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浪扬帆公益基金 2013 年度报告 

  一、基金概况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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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开展了“扬帆春令营暨游

学活动”、“扬帆捐书”、“扬帆学校回访”、“扬帆航模公益大赛”、“扬帆悦读

会”、以及为山区孩子实现心愿的“扬帆童梦行动”、为四川雅安灾区募款、思源方舟、

为干旱地区百姓解决饮水困难的“思源水窖”、“反施暴儿童全民呼吁行动”等项目。总

体来讲，“思源工程?扬帆计划”助学项目有新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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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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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完成的主要工作 

  

  （一）劝募工作情况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截止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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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90,108.94 元, 价值 8385.00 元的实物捐助，公益支出 12,904.918.41 元，管理费用

123,553.70 元，本期余款 7,461,576.8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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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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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千名师生受益。 

      2013 年 4 月 1 日，扬帆计划首届“德懋堂扬帆航模邀请赛暨游学活动”在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正式启动，来自安徽利辛县偏远贫困的学生们将在合肥及黄山度过为期 6 天的

游学生活。本次游学活动是扬帆计划成功举办 6 届夏令营后的首次举办，与夏令营活动一

样采取以大学校园为基地，采取参观和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为孩子们提供一个综合素质 的

体验机会。共有来自安徽利辛县偏远贫困的 2 所中学的 22 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及老师参加

了游学活动。 



    此次扬帆游学活动由民建中央、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德懋堂中国、国家体育

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同协办，由新浪 网、欧莱雅、李

宁基金会、安徽盛臣集团、启迪科创、德懋堂中国，6 家爱心企业倾情资助。同时，来自

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大学生生志愿者、新浪员工 志愿者放弃休息时间参与到此

次公益活动中。 

      游学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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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 7 月 2 日，由国家航管中心主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模队、北航 MBA 校友会

合办的首届扬帆杯全国 DIY 航模公益大赛培训讲座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顺利开展。首届航

模公益大赛以“快乐的暑假作业”为主题，同时面向城乡青少年，旨在让孩子在暑假既能

得到休息和娱乐，又能学习航模知识，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精神；开拓山区孩子的视

野，埋下兴趣和希望的种子。7 月 20 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了讲座，除了 30 名打工

子弟学生参加外，还有通过网络报名参加的小朋友。大赛于 8 月 17 日闭幕，全国共有 13

所中小学、22 支队伍报名参赛。获奖证书及奖品已经寄送到学校孩子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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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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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一直努力用心经营着网络捐书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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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上半年，还增加了 50 本关于防灾减灾的儿童读物，以加强偏远地区

中小学生的安全意识。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截止 2013 年 11 月 30 日，扬帆计划网友线

上捐书捐款总额 1,051,379.34 元（微公益平台 112,077.00 元、扬帆捐书平台 

939,302.34），线下直接汇款捐助款总额近 2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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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校得到网友们的直接图书捐赠），2013 年，扬帆计

划项目组共为 623 所受助学校捐助图书近 25 万逾册，帮助上百所受助学校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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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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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扬

帆计划发起大型线上活动，包括企业加磅、童梦行动、航模大赛、扬帆悦读会、反施暴儿

童全民呼吁行动，发起微公益近 60 个，共募集善款（155,132.00 元）（不包含雅安赈灾

款），帮扶受助学校 300 余所。发起大型线下活动 4 场，包括公益健走活动、“益”乐水

立方、航模培训会、世界经典动漫人物巡礼，受众人数达 5000 余人。 

  为了响应爱心网友及受助学校的号召，扬帆计划捐书平台 4 月份上线了有声读物及航

模的捐赠。针对山区小学教学设备缺乏,学习过程单一,知识接触面较窄,孩子学习普通话难

度大等特点，扬帆计划推出了有声读物，其中包含一部播放机，15 张光碟，每张光盘内含

10-15 个小故事。故事涵盖范围广，既有“鲁迅刻早字”、“莎士比亚的童年故事”等中

外名人轶事，也有“海的女儿”、“画眉嘴国王”等童话故事。扬帆计划推出的第一期航

空模型，共 120 套，并已配给 30 所学校。扬帆计划推出有声读物和航模，旨在希望偏远

地区的孩子通过听书，增加课外知识并拓展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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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3 名网友、

若干爱心企业以及其他公益组织的捐助，先后为 29 个省的百余所中小学校捐助图书近 75

万册（包括图书、有声读物及航模）。 

   同时，新浪扬帆公益基金在“微公益平台”于 10 月 31 日共同发起了“品牌公益捐

款”（下称“品牌捐”）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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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帆捐书项目发起了主题为“12 元一本图书，圆孩子读书梦”的品牌捐

活动。截止 12 月。该项目已募捐图书 4000 余册、累计善款总额约 5 万元、捐助者一千

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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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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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帆悦读会是今年 2013 年 7 月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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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已举

办 4 场悦读会，分别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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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扬帆计划回访活动启动以来，已有近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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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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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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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大力培养志愿者团队，截止 2013 年 11 月底，扬帆志愿者报名人员

达到 3500 余人，项目活跃参与志愿者达到 300 人以上。 



   

 

   

  

5 “整合网络资源为雅安灾区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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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平台优势为四川雅安地震灾区发起公开劝募善款，并于 4 月

21 日赶赴灾区为雅安地震灾区捐赠了大量善款和物资。在筹款期间得到了百余家企业(其

中巨人网络、分众传媒、上海诺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易居中国、鹿鸣谷旅游发展公司、

新浪网等企业的捐资额都超过了百万元)和近 2 万名爱心网友的慷慨捐助。共筹得善款

13,979,413.00 元，所筹得的善款都将专项用于灾后重建工作。 



   目前款项分为四部分使用：应急物资(31.4613 万元－已发生)；雅安病患儿童医疗救

助(预计 400 万元—使用中)；思源方舟（学校灾难紧急逃生、自救培训课程和自救防护设

备预计 800 万元—使用中)；援建学校（170 万元—使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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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思源方舟地震防灾培训项目，提出了“时间就是生命，居安思危，防患于未

然”，对此培训项目做了以下几点具体实施。 

  （1）、思源工程—新浪扬帆公益基金把学生的安护问题摆在首位。在得到四川民建

省委、雅安市政府、雅安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项目组选定民间公益救灾组织“平安星

防减灾教育中心”来做地震防震减灾项目的培训。并对灾区志愿者进行了综合的培训，目

前项目处于紧锣密鼓的跟进实施中。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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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希望几年后它可以成为地震逃生的一个标准与指引，纳入学校的教育大纲。 

  （3）、“思源方舟”地震防灾项目依据“时间就是生命”这个理念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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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思源水窖项目—为旱灾地区群众捐建企盼的思源水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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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我国南方地区发生旱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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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2012 年 7 月底，在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龙海乡开展实施的 100 口户用“丹姿思源水窖”

项目已全部修建完工，并投入使用。项目组很高兴的看到修建的水窖全都在正常使用，并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村民们旱期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 

     继 2012 年 100 口“丹姿思源水窖”在滇投入使用后，2013 年 11 月，思源工程再

次联合丹姿集团，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树苴乡援建 100 口“丹姿思源水窖”于 11 月

全部竣工，部分已经蓄水投入使用，彻底解决了 106 户村民 456 人多年来的生活用水困

难。并实地走访了受益农户。从中了解到，楚雄州自 2009 年下半年来连续四年干旱，树

苴乡是旱情严重的乡镇之一。继而检查了“丹姿思源水窖”的施工质量和使用状况，从而

进行了评估总结。 

  

   

7  “反施暴儿童全民呼吁行动”——保护儿童，反对暴力 

  



  2013 年 9 月，针对虐童事件频有发生：襁褓婴儿被当街摔死、亲生女儿被活活饿

死、小学女生被屡屡性侵……施暴儿童的新闻频频登上各大媒体头条。新浪扬帆公益基金

携手静新图书基金，共同发起“保护儿童 反对暴力”全民呼吁行动。号召全社会的爱心人

士联合起来，杜绝施暴儿童行为，还孩子健康幸福的成长环境！邀请到伊能静、林俊杰、

何润东、古巨基、等近 20 位社会知名人士，共同发起倡议“他很小，我很大。保护儿

童，我可以。”本次活动以新浪网、新浪微博平台为宣传主体，宣传覆盖人数达上千万。

网友参与活动热情积极，反映了民众对此话题的重视与希望杜绝施暴行为的广大诉求。 

  

  （三）专项基金管委会及办公室管理运作情况 

  

    2013 年是基金组织体系、工作制度及运行平台、透明化、规范化、专业化的一年。

—个缺乏目标或没有具体执行能力的公益组织，都会由于不能向社会提供有效的公益产品

和公益服务二无法生存。因此我们在今年花费不少精力来完善组织内部建设。且分别增设

技术专员 2 名、项目运营专员 4 名。 

  

  （四）宣传工作情况 

  



    扬帆计划依托强大的互联网平台，通过网络媒体、优势，将项目的宣传工作做到全

面、精准、有序。 

    通过新浪微博中的微公益、微活动、微话题、微访谈、转发捐赠等微博应用形式，

项目在活动形式多样化、热点事件响应速度、NGO 自身成长与发展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并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项目积极开拓新的宣传形式，力图进一步拓展项目覆盖

面，开创公益项目执行与传播的新途径。 

    另外，项目通过日常的微博维护，及时对捐赠数据进行整理并披露，做到捐赠款项

完全公开；同时在善款使用方面，做到高效透明，书籍发放及受助学校反馈信息都会及时

发布在微博上进行公示；对微博网友的意见及建议反馈也能做到第一时间发现和回复，在

于网友的沟通中宣传项目，挖掘潜在的捐赠用户。 

  遇有重点活动时，项目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记录并通过网络发布，

让网友第一时间了解项目的执行情况。同时，项目以最大程度使用微博等社交媒体对活动

进行传播，不仅在官微，在志愿者的微博中也随处可见活动的执行、志愿者的感受等，通

过各人的粉丝群体形成一定范围内的口碑传播，以达到更佳的宣传效果。 

    除此之外，项目也借助传统媒体平台，在北青报、京华时报等主流纸媒平台进行重

点活动的宣传报道。 

    最后，项目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与知名明星合作进行微博转发、推荐图书等活动，

通过知名人士的社会影响力，推动项目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得以传播。使得新浪扬帆公益基

金在公益界及社会上有了—定知名度和影响力，促使包括施耐德电气、法国航空、欧莱

雅、李锦记等在内的多家跨国企业加入到扬帆计划各个项目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