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帆计划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201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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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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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源工

程”扬帆项目组通过联合新浪网发起募捐倡议，号召和动员众多网友参与为贫困地区同胞

的捐款活动，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共募集资金 5,460,487.54 元，公益支出

4,761,795.00 元，剩余 698,692.54 元。总体上讲，“思源工程·扬帆计划”助学项目在

2011 年取得新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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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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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期夏令营活动（2009 年暑期因全国 H1N1 疫情暂时中断），共使 13 个省贫困

山区的近 2000 名师生受益。  

  2011 年暑期，第五期夏令营活动准时开营，活动继续在南京、北京两地开设营地。



两营地共接待近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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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活动历时近 1 个月，通过“生命导航”教师团队的精心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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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树立了迎接

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的理想。此次夏令营活动的成功举办得益于众多爱心企业以

及善心人士的鼎力支持，其中包括中国骄子、新浪网、爱国者、李宁基金会、欧莱雅中国

有限公司、安徽盛臣集团、安徽金牛集团、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正集

团、宁远女士、周云帆先生等 10 余家企业和个人。活动同时还得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大

学等机构的大力支持。 

  为把“思源工程·扬帆计划”夏令营开展得更加深入，扬帆计划项目组及志愿者于

2011 年 9 月对参加第五期夏令营活动的部分学生进行了回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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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后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成长。其中，扬帆项

目组回访的贵州、四川、湖北等地区的不少家长都反馈，过去，孩子们连火车都没见过，

性格很封闭，自从参加了思源扬帆夏令营活动后，孩子们的性格也开朗了，特别懂得疼爱

家人和关心他人，学习十分刻苦，现在他们的孩子上了县里重点高中，他们很开心。看到

众多受益家长的喜悦，我们深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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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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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地域偏僻等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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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大量有益的图书，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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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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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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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近 5000 名网友、若干爱心

企业以及其他公益组织的捐助，先后为 22 个省的百余所中小学校捐助图书 25 万逾册。  

  2011 年，扬帆计划网友线上捐书捐款总额达 480,161.32 元，线下直接汇款捐助款总

额达 858,527.20 元，支付宝公益爱心联盟线上捐款总额达 1,039.30 元。据不完全统计

（由于在扬帆捐助平台公布了受助学校的详细信息，很多学校得到网友们的直接图书捐

赠），2011 年，扬帆计划项目组共为 200 多所受助学校捐助图书 9 万逾册，帮助近 50

所受助学校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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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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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致力于资助生态移民家庭，特别是为他们子女的就学和思维拓展提供有效的资

助。2009 年，项目首先从广西壮族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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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扬帆生态移民班项目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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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由镇向县进行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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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家庭的小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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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鼓励他们升入高中、大学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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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  

  继 2010 年在广西百色市田阳、凌云、乐业、田林、隆林、西林和来宾市忻城县共招

生 7 个扬帆生态移民班、350 名学生后，2011 年，新浪网、欧莱雅（中国）等企业纷纷

在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地区捐资开设了 11 个扬帆班，捐款总额达 1，660,00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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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2 月，第二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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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个市、州、地区的 200 名优秀教师和优秀校长在西宁受到表

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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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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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透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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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思源水窖项目—为旱灾地区群众捐建企盼已久的思源水窖，为百姓解决疾

苦  

  2010 年 3 月，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与新浪网等网络媒体共同发起了援建“思源

水窖”行动。截止 2010 年底，项目已在广西、云南、贵州成功援建了 2564 座“思源水

窖” 。其中，广西援建水窖 1083 口，云南援建水窖 1081 口，贵州援建思源水窖 400

口。所有水窖均在第一时间投入使用。  

  2011 年，我国南方地区再次发生旱情。为了确保援建的水窖能够及时发挥应有的作

用，基金会专程委托云南、广西民建省委实地协助详细了解思源水窖的使用情况。  

  项目组欣喜地了解到项目所修建的水窖均在正常使用，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村民们旱

期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同时，在为贫困村民援建“思源水窖”的过程中，项目组还发现

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饮水难问题十分突出，故在 10 月份实地调研后开展了“贫困学校留

守儿童饮水安全项目”。2011 年底，在民建宁夏省委、甘肃民建省委的协助下，为当地

100 所小学（2 省各 50 所）修建思源水窖。同时，项目组还专门为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绥

胜满族镇挖修水井，解决村民的饮水困难问题。 

  

二、新传媒，微公益，大作为 

1. 童梦行动第五季——为“不存在的村庄”实现梦想 

  2011 年 10 月 21 日，某媒体报道云南红河州开远地区村民因为“一纸户籍”而生活

困难：他们无法读书，无法结婚，物资匮乏，缺少生产、生活用水； 2011 年 10 月 28

日，新浪网友@事事关注 实地探访了云南的这个“不存在的村庄”，了解当地情况后及



时向扬帆计划项目组提供了相关信息； 2011 年 11 月 2 日，新浪公益通过微博呼吁、博

客传播和新闻倡议的方式开展了第五季“童梦行动”——为“不存在的村庄” 实现梦

想。截至 2011 年 12 月，共有 7000 逾名爱心人士参与“童梦行动”，为“不存在的村

庄” 的 4 所学校直接捐赠图书 800 册，直接捐书款达 11492 元。同时，为开远地区农户

筹集水窖善款 17896 元，为代课教师筹集补助款 24065 元。 

  

2. 志愿者活动：走进大山，陪孩子读书 

  为了实地感受山区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状态，李锦记（中国）销售有限公司联合扬帆计

划一起策划和组织了本微博活动，招募有支教经验和特长的志愿者一起走进扬帆计划的一

所受助学校——河北涞水县龙门乡偏道子小学 ，陪那里的孩子一起读书。活动自 2011 年

10 月 24 日发起，仅 3 天时间就有 288 人报名参加。由于学校场地有限，扬帆计划最终挑

选出了 30 名志愿者，于 10 月 29 日前往当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带领学生读

书，师生一起沙司绘画，鼓励孩子说出理想等励志游戏等。活动当天，李锦记（中国）销

售有限公司还与扬帆计划一道为偏道子小学的 100 名孩子送上了 1000 本图书、100 套文

具以及各类体育器材。 

  

3. 年终感恩季：山区孩子感谢您的帮助 

  扬帆计划项目开展 4 年多以来，为偏远地区的 200 多所中小学捐赠图书 25 万逾册。

2011 年岁末，寒冷的天气挡不住爱心的温度，为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受助学生们精心绘



制了画作，回馈奉献爱心的慈善人士。截止 2011 年 12 月 29 日，项目组发出微活动 20

个，共有近 5000 名微博网友参与了活动的转发。2012 年 1 月 2 日，项目组收到了全部

参与活动的 20 余所受助学校的近 300 幅画作，孩子们用稚拙的画笔描绘出了自己最深切

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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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助学类公益项目领域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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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在开展各类活动给予大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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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附：“思源工程·扬帆计划”2011 各项目账单 

  

2011北京、南京扬帆夏令营账目列表 

善款总额 

款项 金额 备注 

总捐款额 ￥1,230,000.00 

2011年扬帆夏令营活动共获得 10家企业（欧莱雅 11
万、新浪网 11万、盛臣集团 11万、中国娇子 25万、金
牛集团 11万、天正集团 11万、启明星辰 11万、李宁基
金会 11万、爱国者 11万、周云帆 10万）捐助共计 123
万元。本届夏令营活动受助学生人数为 460名，带队教师
50名，大学生志愿者近 40名。 

基金会实际放款 ￥1,205,400.00 
基金会收取行政经费 24,600.00元。本次活动放款
1,205,400.00元 

实际发生费用 

款项 金额 备注 

夏令营期间     

活动开展前期准备会务及

公关费用 
￥19,493.00 

为筹备扬帆夏令营项目组前往南京与东大相关领导、南

京市委宣传部相关领导沟通、北京大学团委负责人、北

大附中负责人及走访志愿等。 

项目组一次性投入 ￥43,450.00 
帽子、T恤、旗帜、旗杆、横幅、开幕背板制作等费
用。 

受助师生火车费、餐费等 ￥582,028.45 
路途太远，预估当地到火车站费用及火车餐车中用餐费

用严重不足（途中所发生费用缺少发票）。 

受助师生保险费 ￥10,180.00   

企业代表、北京授课教师

住宿费 
￥5,928.00 

部分项目组成员入住东大宿舍，大部分捐助企业家没有

发生住宿费用。 

项目组、企业代表、北京

授课教师交通费 
￥23,945.00 参与活动的 VIP人员多。大部分定购折扣机票。 

志愿者、授课教师劳务费 ￥16,500.00 
志愿者劳务费用（嘉宾、东南大学、北大附中授课老师

均义务参与）。 

受助师生住宿、伙食、入

住宿舍必备用品 
￥245,434.60 

此部分由北大附中，东南大学捐助，仅收取成本部分

（部分提供正规发票）。 

参观门票费用 ￥174,928.00 部分地区门票免费。 

活动演讲奖品 ￥17,483.00 活动奖品及互动礼物 

自购药品 ￥2,057.39 杂费包含：饮用水、手续费、快递费、维修费、误餐
费、医院就医费用、食品、校外用餐、日用品（垃圾活动期间杂费部分 ￥25,008.70 



袋、毛巾、牙具、拖鞋、洗衣粉、卫生纸、风油精等）

学习用品（笔、本）、信封、与志愿者聚餐费等。 

图书 ￥13,232.60 其中学生体验购书。额度控制在规定范围以内。 

项目组一次性投入 ￥49,193.00 
胸卡制作、活动手册制作，不干胶印刷，活动期间光盘

刻录、无线上网。 

媒体报道 ￥0.00 大量使用新浪无偿报道。 

回访费用   
最保守按夏令营活动受益师生人数 * 100元计算 回访
预算应为 51000元。 

总计 ￥1,228,861.74   

余款 -￥23,461.74 

由于物价上涨，今年扬帆夏令营再次出现亏空，特向基

金会申请免收项目执行的相关费用。未包含的回访预算

51000元，将连同其他扬帆项目，进行联合回访压缩开
支。所有超支部分由扬帆计划本金补亏。 

  

  

2011－2012扬帆生态移民班账目列表 

善款总额 

款项 金额 备注 

通过基金会捐款额 ￥1,540,000.00 

按照每个班级 11万元计算，共获得新浪网技术（中国）有
限公司 22万元、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22万元、广西李
宁基金会捐赠款项 11万元、爱心人士彭女士 11万元，重
庆、贵州、湖北、湖南四省企业捐助 88万元。共捐建 14个
班级。 

基金会实际放款额 ￥1,526,800.00 
基金会收取项目执行费用 12,300.00元，实际放款
1,526,800.00元 （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四省由当地自
行操作。未收取项目执行费和项目组、专家回访基金）。 

直接款额 ￥120,000.00 
广西当地企业直接捐赠 12个班级，未通过基金会，未收取
项目组执行费和项目组、专家回访基金。 

项目总用款额 ￥1,646,800.00   

实际发生费用 

款项 金额 备注 

开班费用 ￥1,600,000.00 民建广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省委承办。 



活动开展及回访

费用 
￥70,000.00 

最保守计算：开班及回访按每个班级每人 100元标准计算，
26个班，每班 50名学生，共 1300名学生,应为 13万元。
因有同一地区 2个班的现象，则按县为单位来分，共 18所。
在各地合作的民建部门支持下，有部分学校由当地部门回访。

最终回访费用按 14个班级计算为 100*14*50=70000元。
（目前已发生李宁扬帆班开班活动支出：17,982.00元，扬
帆班、扬帆夏令营、扬帆捐书、思源水窖回访费用

68,129.00 ）  

总计 ￥1,670,000.00   

余款 -￥23,200.00 

由于 20个扬帆班没有收取项目执行费及项目组专家回访基
金，项目组将整合夏令营、捐书活动开展活动，尽量减少项目

开支。同时并招募当地志愿者、当地合作民建部门协助开展及

回访工作。目前超出部分将由扬帆计划本金补足。 

  

2011扬帆园丁项目账目列表 

善款总额 

款项 金额 备注 

总捐款额 ￥18,000,000.00 由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集团和新浪网友共同捐助。 

实际放款额 ￥18,000,000.00 
由于该款项于抗震救灾时期捐赠，基金会不收取任何

管理费用。 

2010已表彰奖金额 ￥2,210,000.00 
2010年末共表彰 201名优秀教师和 20名优秀校
长，没人奖励 1万元奖金 

本年度可使用善款 ￥15,790,000.00   

实际发生费用 

款项 金额 备注 

2011表彰优秀教师总金
额 

￥1,800,000.00 
2011年末共表彰 180名优秀教师，每名奖励 1万元
奖金。 

2011表彰优秀校长总金
额 

￥200,000.00 
2011年末共表彰 20名优秀校长，每名奖励 1万元
奖金。 

2011总计表彰奖金额 ￥2,000,000.00   

活动开展及回访 ￥0.00 
该费用由扬帆计划本金、青海省政府、教育厅、华实

科技投资管理集团、新浪网承担。 

余款 ￥13,790,000.00   

  



2011扬帆捐书项目账目列表 

善款总额 

款项 金额 备注 

网友线上捐书捐款总额 ￥480,161.32 爱心网友通过扬帆捐书网站在线捐助。 

支付宝公益爱心联盟线上

捐款总额 
￥1,039.30 支付宝公益爱心联盟通过网络支付平台捐助。 

线下直接汇款捐助款总额 ￥858,527.20 
欧莱雅、李锦记、顶新、优派、金鼎轩等企业及爱心网

友通过银行转账捐助。 

总捐款额 ￥1,339,727.82   

基金会实际放款额 ￥1,312,933.26 
基金会收取项目执行费用 26,793.74元，实际放款
1,312,933.26元。 

实际发生费用 

款项 金额 备注 

线上捐助、支付宝公益爱心联

盟                                 及线下捐助
购书款 

￥1,181,639.94 

网友线上捐助、线下企业捐助、支付宝公益

爱心联盟捐助款项（按实际捐款额的 90%的
金额配备图书）的 10%用于缴纳基金会管理
费、回访、邮寄、消耗品购置及杂费。目前

图书购置费已发生费用：735,264.00，还
有近 5万册图书订购筛选过程中。 

图书邮寄费 ￥52,517.33 

最保守计算：全年邮寄费按实际捐款额的

4%计算，应为 52,517.33元。但由于受助
地区均为偏远贫困地区，只能通过中国邮政

邮寄。在获得 88折优惠后，目前已发生
13-19批图书邮寄费 14,038.47元，20-
24批及企业捐助的图书发货邮寄费，邮局
尚未提供单据核对。根据以往发货费用来看

此预算费用相对实际发生的费用很紧张。 

杂费及消耗品 ￥13,129.33 

最保守计算：全年杂费及消耗品按实际捐款

额的 1%计算。应该为：13,129.33元。目
前已发生 12,990.00元。包含购置打包设
备（手套、包装纸、包装带）、志愿者活动

午餐费、交通费等。 

回访费 ￥65,646.66 

最保守计算：全年回访费若按每所学校 300
元标准计算，共计 246所学校，应为：
73,800.00元。扬帆捐书项目的回访主要依
附于扬帆夏令营和扬帆生态移民班项目的回

访计划，全年回访费争取控制在实际捐款额

的 5%范围之内，应为：65,646.66元。并



通过新浪公益招募志愿者进行免费回访，我

们负担志愿者的人身意外保险。目前项目组

在今年的 2次回访活动（前往云南、贵州、
湖北、重庆、四川、广西、湖南、内蒙等地

部分学校）已发生费用 68,129.00元（该
回访费用包含扬帆捐书、扬帆班、扬帆夏令

营、思源水窖四个项目的回访）。 

库房租用 ￥0.00 
由于新浪网和的宝供物流的共同捐助，扬帆

项目组才得以省去此笔开销。 

总计 ￥1,312,933.26   

余款 ￥0.00 

由于受助地区均在偏远贫困山区，只有中国

邮政能完成运送，所以该比费用无法再缩

减。回访大部分工作由项目组人员进行。以

后将更多依靠各地志愿者进行回访来压缩开

支。若最终发生亏空将由扬帆计划本金补

亏。 

备注： 

1、由于在扬帆捐助平台公布了受助学校详细信息，很多学校得到网友们的直接图书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每所学校都至少有几百本的图书捐助量。按每所学校 300 本，200 所学校计算将至少高达 6 万册。 

2、扬帆项目组在各地志愿者的大力协助下举办了多次线下活动，共为受助学校筹集图书近 6 万册。 

  

2011思源水窖账目列表 

善款总额 

款项 金额 备注 

2010年结余 ￥655,554.30   

2011年捐赠收入 ￥210,104.95   

2011年可用金额总计 ￥865,659.25   

实际发生费用 

款项 金额 备注 

2011年实际支出 ￥550,000.00 

10万元用于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绥胜满族镇修水
井，15万元用于为甘肃庆阳宁县 50所学校配备
饮水安全设备、15万用于为宁夏红堡寺 50所学
校配备饮水安全设备、15万用于为 2010年援建



的云南红河州蒙自县西北勒乡拨付第二笔援建

款。 

项目执行费用支出 ￥0.00   

总计 ￥550,000.00   

剩余资金 ￥315,659.25   

2012计划前期投入 ￥150,000.00 
2012年开春着手援建云南红河州马头坡村思源水
窖 50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