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源工程·扬帆计划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2010 年，“思源工程·扬帆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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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开展了“扬帆夏令营”、“扬帆捐书”、“扬帆生态移民班”和用于奖励边远

艰苦地区教师、校长的“思源园丁奖”等项目。特别是在围绕西南五省区市旱灾、青海玉树地震、洪灾和

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等赈灾活动中，快速反应、积极参与，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劝募和赈灾活动，为解

决灾区同胞燃眉之急尽了一份力。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思源工程”扬帆项目组联合新浪网发起

募捐倡议，号召、动员众多网友参与为灾区和贫困地区同胞捐款活动，共募集资金 26,174,673.3 元，公

益支出 9,712,709.82 元，剩余 16,461,963.48 元（主要为“思源园丁奖”需要逐年拨付款项）。总体

讲，“思源工程·扬帆计划”助学项目有新发展，抗灾济民活动更加深入具体，尊师重教项目开展得深入

人心，公益款项收支透明，社会爱心企业和人士参与“思源工程”的热情迅猛提高。一年来，“思源工

程·扬帆计划”项目已覆盖全国 2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直接受益人数累计达到 53000 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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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力量。 

      一、“思源工程·扬帆计划”常态项目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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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期夏令营活动（2009 年

暑期因全国 H1N1 疫情暂时中断），共使 8 个省贫困山区的近千名初中师生受益。 

      2010 年暑期，第四期夏令营活动准时开营，与以往活动不同的是，除继续在南京开设营地外，首次

在北京设营。此次开营，继续得到了李宁基金会、华旗集团（爱国者）、盛臣集团、新浪网、帝恒集团、

金牛集团、北大纵横、中国娇子、周云帆先生、宁远女士等爱心企业和个人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两营地

共接待 500 多名学生和教师，是“思源工程·扬帆计划”实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该活动历时半个

多月的时间，通过北大附中心理教师的精心安排，以民族意识、知识意识、自醒意识、奋斗意识、竞争意

识、沟通意识、规划意识和团队协作意识等为主题的参观讲解、讲座与拓展训练，使学生们在短时间内养

成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归属感，加强了彼此间的信任和团队凝聚力，增强了在生活和学习上的自信心和

刻苦性，迫切地渴望迎接中国经济发展带给他们的巨大机遇。  

      为把“思源工程·扬帆计划”夏令营开展的更加深入，扬帆计划项目组及心理教师先后多次对之前参

加夏令营活动的部分学生进行了回访，并由北大附中教师在每年的回访活动过后提交回访报告。从回访中

了解到，凡参加过扬帆计划夏令营的学生中大部分都在后来的中考中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县重点高中。其

中，扬帆项目组回访的贵州省黔西县不少家长都反馈：“过去，我们家的孩子连火车都没见过，性格很封

闭，自参加了思源扬帆夏令营活动后，孩子的性格也开朗了，特别懂得疼爱家人和关心他人，学习十分刻

苦，现在孩子上了县里重点高中，我很开心！”。看到众多受益家长的喜悦，我们深信通过组织思源扬帆

夏令营活动，让中小学生的视野得以开阔、进取心得以激发、思想意识得以启迪，为促进他们形成正确的

社会价值观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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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处偏远农村地区的学生们，由于经济、社会人文和地域偏僻等原因，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甚少，他们

与城市里学生们在知识面上差距甚大，对于这些农村学生来说，增长知识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有阅读大量有

益图书的场所和书籍。  

      为了让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读一样的书、接受一样的教育，“思源工程·扬帆计划”项目组联合新浪

公益开通了网络捐书平台，由北大附中著名教师针对农村学生知识欠缺和阅读特点，精心挑选出包含科

技、自然、科幻、娱乐等方面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畅销图书近 500 种，采取爱心企业和爱心网友在线捐

助的方式，为贫困地区的学生们搭建了一个又一个爱心图书室。此外，“思源工程·扬帆计划”项目组还

特别制定了与农村受助学校间严谨的捐助协议，并建立了一整套监督反馈及回访机制，确保了爱心图书室

得以合理建设和有效使用。  

      该捐助平台自 2009 年 5 月正式上线试运行至今，得到了 3000 多名网友、若干爱心企业以及其他公

益组织的捐助，先后为 21 个省的百余所中小学校捐助图书近 16 万册。 

      3、扬帆生态移民班项目---为贫困地区优秀学生注入了学习动力 

      该项目通过资助生态移民家庭，特别是为他们的子女就学和思维拓展提供有效的资助。目前首先从广

西壮族自治区贫困大石山区的小学毕业生作为试点，扶持他们到县一级中学寄宿就读，让他们接受良好的

教育。现阶段以“帮助一个学生，就是帮扶一户家庭”的理念，“由点及面”地开展工作，逐步由县乡

镇、向地域性扩展，为合理保护生态环境、加快移民地区群众脱贫致富和子女受到良好教育做出了应有贡

献。  

      目前的扬帆生态移民班项目招生对象，主要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家庭困难的小学毕业生，把他们集中

到县城中学寄宿就读，初中毕业后，根据学生和家长的意愿，以及学生的成绩，支持和鼓励他们继续到高

中、大学学习或接受职业化教育。现该项目每班招收 50 名学生，每名学生每年补助 2200 元，校舍、宿

舍、师资等方面已由地方政府安排落实。其中，09 级扬帆生态移民示范班，已于 2009 年 9 月在广西西

林中学开班，全班共 50 人，男女生各占一半。该班学生学习成绩进步显著，已被学校评为年度“文明班

级”，并在“学习园地”评比、校运动会比赛中接连奖。  

      2010 年，该项目先后在广西百色市田阳、凌云、乐业、田林、隆林、西林和来宾市忻城县共招生了

7 个班、350 名学生，目前这些学生均在快乐的学习和成长，并感受着广大爱心人士给予的阳光般的温

暖。  

      未来几年，项目组还将着手“扬帆生态移民班”推广事宜，在贵州、云南、青海等地增设试点。让更

多贫困地区濒临失学的少年陆续接受完整的教育，让更多“青年移民”获取融入外部社会的机会和条件。

全面落实胡锦涛总书记 2010 年初视察宁夏自治区时提出的“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要求，摸索出

一条经得起考验的生态移民之路，希望通过开展扬帆生态移民班的探索实验对生态脆弱地区作出贡献，为

我国西部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县域经济的壮大带来新一代储备人才。  

      4、思源园丁奖项目---为青海艰苦地区教育工作者扎根边疆、教书育人树立了信心 

      该项目旨在资助以青海玉树灾区及其他边远牧区为代表的艰苦地区的教育事业，通过对师资专业技能

培训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式，提高边远贫困地区教师们的综合素质和教学水平，推动贫困地区教育质量

的快速提升。  



      2010 年 12 月，首届“思源园丁奖”优秀教师、优秀校长表彰大会在青海省西宁市隆重举行，来自

青海省 8 个市、州、地区的 221 名优秀教师和优秀校长在西宁受到表彰。尕吾金秀等 201 名教师荣获

“思源园丁奖—天佑德杯”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尼玛等 20 名校长荣获“思源园丁奖—新浪杯”优秀校长

荣誉称号。他们兴致勃勃地接收了“思源工程”给予的每人 1 万元奖励。  

      上述优秀教师和校长代表是青海省教育厅历时 2 个月，经过民主推荐、公开选评等多个环节，最终从

千余名教师中遴选出，他们当中，有长年工作在艰苦地区的农牧区教师、有奋力攀登的教研人员、有辛勤

服务的学校管理者、有舍生忘死在玉树地震中救助学生的教师……。他们以教书育人为己任，满腔热情全

身心投入国家的教育事业，成为推动青海全省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楷模，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奖

励。据青海省教育厅的领导讲，此次为青海省颁发的“思源园丁奖”，规模之大、奖励之多、影响之深

远，在当地教育系统是罕见的，对于激励艰苦地区的教师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思源工程·扬帆计划” 赈灾先行，为百姓解决疾苦 

      1、思源甘泉行动—为旱灾地区群众捐建企盼的思源水窖 

     （1）经费收支情况 

      2010 年捐赠收入 8,026,700.3 元，实际支出 7,371,146.00 元（其中：公益支出 7,371,146.00 元，

项目执行费用支出 0 元），剩余资金 655,554.30 元。  

     （2）项目开展情况 

      2010 年 3 月，我国西南五省区市相继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20 日，在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的指导下，“思源工程·扬帆计划”项目组联合新浪网启动了“思源甘泉行动”—为旱灾地区捐建思源水

窖。 

      在活动发起后不到一周的时间，第一批 50 座“思源水窖”于 3 月 25 日下午在广西田阳县五村乡百

宙村三脚屯开工，同时将受助家庭名单进行了公示。首批水窖的快速开建，极大地鼓舞了社会爱心人士的

参与热情。老牛基金会（牛根生）、广西李宁基金会、广西皇氏乳业、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智思机械集团、上海世博会中国民企联合馆、广西盛天集团、广西帝恒集团、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汽车等爱心企业纷纷在第一时间为“思源水窖”捐款。更有近万名爱心网友参与为旱灾地区捐建

“思源水窖”的帮扶活动。其中新浪网友杜子建先生，借助新浪微博的力量，于 3 月 28 日，组织新浪微

博网友在北京三里屯 SOHO 广场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赈旱 2010”公益晚会，谢芳等老一辈艺术家带病冒

着寒风为灾区群众尽现绵薄之力，年轻演员也取消了其他演出活动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当晚，基金会接受

了 24 余万元善款。 

      在随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思源水窖”项目共募集善款近 800 万元，2664 座 20m3-30m3 不等

的 “思源水窖” 在广西、云南、贵州陆续开工，其中：为广西援建水窖 1083 座，为云南援建水窖

1081 座，为贵州援建水窖 500 座。为保证所有援建的“思源水窖”真实可靠，“扬帆计划”工作组成员

于 4 月 28 日对网上公布的广西、云南、贵州援建地址和村民信息进行了走访，实地查看了正在建设中的

“思源水窖”，了解到了当地村民们期待水窖能尽快投入使用的迫切心愿。 

      截止目前，2664 座“思源水窖”已全部竣工，均已投入使用。同时项目组还对各地的每一口思源水

窖进行了编号管理，确保网友和爱心企业捐赠的善款均用到实处。 



      虽然，我们为灾区援建的“思源水窖”数量有限，但我们很自豪地看到这一项目在广西、云南等地起

到了示范作用，并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在广西，4 月 7 日自治区主席马飚主持召开了专题

工作会议，听取各有关部门汇报，研究部署启动广西大石山区人畜饮水工程建设。会议决定以“思源水

窖”为模板，用两年时间，在全省 30 个县(区)开展大石山区家庭水窖建设工程大会战，从根本上解决大

石山区人畜饮水等问题！ 

      2、思源抗震—为雪域高原送去爱心一片 

     （1）经费收支情况 

       该项目款项包含思源园丁奖项目款项。2010 年捐赠收入 18,052,326.00 元，实际支出

2,245,916.82 元（其中：公益支出 2,245,916.82 元，项目执行费用支出 0 元），剩余经费

15,806,409.18 元。 

     （2）项目开展情况 

      2010 年 4 月 14 日 7 时 49 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人员伤亡众多，

许多居民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当天上午，“思源工程·扬帆计划”项目组就与新浪网取得联系，下午，

即联合新浪网发出募捐倡议，同时积极联系爱心企业，为基金会迅速开展抗震救灾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

间。4 月 15 日，扬帆项目组联系到青海互助青稞酒有限公司，在兰州组织装运了第一批救灾急需物资，

共计 8 辆重载车，所送物资包括：1600 件棉衣、1590 套棉被褥、1000 件外衣、3000 件手套、10 吨面

粉、12300 件方便面、4000 件纯净水等，价值 54.18 万元，于 15 日连夜启程发往玉树灾区。 

      倡议发出后，广大新浪网友踊跃参与捐款捐物。4 月 26 日下午，由新浪网友捐助 59.6696 万元购买

的帐篷、被褥、折叠床、棉衣、发电机、食品等灾区急需物资，在北京装运并启程，共计 4 辆重载车，于

30 日运抵青海玉树国营牧场，为当地 768 名灾区群众送去温暖……。 

6 月 27 日，“扬帆基金”又会同民建青海省委会思源工程办公室工作人员再次奔赴青海玉树地震灾区，

28 日即先后到达称多县称文镇中心寄校、拉布乡中心寄校和下辖的村小，现场发放 703 个装有文具和课

外读物的“爱心书包”，为孩子们送去一片爱心…… 

      时值 2011 年新年前夕，“思源工程·扬帆计划”项目组再次与基金会和民建青海省委共同为玉树新寨

小学（即：玉树县结古镇九年制寄宿学校）的 1393 名学生发放了羽绒服，并与部分师生在当地缺电的情

况下共同举办了迎新年烛光晚会，当地师生及家长无不为广大新浪网友的爱心所感动。新年之际，项目组

成员翻山越岭，克服了高原严重缺氧、寒冷等种种困难，为重灾区之一的仲达乡尕拉村送去了 100 套适

合藏族同胞使用的火炉，让当地群众及时感受到了来自远方广大新浪网友的真挚祝福！ 

       3、思源抗洪，为洪灾特别是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地区群众送去了关怀 

       （1）经费收支情况 

       2010 年捐赠收入 95,647.00 元，实际支出 95,647.00 元，（其中：公益支出 95,647.00 元，项目

执行费用支出 0 元）。 

       （2）项目开展情况 



      洪灾面前，基金会再次勇往直前，为此次抗洪整体行动贡献了力量。8 月 11 日一早，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李晓林和民建中央社会服务部副部长夏赶秋等组成救援工作组带着爱心企业和广大新浪网友的

一片爱心赶赴兰州，向甘肃省民政厅递交了基金会捐赠的 100 万元救灾款，作为甘肃省外最大的一笔，

也是最快的到账捐款，充分体现了我们和谐社会高尚的精神风貌与大爱真情。 

      总之，一年来“思源工程·扬帆计划”项目组在广大爱心人士和新浪网友的大力支持下，秉承了“饮

水思源，回馈社会”的理念，在扶贫济困、赈灾救险等公益事业上走出了坚实的一步。在此，“思源工

程·扬帆计划”项目组感谢一贯支持“思源工程”的社会各界朋友！感谢积极参与“思源工程”并为之付

出艰辛努力的全体志愿者！感谢在开展扶贫和救灾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各级政府和组织。在新的一

年，“思源工程·扬帆计划”项目组将不负众望，继续同广大爱心人士和新浪网友一道为我国的扶贫公益

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此致 

       敬礼  

 “思源工程·扬帆计划”项目组 

二 O 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附：“思源工程·扬帆计划”2010 各项目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