
动袁 唐永红等人就作为公益代表
参与其中遥如今再次相聚袁他们与
孩子们一起做香包尧编彩绳袁哪怕
屋外阴天阵雨袁 也挡不住屋内的
温馨热闹遥

2021年 6 月袁随着新冠疫苗
接种在国内普及袁 国内旅游市场
持续向好袁大众出游意愿强烈遥为
了让大众畅享端午节出游的快

乐袁营造安全尧舒适尧文明旅游环
境袁 建设文明美丽中国袁6日袁北
京体彩筑梦公益小分队走进延庆
区世园公园遥

现场袁成员认真地对每一位
游客讲解野文明旅游冶的重要性袁
邀请游客签署 叶文明旅游 从我
做起曳电子承诺书袁并向签署了
电子承诺书的游客赠送包括乐
小星公仔尧冰箱贴尧钥匙扣尧定制
篮球尧饮用水尧小风扇等实用尧精
美小礼品遥
每逢整点袁北京体彩还开展

野幸运转盘转转转冶活动袁随机为
参与转盘游戏的游客送上包含
旅游 VR 眼镜尧保温杯尧防晒冰
袖尧小风扇等野公益礼包冶遥 接到
北京体彩赠送的野公益礼包冶袁游
客于女士立刻拍照发了朋友圈院
野游世园公园袁 喜获北京体彩送
的公益礼包袁VR 眼镜大爱浴防晒
冰袖尧小风扇也很实用浴 每一样
礼品都是贴心的袁 感谢北京体
彩袁为旅游添彩遥 冶

2021 年袁 在 6 月 22 日中国
少年儿童慈善日到来之际袁北京
体彩筑梦公益小分队走进东城
区广渠门中学袁代表北京体彩和
北京市数百万购彩者袁向优秀的
党员教师送上节日祝福袁向宏志
班孩子捐赠了包括运动手表尧无
线耳机尧智能保温杯在内的公益
礼包遥

广渠门中学是北京市示范性

普通高中之一袁学校始建于 1954
年遥 1995年 9 月 1日袁全国第一
个野宏志班冶在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开班遥 野宏志班冶取野宏图寄党恩尧
志远为国强冶之意袁专项资助本市
品学兼优的特困学生遥

体育彩票汇聚社会爱心践行
公益袁野宏志班冶 传承互助帮扶精
神做公益袁 二者具有共同的公益
野基因冶遥活动中袁小分队队长唐永
红向野宏志班冶的学生发出公益传
承邀请院野希望北京体彩的 耶公益
礼物爷 能够帮助同学们更好更健
康地运动袁 成长为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新时代青年袁 更希望同学们
长大耶有作为爷后袁能和今天的我
们一样传承公益袁 让爱心生生不
息浴 冶

2021年 8 月袁国内疫情多点
散发袁 北京市部分小区被封控管
理遥对市民而言袁更科学更健康的
运动袁 提高自身免疫力依然是疫
情之下的野主旋律冶袁而助力全民
健身运动袁增强国民体质袁一直是
北京体彩的着力点遥

当月 28 日 10点袁 北京体彩
2021 益动京城 野全民乐享云健
身冶直播开启袁在 2个小时的直播
活动中袁 北京体彩邀请三位国家
级社体指导员许兴月尧王晓君尧仝
保民现场传授了瑜伽尧太极拳尧柔
力球居家练习的入门动作袁 运动
人体科学博士李松波借助绕口令

叶数枣曳传授居家运动过程中判断
运动强度的技巧袁 引导线上观众
更科学更健康地居家健身遥

直播间歇袁 直播嘉宾还从线

下活动参与者中袁抽取 20位幸运
参与者袁赠送野北京体彩健身公益
大礼包冶遥体彩吉祥物乐小星也现
身直播现场袁与嘉宾一起互动袁萌
萌的乐小星成为直播的亮点之

一袁频频被在线观众点赞遥

2021 年 9 月 18 日上午 9
点袁北京体彩抖音直播间野体彩灯
会 乐享五福冶活动开启袁由工作
人员扮演的 野嫦娥姐姐冶野月亮姐
姐冶 邀请市民参与直播互动赢好
礼遥由体彩公益常识尧中秋字谜组
成的灯谜和盲盒猜猜猜活动迅速
点燃市民的参与热情袁来自 16区
的千余位市民走进直播间袁 猜灯
谜尧开盲盒袁在游戏中了解体彩公
益常识袁 重新认识不一样的年轻
体彩遥 野2020年体彩追梦人冶耿玉
珍也走进直播间化身 野玉兔姐
姐冶袁为参与互动的市民送去特殊
的体彩中秋节礼物遥

野扫码答题抽好礼冶活动同步
开启袁截至当日上午 12 时袁已有
3200余位市民参与扫码答题袁其
中 2800 余位参与者抽中北京体
彩送出的定制小礼品袁61人中得
北京体彩精心准备的 野公益愿望
礼包冶遥

同时袁 北京体彩还在市内 6
家体彩实体店开展 野扫码答题领
好礼冶活动袁邀请周边市民走进体
彩实体店袁参与互动遥

2021 年 11 月 30日袁北京体
彩 2021益动京城 野情系光爱 爱
心助学冶 专项捐赠活动北京光爱
学校举行遥
北京体彩情系光爱专项捐

赠活动开始于 2019年遥 2019年
10 月袁北京体彩举办了野体彩老
朋友 公益新体验冶活动袁收集到
10 万元爱心捐赠基金遥 了解到
光爱学校缺少过冬的取暖经费袁
且孩子们已经有一段时间缺少

肉食营养不均衡的情况袁主动联
系光爱学校袁 把 10 万元爱心捐
赠基金以过冬取暖费 袁 包括
1000 公斤的猪肉尧棉鞋尧篮球尧

足球尧书包等生活及学习用品的
形式捐给光爱学校袁帮孩子们度
过一个温暖的冬天遥

2020 年袁北京体彩益动京城
品牌活动继续捐赠光爱学校袁捐
赠了包括过冬取暖费尧棉衣棉鞋尧
热水器尧双层木床尧打印机等在内
的 15万元物资遥

2021 年捐赠现场袁北京体彩
中心主任张军尧 国家体彩中心战
略发展处处长唐克向光爱学校校
长石青华捐赠了价值 10 万元的
物资袁包括过冬取暖经费袁秋衣秋
裤尧运动鞋尧消毒物资尧吹风机尧餐
具等袁 又一次为光爱学校的师生
们送去温暖遥

2021年 12月 30日袁2021北
京体彩益动京城收官活动及 野益
动京城 筑梦公益冶主题活动汇展
开启袁三重惊喜引爆节日氛围遥

当日上午 10点袁活动率先在
北京体彩中心视频号 野益动京城
筑梦公益冶直播间开启袁体彩筑梦
公益小分队成员唐永红尧刘厚文尧
吕萍讲述了在 2021 年和北京体
彩一起践行公益志愿服务的经
历尧感悟袁邀请更多的市民和北京
体彩一起为体彩公益加油助威遥

野在线观展答题抽好礼冶活动
同步启动袁 市民朋友纷纷拿起手
机袁参与扫码观展答题袁畅享北京
体彩益动京城野收官大戏冶带来的
惊喜和欢乐遥

在线上热闹沸腾的同时袁北
京体彩还在市内 10 家体彩实体
店开展野观展答题抽好礼冶活动袁
邀请周边市民走进体彩实体店袁
观看 2021 年益动京城公益硕果
展览袁参与公益助力活动遥

野在线观展答题抽好礼冶活动
以及野观展答题抽好礼冶活动一直
持续到 2022年 1月 3日遥 1月 3
日下午 14:00-16:00野益动京城 筑
梦公益冶 收官直播活动收到网友
的热烈点赞遥

至此袁2021北京体彩益动京城
主题系列公益活动画上句号袁2022
年将再度起航遥 北京体彩借助益动
京城公益平台袁 邀请更多爱心人士
一起助力公益袁 传播体彩正能量的
美好心愿也将逐步达成遥 渊李玲冤

益动京城 筑梦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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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队长，北京体彩筑梦公益小分队还招新成
员吗？”
“唐姐，今年筑梦公益小分队还会有哪些行

动？”
“公益有很多种，但体彩公益很特别，一定要将

体彩公益进行到底。”
……
1 月 3 日下午，北京体彩中心微信视频号

“益动京城 筑梦公益”主题活动汇展直播间里热
闹非凡，热心网友在弹幕中不断向北京体彩筑梦
公益小分队队长唐永红及受邀而来的队员们，发
出提问。

2021年北京体彩益动京城主题公益系列活动
从当年 4 月启动，集结体彩筑梦公益小分队，到
2022年 1月 3日落下帷幕。这期间，几乎每个重要
日子都有她的身影，活动足迹从海淀到顺义，从线
上到线下，在北京城圈粉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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