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浪扬帆公益基金”2014 年度工作总结 

一、基金概况 

       2014 年，新浪扬帆公益基金在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的领导下，在广大新浪网

友、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下，“思源工程·新浪扬帆公益基金”重点开展了、“扬帆

捐书”、“扬帆夏令营”“扬帆暖心行”“扬帆学校回访”、“扬帆悦读会”、“扬帆暖

冬行动““关爱陪伴留守儿童”以及为山区孩子实现心愿的“扬帆童梦行动”、思源方舟

减防灾教育培训、为干旱地区百姓解决饮水困难的“思源水窖”、“你的指尖触动 TA 的

未来——App 推广活动”等项目。总体来讲，“思源工程·扬帆计划”助学项目致力于创

新公益项目，继开拓创办互联网公益扬帆捐助平台之后，紧追移动互联网趋势，开发打造

国内首款公益自助捐助 APP“扬帆公益助手”。并且尊师重教项目开展得深入人心公益款

项收支透明，使得社会爱心企业和人士参与“思源工程”的热情迅猛提高。发展至今，思

源工程·扬帆计划”项目已覆盖全国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直接受益人数累计达到数

十万人，为帮助贫困地区及灾区的教育事业发展和改善民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思源工

程·扬帆计划”正以“饮水思源，回馈社会”的理念和行为，为社会的公益事业尽—份力

量。 



 

  

新浪扬帆公益基金网站首页 

http://yangfan.org.cn/ 

  

二、完成的主要工作 

（一）劝募工作情况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思源工程”新浪扬帆公益基金通

过新浪网发起募捐倡议，号召、动员众多网友参与为贫困地区同胞捐款活动， 

       共募集资金 2,736,977.17 元, 价值 200,000.00 元的实物捐助，公益支出

4,620,599.73 元（超出部分为以往善款项目延续执行费用），管理费用 904，871.56 元

（重点用于开发扬帆手机应用客户端，由新浪网捐助的专项资金支持）。  



  

  

（二）项目运作情况 

1 扬帆夏令营项目—为贫困地区学生搭建通往理想的桥梁 

        在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民建中央、南京市委宣传部、北大附中、铁道部等单位的

关注与支持下，自 2007 年，“思源工程·扬帆计划”第一期实验性活动开展以来，至今共

开展了 7 期夏令营活动（2009 年暑期因全国 HIN1 疫情暂时中断），共使 13 个省贫困山

区的近 200 所学校的 5 千名师生受益。 

 



  

        2014 年 7 月 16 日，来自四川、湖北、云南、贵州、安徽、甘肃等地近 240 余名

品学兼优的山区学生和老师相聚在南京东南大学，迎来了第八届南京站扬帆计划夏令营活

动。这些夏令营受助师生其中有不少来自少数民族：彝族、土家族、藏族、白族等，此次

活动的顺利启动，得到了众多爱心企业及善心人士的大力支持！此次扬帆夏令营得到了众

多爱心企业及善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新浪网、中国娇子、欧莱雅(中国)有限公

司、清华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盛臣集团、大阮府珠宝、启迪科创、宁远女士 7 家

捐助企业和个人的爱心捐助。以及南京市委宣传部、东南大学、天马旅行社给予的大力支

持与合作。 同时，参与本次活动东南大学的志愿者们、以及曾参加扬帆夏令营的受助学员

的志愿者们，大家冒着酷暑、克服了许多困难一路相随，因这些爱心人士的支持，我们的

活动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夏令营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亲身体验到城市的文明及进步，同时通过对民族意识、知

识意识、自醒意识、奋斗意识、竞争意识、沟通意识、规划意识、团队协作意识等相关课

题的培训，让这些来自贫困山区的学生们正确认识城乡经济的差别，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 



  

2 扬帆捐书项目—为偏远地区中小学生“我要读书”的心愿开辟了第二课堂 

       “思源工程·扬帆计划”项目组一直专注于帮助偏远山区学生可以阅读与城市学生一

样的课外图书，从而解决这些因地理环境及经济条件因素导致的教育被忽视问题。注重从

精神层面的援助与心灵关爱。项目组所创建的第一家网络捐书平台，由北大附中著名教师

针对农村学生知识欠缺和阅读特点，精选出包含科技、自然、科幻、娱乐等方面适合中小

学生阅读的畅销图书近 2000 种。2014 年底，还陆续新增上百本适合中学生阅读图书种

类。自 2007 年至今累计为受助学校捐助图书近 80 万册。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扬帆计划网友在线捐款总额 1，036，880.66 元（扬帆计划官网捐

助平台 786776.66 元、微公益平台 250,104 元 ） 。 

  

扬帆捐书 

       2014 年，扬帆计划项目组先后拓展新学校了 160 余所并为其捐助图书其他需求物

品（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线上平台学校共计 811 所，线下捐助累计近 250 所学



校），帮助受助学校建立“扬帆爱心图书室”，为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提供了更多“读

好书、读新书”的机会。 

       随着捐赠规模及网络影响力的扩大，扬帆计划相应的公益活动也增多。2014 年，扬

帆计划发起大型线上活动，包括春节捐赠活动、世界读书日活动、吉尼斯世界大全捐赠活

动，企业加磅、童梦行动等等，发起并认领微公益项目 125 个，共募集善款（ 174182.00

元），7200 余人参与了微公益和品牌捐的捐赠。帮扶受助学校 100 余所 ，发起并参与线

下活动 6 场，包括扬帆公益骑行、扬帆暖心行、夏令营、六一童梦天文馆、掌阅科技“爱

心书香伴成长”、北大公益文化节等等等，受众人数达千余人。 

  

暖冬行动 

http://gongyi.sina.com.cn/z/yangfannuandong/index.shtml 



       扬帆计划捐助平台自 2009 年 5 月正式上线试运行至今，得到了近 15000 名网友、

若干爱心企业以及其他公益组织的捐助，先后为 29 个省的 1013 所中小学校捐助图书近

100 万册（包括图书、有声读物及航模；据不完全统计，由于在扬帆捐助平台公布了受助

学校详细信息，很多学校得到了网友们的直接图书捐赠） 

  

扬帆淘宝公益店内多样的扶贫物品 

http://shop111715513.taobao.com/ 

       同时，新浪扬帆公益基金在“微公益平台”发起“扬帆捐书——品牌公益捐款”。

“品牌捐”是针对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公益项目进行小额或定额的捐助。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已募捐图书 9600 余册、累计善款总额约 115609 ，元、捐助者近 4

千人。与此同时，“扬帆暖冬”“思源方舟”等品牌捐项目累计筹款：15825 元。 此种捐

款形式倡导爱心人士，通过定额的、小额的捐款形式长期关注并支持优秀品牌公益项目，

充分汇聚新浪微博平台上亿网友爱心，发挥名人劝募力量，通过完善社会化参与、社会化



激励、社会化传播、社会化监督等运营机制，逐步培育用户定向捐赠、定额月捐的习惯，

助力国内公益事业的长足发展。 

  

3“扬帆悦读会” 

       为了更好的呼吁全民公益，扬帆计划增设了扬帆悦读会活动，每月举办 1-2 次。扬

帆悦读会，旨在汇聚爱心，将爱心企业、志愿者、项目学校的力量进行完美融合，集聚多

方力量，通过精致的文化与最直接学习交流、对接，增进大家对公益参与感，体现社会的

温暖和关爱。 

  

深受孩子们喜爱的扬帆悦读会活动 



     扬帆悦读会是扬帆计划针对“互动”阅读及导读等主题发起的全新的公益项目，希

望通过多方力量来帮助学校，悦读会每个月举办一场，爱心企业为参与活动的项目学校或

者该校学生圆梦，志愿者引导孩子阅读，在互动中体会学习的乐趣，促进孩子们的学习热

情。截止 2014 年 10 月，累计举办 11 场悦读会，分别在北京、上海、山东、安徽等地举

行，活动对象为山区学校及城乡打工子弟学校孩子，主题为阅读生活、公益有我，关注留

守儿童。采用亲子互动、环保科技体验、趣味游戏等形式展开，扬帆悦读会开展以来，受

到孩子、学生、教师、学校以及社会的一致好评。很多参与活动的公益人士希望我们继续

开展类似活动。 

4 “扬帆学校回访” 

       为了保证所捐图书能被切实有效地利用，扬帆项目组每年都进行回访活动。通过实

地考察，我们深入了解到学校现状、师生们的成长变化及实际需求，以不断地完善和优化

扬帆计划项目。 

       2014 年扬帆计划回访活动启动以来，已有近 100 支志愿者队伍对扬帆学校进行了

回访，并完成了回访报告。回访遍布四川、西藏、江西、北京、贵州、山东、广东、青

海、广西、等十几个省份，回访学校近百所。 



  

志愿者回访并开展童梦行动 

       扬帆计划项目组在联系项目学校时，通常是通过电话与学校负责人进行详细沟通，

这样虽能方便及时地与学校取得联系，但没有面对面的交流始终使两者之间有所隔阂。对

于这些情况扬帆专员有切身的体会，因此，扬帆计划坚持每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项目学校

回访活动。由于项目组精力有限，不可能将每所学校覆盖到，因此，志愿者回访是扬帆计

划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志愿者亲自到学校去，与老师、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了解他们所需、告知扬帆

计划之旨，既加强了扬帆计划和项目学校的联系，又能使大家能更直观地了解学校图书使



用、学校发展等的最新情况，可以说，志愿者的回访报告是扬帆计划下一步行动的重要参

考。 

       项目组在 2014 年大力培养志愿者团队，截止 2014 年 12 月底，扬帆志愿者报名人

员达到近 5000 人，项目活跃参与志愿者达到 730 人以上。 

  

5 “思源方舟减防灾培训项目” 

       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雅安发生 7.0 级地震之后，扬帆计划借助新浪微公益及新浪

公益平台，整合网络公益资源，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共筹得善款 13,979,413.00 元，所筹得

善款专项用于灾后重建工作。对于这笔善款的使用，我们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力争把

每一分捐赠都用在刀刃上。 

  

思源方舟项目专题页面 http://gongyi.sina.com.cn/z/syfz/ 



  款项分为四部分使用： 

1、应急物资(31.4613 万元－已发生并完成)； 

2、雅安病患儿童医疗救助(300 万元—已发生并完成)； 

3、思源方舟（学校灾难紧急逃生、自救培训课程和自救防护设备 900 万元—使用进行

中)； 

4、援建学校（170 万元—使用进行中，学校主体结构已封顶）； 

       “思源方舟”项目把学生的安护问题摆在首位。在前期理论与后期实践经验的结合

下，制定出了一份“地震学生逃生标准手册”方案，“思源方舟”地震防灾项目依据“时

间就是生命”这个理念指导，并通过专业的减防灾教育志愿者团队，在日常带领孩子学习

减防灾知识及逃生演习等，同时委托专业科技防灾公司开发出“电子可识别防灾头盔”为

更多的孩子带上了爱心生命安全帽，给孩子上了一层贴身保险。 

  

       2014 年 5 月，思源方舟减防灾教育项目已全面完成了针对雅安 100 所学校减防灾

入校教育。目前，思源方舟项目组已进驻雅安；招募当地志愿者入校回访。 

       项目组专员于国庆期间完成了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十月八号开始示范校的筛查摸

底，截止 2014 年 10 月底，先后走访了雨城、名山、天泉、芦山、宝兴和荥经等 6 个区

县的 23 所项目学校。其中部分学校因为校舍重建、板房等原因，不适合作为示范校建

设。已确定了 20 所学校作为项目示范校。  



       8 月，扬帆计划还通过微公益品牌捐项目发起了思源方舟筹款项目，截止 12 月，收

到生命护航基金 240 份，计 2404 元。用以作为该项目长期筹款渠道。希望可以将项目持

续的落实下去，帮助更多处于地震带的孩子们认识学习减防灾知识。 

  

6、 “扬帆公益助手”首款自助捐助 App 上线 

下载链接：http://yangfanbook.sina.com.cn/app/get 

  

       随着全民互联网公益时代的到来，公益行动透明化的呼声不断高涨。同时，移动互

联网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面对这些趋势，项目组于 2013 年就已开始讨论研发

一款公益类专属应用。2014 年 9 月 1 日，扬帆计划正式推出了国内首款自助捐助 APP—

—“扬帆公益助手” 。该创新型公益应用的出现可谓跑通了整个“公益流程”。从获取公

益信息、参与公益捐赠支付再到查看捐赠反馈，所有流程都可以在一个应用中完成，为广

大网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奉献爱心提供了更多便利。 

  



网络媒体及传统媒体报道 

  

传媒机场电话终端等覆盖 20个省 

  

7、“扬帆公益骑行”大型志愿者活动 

  

       2014 年九月，扬帆计划志愿者团队举行了大型线下骑行活动，活动主旨为通过活动

更大程度宣传扬帆计划及扬帆公益助手，让更多的人参与了解公益助学，有助于来共同帮

助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读书、学习、成长！项目组联合各地志愿者发起全国骑行接力活

动，已成功举办骑行活动的扬帆志愿者团队有：北京队，河南濮阳队，江苏扬州队、镇江

队、南京队，湖北宜昌队，广东队、山东队、安徽队以及湖北武汉队等骑行小分队，骑行

路线及活动组织均有各个小分队自行制定实施。与此同时，志愿者“骑了怪了”骑行团队



更是发起“为爱骑行欧洲圣雅各”活动，于同年 7 月至 9 月单车骑行欧洲 5 国，包含西班

牙圣雅各朝圣之路，55 天 5 个国家，全程 3000 公里，为 10 所贫困学校的孩子筹款助

学。将“思源工程·扬帆计划”的公益品牌及理念传播到世界。 

  

骑行的力量志愿者将扬帆走向世界 

  

8、“扬帆暖心行”留守儿童关爱项目 

        为关爱因父母为了生计外出打工，长期与父母分离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留

守儿童。扬帆计划特别发起“扬帆暖心行”活动，2014 年 10 月，项目组启动首站扬帆暖

心行-上海站，活动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让留守儿童和在外务工的父母团聚，加强亲子沟

通；让留守儿童更多的了解他们父母所工作生活的城市、并了解这个城市发展背后的故

事；通过带领孩子参观上海书城、上海科技馆、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孩子父



母工作的公司 ， 让这些留守儿童开阔眼界，在他们心中埋下梦的种子。了解父母工作与

生活，并在孩子与父母、志愿者们之间开展亲密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