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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2015 年 9 月，中国扶贫基金会与民生银行共同发起“我决定民生爱的

力量——ME 公益创新资助计划”。历经 3 个多月的项目评审、现场答辩等六

个环节，2016 年 1 月，最终入围的 20 家机构名单出炉，项目资助仪式于 3

月在京举行。目前 19 家机构已完成与基金会的签约，并进入项目执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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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我决定民生爱的力量——ME 公益创新资助计划”由中国扶贫

基金会与民生银行共同发起，资助具有创新性、有发展潜力及社会影

响力的组织和项目，关注和支持公益领域的创新实践及社会影响力的

打造。 

自 2015 年 9 月 18 日在深圳慈展会发布以来，ME 公益创新资助

计划一共收到 313家机构的 362 份项目申报书，历经 105天的行动和

期待，经过资格审核、项目初审、项目评审、现场答辩、实地走访、

公众投票等环节，2016 年 1 月 6 日，20 家最终入围机构名单终于出

炉。2016 年 3 月 18 日，“我决定民生爱的力量——ME 公益创新资助

计划”项目资助仪式在京举行。 

截至目前，已完成 19 家 NGO 的签约拨款工作（四川喜马拉雅基

金会因不可抗因素项目签约略有延迟）。 

序号 领域 机构名称 项目名称 签约资金 已拨付资金

1 社区发展
石家庄市长安区
大爱暖阳社

失独家庭暖阳圆梦社区
发展项目

500000 170000

2 社区发展
乌拉特前旗

博雅文化协会
社区草人e工坊 500000 200800

3 社区发展
北京市西城区

仁助社会工作事务所
残障儿童教育质量提升

及社会融合项目
500000 200000

4 社区发展
上海艺途

无障碍工作室
“寻找中国的梵高”
特殊艺术家培养计划

500000 200000

5 社区发展
上海洋泾社区
公益基金会

少年志社区服务
学习巩固和推广计划

500000 200000

6 社区发展
广州市金丝带特殊
儿童家长互助中心

医路相伴 50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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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领域 机构名称 项目名称 签约资金 已拨付资金

7 社区发展
珠海市协作者社会
工作教育推广中心

“我们也是父母”
工业区父母工人社区

支持系统建设

500000 200000

8 教育支持
广东省担当者

行动教育发展中心

“班班有个图书角”
甘肃省宕昌县乡村儿童

阅读陪伴成长计划

500000 350000

9 教育支持
青海格桑花
教育救助会

格桑花
“在观影中成长”项目

500000 200000

10 教育支持
北京歌路营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新1001夜-农村住校
留守儿童睡前故事

500000 200000

11 教育支持
绵阳市涪城区为乐志
愿服务与研究中心

加油！乡村夏令营——
乡村孩子自助成长计划

500000 200000

12 教育支持
北京乐知自胜教育咨
询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打工子弟学校教师
行动与成长支持

500000 200000

13 教育支持
喀什残友社会工作
发展服务中心

少数民族地区残障人士
增能展能服务计划

500000 200000

14 教育支持
北京瓷娃娃

罕见病关爱中心
罕见病青年赋能学院 500000 200000

15 卫生健康
北京爱力重症肌无力
罕见病关爱中心

爱力康复营—重症肌无
力患者康复训练营与康

复网络搭建

500000 200000

16 卫生健康
泰安市泰山小荷

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月亮家园”

白化症者关怀项目
500000 128740

17 文化保护
济南市基爱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老济南记忆馆”
文化保育项目

500000 150000

18 文化保护
上海益优

青年服务中心
来自大山少数民族
文化教育项目

500000 200000

19 环境保护
丽江健康与环境

研究中心
三江并流区域

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
500000 239600

20 环境保护 四川喜马拉雅基金会 色达净土环保站 500000 0

21
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
务中心等40家NGO

2万元机构发展经费 400000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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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评选 

ME 项目评审工作根据项目领域分为社区发展、教育支持及综合

（文化保护、环境保护、卫生健康）三组分别独立进行，各领域之间

互不交叉。 

 

ME公益创新资助计划评审理念 

1、资格审查 

截至 2015 年 10 月 10 日，ME公益创新资助计划一共收到 313 家

机构的 362 份项目申报书。其中，社区发展领域 147份，教育支持领

域 110 份，卫生健康领域 31 份，文化保护领域 28份，环境保护领域

有 46份。 

    362 份项目申报书中，其中 75 份来自广东，数量居首；60 份来

自北京，占据第二位；四川省有 45 份，位居第三；上海 25 份，位居

第四；其他城市的申报数量较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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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项目申报机构区域汇总 

ME 组委会依据注册时间是否达一年以上、注册文件等附件是否

齐全、资料完整性、申请领域匹配情况和配套资金是否落实这五个指

标对申请机构进行了资格审查。 

经资格审查后，共 290 个项目可进入评审阶段，其中社区发展

领域 114份，教育支持领域 90份，卫生健康领域 25 份，文化保护领

域 22份，环境保护领域 39 份。 

2、项目初审 

在初审阶段，ME组委会组建立了社区发展、教育支持、综合（卫

生健康、文化保护、环境保护）初审组，分别邀请了 5名专家作为评

委，对项目进行打分，并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召开了初审评议会，

对项目进行评议。 

经过评议，选出入围初审的 83 个项目。其中，社区发展组 32 个，

教育支持组 21 个，综合组 30 个（含卫生健康项目 10 个、文化保护

项目 10 个，环境保护项目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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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审评议会                          专家组对项目进行评议 

3、项目评审 

初审通过的 83 个项目进入到项目评审阶段， ME 组委会组建立

了社区发展、教育支持、综合（卫生健康、文化保护、环境保护）初

审组，分别邀请了 3 名专家作为评委，对项目进行打分，并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召开了评审评议会，对项目进行评议。 

综合评议意见，共评选出 40 个入围项目。其中，社区发展组 14

个，教育支持组 14个，综合组 12个（含卫生健康项目 4个、文化保

护项目 4个，环境保护项目 4 个）。  

   

               评审会现场                           评审会特邀专家 

4、现场答辩 

2015年 12 月 3日，ME 组委会邀请捐赠方、专家评委、公益行业

领袖、公益媒体及明星，对 40 个入围项目进行分组现场答辩。答辩

得分将占机构最终得分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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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现场                             答辩会特邀专家组 

5、公众投票 

2015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ME 组委会联合项目申请机构

组织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网络投票，通过传播 40 家机构共计获得

559437 票，网络分数根据各领域的投票排名情况计算得出。网络投

票占到机构最终得分的 30%。 

6、实地走访 

现场答辩后网络投票结束前，ME 组委会邀请评审专家对项目进

行了实地走访核查。ME 项目组将工作人员分为三组，分别走访了贵

州、云南、福建的 5 家 NGO，了解项目的执行情况。 

  

ME组委会实地走访培田客家社区大学  ME组委会实地走访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 

7、项目启动 

2016 年 3 月 18 日下午，2015 年 ME 项目资助仪式在北京民生美

术馆举办，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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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为在 ME 公益创新资助计划中获选的 20 位公益组织代表颁发 ME

公益创新资助基金，标志着首批 ME 资助项目正式启动。 

 

与会领导参观 ME项目展                               NGO伙伴发表感言 

三、能力建设 

1、社会影响力能力建设培训 

2015年 12月 4日-5日，

在公众投票环节开始前，为

了更好的告知 NGO 新媒体传

播、社群运营等相关的知识，

ME 组委会组织了针对性的

社会影响力培训，共邀请了

8 名培训师，做了新媒体运营、社群维护、社会影响力打造、公众筹

款互动等主题的培训，并为各 NGO 提供如何梳理和利用自身资源、提

高社会影响力的方法。 

2、需求调研工作坊 

2016 年 3 月 19-20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邀请倍能社会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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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心张菊芳及其团队作

为 ME首期能力建设工作坊的

引导师，充分挖掘 NGO 的需

求，制定合理的能力支持计

划，助力 NGO 的成长，提升

项目的执行效果，达成 ME 公

益创新计划 NGO资助的集体影响力，并进行了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及

项目传播推广的培训。 

3、统一品牌及传播要求 

中国扶贫基金会制定了 ME 公益创新计划的统一传播标准，并要

求 NGO 在执行项目的过程中，统一品牌标识，扩大项目的传播效果，

提升项目影响力。 

 

四、各项目进展 

1、社区发展类项目 

 失独家庭暖阳圆梦社区发展项目 

—石家庄市长安区大爱暖阳社 

项目简介: 为失独老人提供儿女式的亲情关爱和服务，建立“失

独家庭暖阳圆梦社区发展网络平台”，探索解决“失独家庭社会问题”

的有效方案。 

目前进展: 为失独老人提供生态体验园，举办 3 场“暖阳社-ME-

志愿服务能力建设培训”，完成 2 个暖阳工作站布置，“亲情儿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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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项目为 15个家庭进行了服务。 

  

暖阳社-ME-志愿服务能力建设培训               志愿者入户一起包饺子 

 社区草人 e 工坊 

—乌拉特前旗博雅文化协会 

项目简介： 免费教授双手灵活的残障青少年和贫困家庭妇女草

编技能，通过线上微店和线下社区整合营销，为学员们建立一个稳定

的生活收入来源，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现状，树立对未来的信心。 

目前进展： 招募学员 50 余名并开展了两期培训，其中 10 名掌

握了中高级技术，10 名掌握了初级技术。 

  

老学员认真地做草编制作                  产品的刷漆晾晒 

 

 残障儿童教育质量提升及社会融合项目 

—北京市西城区仁助社会工作事务所 

项目简介：以普通学校及社区为试点，提供校内残障儿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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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社区融合助残服务，探究残障儿童校外和家庭支持策略，构建学

校-家庭-社区互动模式。项目于 2016 年 6 月初完成签约工作，正在

进行项目的前期准备。 

  “寻找中国的梵高”特殊艺术家培养计划 

—上海艺途无障碍工作室 

项目简介：通过常规绘画课程、外出参观及其他户外活动，培养

项目覆盖社区中约 80 名特殊群体学员艺术方面的兴趣，提升并稳定

他们的心理和精神健康状况，促进他们及其家庭更好的融入社区。  

目前进展：开展了 72 课时的艺术潜能常规课，组织学员参观了

“天才达芬奇”画展。 

  

WABC部分学员在“天才达芬奇”画展上合影留念 

 

 少年志社区服务学习巩固和推广计划 

—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 

项目简介： 通过搭建社区、学校和家庭的三方支持网络，提供

社区服务学习平台，丰富 12-18 岁在校学生的暑期志愿服务和社会实

践资源，提升他们参与社区公益的意愿和能力。 

目前进展： 核心团队于 4 月赴新加坡参观和了解服务学习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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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案例和经验，此外招募了 11位辅导员并进行了培训。 

  

核心团队赴新加坡学习                         辅导员培训 

 医路相伴 

—广州市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 

项目简介：为癌症患儿家长提供治疗与护理资讯，设计游戏协助

适应困难的患儿接受治疗，组织医护人员与患者家属有效沟通，使患

儿家庭治疗过程得到有效的帮助。 

目前进展：服务 87名患儿，派发 397套“患儿入院资料包”，实

施患儿家长辅导个案 25个，进行 19场家长分享会，举办 1 场小型康

复者家庭联谊活动，进行专家 QQ 在线问答 10 场，推送资讯 22 条，

开展义工培训次数为两场。 

  

病区家长分享会                             游戏辅导 

  “我们也是父母”工业区父母工人社区支持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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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 

项目简介：以典型工业区为试点，围绕提升父母工人亲职教育能

力，为流动/留守儿童提供高质量的亲子陪伴，进而构建工业区支持

环境以改善流动儿童生存质量。 

目前进展：完成 4家企业的走访、合作洽谈，确定 3 家签署合作

备忘录，招募 137 名员工；对 3 家企业的 12 名父母工人、基层管理

者一对一访谈；亲职教育培训课程内容设计完成 75%；持续开展社区

托管服务，服务孩子阅读、文体玩具使用 610人次。 

  

社区儿童阅读服务-与爸爸一起阅读              企业饭堂现场宣传招募 

2、教育支持类项目 

 “班班有个图书角”甘肃省宕昌县乡村儿童阅读陪伴成长计划 

—广东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发展中心 

项目简介： 选择阅读条件匮乏的乡村小学，每班捐建一个标准

化设计的图书角，引入阅读活动与阅读推广专家资源，同时构建县域

教师成长共同体支持平台。 

目前进展： 完成 25 所学校 187 个图书角建设；完成首次阅读培

训推广，25 所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代表共 80 余人参加；举办 CC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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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师读书沙龙”，615 人参与在线学习。 

  

阅读课                                     图书角 

 格桑花“在观影中成长”项目 

—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 

项目简介：通过播放精心挑选的百余部国内外优秀影片，改善青

海中小学校学生课外知识匮乏的现状，帮助孩子们建立阅读和观影兴

趣，开拓眼界、增长见识，提升综合能力。  

目前进展：完成了影片资源、项目资料的优化；走访了 9 县项目

学校，介绍项目并做培训；116所学校开展观影活动，放映总场次达

639 场。 

  

观影活动                                  观影活动 

 加油！乡村夏令营—乡村孩子自助成长计划 



  我决定民生爱的力量——ME 公益创新资助计划 

中国扶贫基金会                                16                        网址：www.fupin.org.cn 
 

—绵阳市涪城区为乐志愿服务与研究中心 

项目简介：将夏令营开到乡村，组织“加油志愿者”陪伴孩子一

起发现美丽乡村、发掘本土潜能、发起乐学行动，促进孩子自尊力、

团队力、沟通力、耐挫力、创造力等积极心理品质与能力成长。 

目前进展：招募到 8 所高校的 34 支团队成为本次夏令营的执行

团队；开展针对夏令营志愿者团队进行培训和训练的系列活动，设计

制作了《项目执行操作手册》；完成了北川县和江油市 25个营地的实

地走访和调研工作。 

  
五一培训营                             线下宣讲会  

 

 罕见病青年赋能学院 

—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 

项目简介：赋能学院通过“自立生活”和“I CAN 协力营”培训

课程，发掘和提升 18 岁以上罕见病和障碍群体的自我发展意识与能

力，同时培养有意愿的罕见病、残障人士参与解决问题与社会公益。 

 

目前进展：“自立生活”录取 17 名学员，课程与活动共开展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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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生活课程学员外出                 自立生活课程学员互相交流 

 

 新 1001 夜-农村住校留守儿童睡前故事 

—北京歌路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简介：通过精心设计的 15 分钟睡前故事，陪伴农村寄宿制

学校学生，缓解他们的孤独，改善睡

眠质量，丰富课余生活；同时减轻老

师管理压力。 

目前进展：已评选出 100 所项目

学校，准备喇叭和故事的配送。 

项目学校评选会 

 

 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行动与成长支持 

—北京乐知自胜教育咨询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简介：发现创造性教学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给予最高

800 元的小额资金支持，同时为教师搭建交流平台、提供专业成长机

会、开拓教育视野，形成立体支持网络，进而提升流动儿童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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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进展：支持教师自主开展

的教育行动 77 次，对北京和广州的

17 所学校 68 名教师进行项目回访，

确定教师年会当地联合承办方。 

孩子们使用姚穗芳老师申请的阅读工具包 

 

 少数民族地区残障人士增能展能服务计划 

—喀什残友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 

项目简介： 以职业技能培训为载体，促进残障人士就业、创业

融入社会，改善生存状况和家庭境况，实现自身价值。 

目前进展： 6 月上旬-7 月上旬是穆斯林群体的斋月，项目还处

在招生中。 

  

向项目执行人员了解具体培训事宜    图尔逊江•麦夏的父亲来帮儿子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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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 

 爱力康复营—重症肌无力患者康复训练营与康复网络搭建 

—北京爱力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 

项目简介：设计开发创新的系统的康复课程，通过方法培训、知

识普及、理念传播，帮患者提升康复能力，搭建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

康复网络，推动领域技术发展，提升重症肌无力患者整体康复水平。 

目前进展：完成调研并确定课程设计模型，项目执行手册定稿，

开展 4 期网络康复课堂活动，受益 3324 人次。 

 

 “月亮家园”白化症者关怀项目 

—泰安市泰山小荷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项目简介：建立白化症者的交流沟通平台，进行白化症知识宣传

与普及，加强白化症者社会融合性，促进白化症者自身发展和进步。  

目前进展：组织“ME•月亮家园”工作会议及培训课程，“ME•月

亮家园”志愿者工作证、统一马甲、臂贴、项目条幅等物料已设计完

成并制作中；“月亮悄悄话”心理热线即将为白化症者服务。 

 
“月亮家园”白化症者关怀项目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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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济南记忆馆文化保育项目 

—济南市基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简介：使更多的人体验了解老济南文化，达到公众教育的目

的；同时将社区文化资本与居民建立关系，解决部分贫困群体的就业

问题，创造经济收入、带动社区发展。项目于 2016 年 6 月初完成签

约工作，正在进行项目的前期准备。 

 

 来自大山少数民族文化教育项目 

—上海益优青年服务中心 

项目简介：邀请师生们来上海参加冬/夏令营，学习多元文化，

与城市孩子交流才艺，举行才艺汇演及才艺嘉年华活动。传承文化的

同时，让孩子们重拾民族骄傲。 

目前进展：项目人员走访了沧源民小；三台小学、益哇小学、昙

华小学共计 10 名师生先后到上海才艺交流互动。 

  
小黄小学学生上海才艺演出                 宋基会 30周年庆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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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并流区域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 

—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 

项目简介：通过村民为主体的自主治理模式，探索公共资源进入

乡村的有效途径，促进社区自主使用公共资源，实现其经济、社会及

环境的效益最优化。 

目前进展：组织了村民到其他项目点交流；项目人员深入走访社

区，前往各村民小组组织村民会议，详细介绍项目内容。 

  
以前项目点的普通村民与大家分享经验         参会代表在河源参观股份制项目 

 

 色达净土环保站 

—四川喜马拉雅基金会 

因 6 月之前项目场地一直未能协调好，项目一直没有签约。目前

正在与政府协调，场地协调好之后即可启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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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故事 

1.故事小王子—铭宇 

“呜呜呜……呜呜呜……我要回家！！！” 

因着这哭声，我第一次来到 5 岁铭宇的病床边。那时妈妈正抱着

一直边哭喊边挣扎的铭宇。妈妈说他

因插 picc 管插了三次，才插好，哭

着回家。游戏师拿着的玩具也无法吸

引他的注意。于是，游戏师先行离开，

让铭宇先安静下来，慢慢地在妈妈的

安慰下他冷静下来。 

当天下午再来到铭宇床边，他在看熊出没。在游戏师的陪伴下，

他开始很开心地向游戏师分享故事的情节：熊大又在吃蜂蜜，国王的

王国是这样……渐渐地，铭宇对游戏师有了一些信任，当妈妈离开他

身边去借书的时候，他也很有安全感。 

铭宇妈妈告诉游戏师刚入院时的铭宇，情绪不好，很怕打针，经

常吵着要回家。于是，游戏师跟铭宇讲起了绘本故事《勇敢的梅芙》，

他知道了梅芙身体里面有些坏士兵，而药水里面藏着的好士兵会沿着

管子进入到他的身体，把坏士兵打出来！ 

而当护士来护理他的 picc 管时，他又有点害怕，在游戏师的鼓

励下，他可以勇敢地边看熊出没的故事书，边让护士护理。 

第二次见铭宇时，游戏师与他一起玩医生病人的角色扮演。而当

游戏师“病人”问及铭宇“医生”：为什么生病要打这么多针？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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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可爱地解释道：“这针里面有一只恐龙，打进去之后，可以

去保护你里面的公主哦，不然你的公主会被蚂蚁咬死。恐龙可以把蚂

蚁吃掉，保护好公主，然后他就会走了，你的病就好了，可以出院了。” 

看来，爱讲故事的铭宇已经把曾听说过的故事内化成自己版本的

故事，用来解释患病及治疗的过程。后来爸爸也向游戏师分享，铭宇

现在打针也越来越勇敢了，也很独立地照顾自己。 

第三次见铭宇，他很开心地将自己的画作给游戏师看，滔滔不绝

地分享里面的故事，还提醒游戏师下午继续听他讲故事。妈妈也分享

铭宇开始会跑到其他病房找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当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医院不能离开的时候，更多的是害怕

与不理解，于是常常哭着闹着要回家，而当孩子在故事里面理解到治

病的原因，甚至能用自己想象的故事来解释，孩子更能适应医疗环境

与医疗程序。 

 

2.来自大山的故事 

小黄人常说的“汉族有字传书本，侗族无字传歌声；祖辈传唱到

父辈，父辈传唱到儿孙。” 

侗族大歌依靠口传心授进而传承，但受外来文化冲击，村里年轻

人唱歌渐少，部分侗歌濒临失传...... 

2014年和 2015年 8月，来自贵州省从江县小黄小学的侗族姑娘

在上海市艺海剧院唱响了侗族大歌，他们正与来自中国各地不同民族

的孩子们进行着“来自大山”所组织的“民族传童”才艺汇演。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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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亮起，清泉般的歌声响起 ，每个人都在其中酣畅淋漓。大约两

个星期前，他们就来到了上海参加了这个特殊的民族文化传承夏令营，

为这场演出准备的同时，也在上海不同的地方用歌声诉说着来自大山

的故事。 

如今，她们在学校每周都会有

专门的老师来为她们上侗族大歌

课，“来自大山”在小黄小学建

立起了校园文化社团，社团老师

潘锦莲在学校负责开展侗族大歌

文化传承活动，专门向村里老歌师收集整理侗歌词谱，用于学校教学，

并不定期邀请村里歌师来学校进行授课。 

而这一切，仍然只是一个开始。 

有许多人为大山里的孩子输送物资。 

但有时候，我们是否忽视了一点： 

也许他们不仅仅需要物质， 

更需要的是源自于他们内在文化所带来的快乐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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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传播情况 

 

序号 NGO 名称 所属类别 标题 链接 

1 
石家庄市长安

区大爱暖阳社 
网媒 

中国扶贫基金会 ME公益项目助力，大爱暖阳

“亲情儿女”爱心行动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cxzg.china.com.cn/index.php/a/show/catid/4

4/id/11989/ 

2 
乌拉特前旗博

雅文化协会 
电视 来自电商园里扶贫助残创业培训 无 

3 
上海艺途无障

碍工作室 
网媒 

众人拾材火焰高，WABC邀请大家为公益出力 

http://mp.weixin.qq.com/s?src=3&timestamp=1464590587&ver=1&signature=7U57n0Gp

6ahoVkG9X7OsC-2RH6xFXS8xjk323akbwZaCssujWxw4CIewcIE3pVzAYozTU8hCfgAOb5T*zJRAR

*Mk9y7KABlZ0rIzp3L3uoncneB-CF8w7V4q73telUDY8cWf-K-8aSecU0l*pVK2nA== 

WABC公益创新在路上-我决定民生爱的力量 

http://mp.weixin.qq.com/s?src=3&timestamp=1464590558&ver=1&signature=7U57n0Gp

6ahoVkG9X7OsC-2RH6xFXS8xjk323akbwZY*DgDg-lnfMvbvRqQRkk29XWLMGRVTsAjeUuYFpYMGy

5Hu4DeYHEtV53x3VhT1apAxmsMb0eTePQSbRjQnEvWcwZp1VxKDgPqIP1ZgCIoA6w== 

民生决定爱的力量 |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纯

粹的蒙娜丽莎了 

http://mp.weixin.qq.com/s?src=3&timestamp=1464590587&ver=1&signature=7U57n0Gp

6ahoVkG9X7OsC-2RH6xFXS8xjk323akbwZb7sK5pdiFrrdJ2ZyRTbQ0AkYKrMAR-yjRAEk7nl2T84

E8TlFLzHUl4bkUQKvoNR9QVwau8AbFt8i21A5qdHilqBlg-MoJprgqxB82XDI8BJ820OpF7Z03bMs

QlDts4qzs= 

4 
上海洋泾社区

公益基金会 

纸媒 近 500场公益活动传递“浦东温度” http://digital.dtxww.com/Article/index/aid/812103.html 

网媒 

2016少年志辅导员“服务学习”培训圆满结

束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AzMDU1Nw==&mid=502898050&idx=3&sn=238df

0802f3e902c83bec73c0a0d5bcc#rd 

2016年少年志报名邀请（在线登记意向）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AzMDU1Nw==&mid=502898050&idx=1&sn=9e288

99a572b455d6f931356a34967a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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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告篇 l 2016年少年志小志报名即将启动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AzMDU1Nw==&mid=502898032&idx=1&sn=d70f9

366212c633190f80ab94034d545#rd 

洋泾·少年志辅导员招募——We Need You！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AzMDU1Nw==&mid=502898027&idx=1&sn=fb45d

6f90899bd5de0c011f49f13f043#rd 

这个夏天，洋泾 · 少年志辅导员等你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AzMDU1Nw==&mid=502898014&idx=1&sn=e6739

a22020831ec49ce360db4db885d#rd 

活动记丨“送温暖•暖人心”慰问环卫工人活

动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AzMDU1Nw==&mid=402280474&idx=1&sn=0e815

0b31d86f76cf467062463914a98#rd  

活动记丨 2016少年志寒假服务因你更精彩！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AzMDU1Nw==&mid=401691084&idx=2&sn=c8c9b

14b1b24e2cb00679752efbe11e4#rd 

5 

广州市金丝带

特殊儿童家长

互助中心 

电视 “广视新闻”栏目《伤逝》 http://v.qq.com/page/d/u/7/d01967nzzu7.html 

网媒 

【护梦飞扬】医路相伴，一路有我——广州

金丝带新义工培训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A0MzUyOA==&mid=400878278&idx=1&sn=14128

5191c01d6c06e5a5e7c7f5d7a6c#rd 

南方医院患儿家庭抗癌历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A0MzUyOA==&mid=401264803&idx=1&sn=c1a39

c61721b2efa524ef38554d44021#rd 

走进金丝带 | 广州金丝带 2016年 1月-2月

简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A0MzUyOA==&mid=401446256&idx=1&sn=6bc2b

3ff978d72546da9d10d85998087#rd 

新华学院学生走访病区随笔 | 转载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A0MzUyOA==&mid=401490138&idx=2&sn=41413

34875f9fb6f43abb28715dec755#rd 

开心阿姨分享 | 施比受更为有福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A0MzUyOA==&mid=401441680&idx=2&sn=597b9

6a4a08448b26941231477d1b8c8#rd 

走进金丝带 | 细数 3、4月我们一起经历的

感动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A0MzUyOA==&mid=501729132&idx=1&sn=07e47

5ab1e3a5b3bce55330c578d46e9#rd 

患儿护理及营养资讯 | 医路相伴专家答疑

（每周推送系列，只放参考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A0MzUyOA==&mid=501729180&idx=1&sn=04ba2

b465ad9e52f37f5cff0c24a083c#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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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伤逝》想到“哀伤辅导” | 愫姐谈哀伤  
http://weibo.com/2108670392/Du8ef6Ve7?from=page_1006062108670392_profile&wvr=

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儿童医院病区家长分享会，与患儿家长同风

雨 

http://weibo.com/2108670392/DrFzqyLJl?from=page_1006062108670392_profile&wvr=

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464581396504 

6 

珠海市协作者

社会工作教育

推广中心 

纸媒 全国性公益大赛 珠海协作者盼“突围”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N/html/2015-12/25/content_25439.htm  

网媒 
“ME创新计划”父母工人支援行动项目启动

入厂宣讲 

http://url.cn/2BVOLG3  

7 

广东省担当者

行动教育发展

中心 

网媒 
《ME创新计划|"班班有个图书角"建设前项

目动员》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AyMTYyOA==&mid=502052754&idx=2&sn=f844d

6618724ba94f5eab446d11cb937#rd 

8 

北京歌路营文

化发展有限公

司 

网媒 

招募|100个动员官给 100所学校送"六一礼

物"6年故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Y5NTQ0MA==&mid=503711054&idx=2&sn=fc028

042cf42930ee2085ecd0204d254#rd 

报名结果|100个动员官给 100所学校送"六

一礼物"6年故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Y5NTQ0MA==&mid=503711166&idx=2&sn=53af6

cd844a999ecd3e3e821b1784e7d#rd 

评审结果|民生 ME·100个动员官给 100 所学

校送六一故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Y5NTQ0MA==&mid=503711191&idx=1&sn=cf17b

826dace124c18b78eb6229cd81c#rd 

招募|100个动员官给 100所学校送"六一礼

物"6年故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AwODgzOQ==&mid=2649139598&idx=2&sn=4aae

c860f74260803f78af48129b911a&scene=0#rd 

招募|100个动员官给 100所学校送"六一礼

物"6年故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gxMzEwMw==&mid=2652188295&idx=5&sn=f190

84150a72bd14521d6ef7c1e958ff&scene=0#rd 

招募|100个动员官给 100所学校送"六一礼

物"6年故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UwNzI1Mw==&mid=2651941905&idx=3&sn=4d6d

dc0aea4bd4d8fdd17fc5ca4eed6c&scene=0#rd 

招募|100个动员官给 100所学校送"六一礼

物"6年故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MyNTUwMQ==&mid=2651797763&idx=3&sn=5b7c

878415f034081fd1bc953ef91665&scene=1&srcid=0524thyoYNP9xsRB0sfyXWod#rd 

公开招募|推荐你认识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加

入我们 

http://mt.sohu.com/20160422/n4455155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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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路营：新一千零一夜招募 100所农村寄宿

制学校 
http://www.ngocn.net/news/2016-04-22-8779c179581380db.html 

【公开招募】推荐你认识的农村寄宿制学校

加入“新 1001夜·农村住校留守儿童睡前故

事”公益项目吧！ 

http://www.ccafc.org.cn/templates/T_Common/index.aspx?contentid=6658&nodeid=1

25&page=ContentPage 

9 

绵阳市涪城区

为乐志愿服务

与研究中心 

网媒 

#第七届加油！乡村夏令营#【致敬学习周】 
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cid=1001593973999448178992&vid=1432593133&

extparam=&from=1060095010&wm=30001_0001&ip=183.221.144.183 

#第七届加油！乡村夏令营#【51体验营，我

们有话说】 

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cid=1001593971105231602882&vid=1432593133&

extparam=&from=1060095010&wm=30001_0001&ip=183.221.144.183 

#第七届加油！乡村夏令营#【相聚西科 点燃

五一】 

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cid=1001593971105231602880&vid=1432593133&

extparam=&from=1060095010&wm=30001_0001&ip=183.221.144.183 

#第七届加油！乡村夏令营#【专访全国复赛

亚军】 

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cid=1001593968525042598293&vid=1432593133&

extparam=&from=1060095010&wm=30001_0001&ip=183.221.144.183 

#第七届加油！乡村夏令营#【专访全国复赛

冠军 

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cid=1001593968525042595764&vid=1432593133&

extparam=&from=1060095010&wm=30001_0001&ip=183.221.144.183 

【全国联合宣讲团】第一波来袭！ 
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cid=1001593955954071810437&vid=1432593133&

extparam=&from=1060095010&wm=30001_0001&ip=183.221.144.183 

ME-第七届加油！乡村夏令营五一培训营 http://chuye.cloud7.com.cn/21293302 

10 
北京瓷娃娃罕

见病关爱中心 
网媒 

我的生活我做主！第三期自立生活项目开学

典礼成功举办 
http://chinadolls.org.cn/page/4938 

全国助残日，城市初体验｜自立生活 http://chinadolls.org.cn/page/4942 

寻找未来的方向｜自立生活 · 自我认识第

一课 
http://chinadolls.org.cn/page/4947 

我的生活我做主 第三期自立生活项目开学

典礼成功举办 
http://www.chinazhongci.com/ZcFront/ActiveDetails_100.html 



  我决定民生爱的力量——ME 公益创新资助计划 

中国扶贫基金会                                29                        网址：www.fupin.org.cn 
 

瓷娃娃中心自立生活开学典礼成功举办 http://jiankang.163.com/16/0516/13/BN6MM7E40038002N.html 

11 

北京爱力重症

肌无力罕见病

关爱中心 

网媒 

网络康复课堂一期总结 http://www.mg-care.org/channel/content.asp?id=1334  

网康康复课堂二期总结 http://www.mg-care.org/channel/content.asp?id=2063 

网络康复课堂三期总结 http://www.mg-care.org/channel/content.asp?id=2326  

网络康复课堂四期总结 http://www.mg-care.org/channel/content.asp?id=2371  

康复工作坊报名 http://www.mg-care.org/channel/content.asp?id=2318  

项目进展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jE2MzEyMg==&mid=2650017275&idx=2&sn=e308

a19e845dd97240623b7a833a581c&scene=4#wechat_redirect  

12 
丽江健康与环

境研究中心 
网媒 金河、后箐村民代表赴河源村培训学习 http://www.ncvasd.com/xmxd/2016-03-25/399.html 



  我决定民生爱的力量——ME 公益创新资助计划 

中国扶贫基金会                                30                        网址：www.fupin.org.cn 
 

 

 

 

 

 

 

 

 

 

 

 

中国扶贫基金会 

项目合作部 

联系电话：010-82872688 转 578 

传真：010-62526268 

邮箱：hezuo@fupin.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