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 2015 年总结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 

    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是在国务院扶贫办和教育部的领导

和支持下，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02 年 9 月 1 日发起的为在校家

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提供支持的项目，旨在帮助特困大学生顺利完成

学业，新长城项目为其提供经济资助（主要是生活费资助）、成才

支持和就业服务等全方位的帮助。 

    2.受益对象 

    家庭经济特困、品学兼优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以新长城项目 100

所签约项目高校为主) 

    3.项目目标 

    动员社会力量，为特困大学生提供帮助。将爱传递给他们，帮助

他们实现成才之梦；组建受助大学生互助组织——自强社，通过自

助、助人、拼搏、服务社会，传递社会关爱，锻造自强之才；建立

受助学生、捐助人和社会的互动网络和平台，用关爱、知识、人才，

共铸时代新长城。 

    4.项目内容 

经济资助：向受助学生提供新长城自强助学金，帮助他们解决

生活费用困难。统一标准：每人每年 3300 元（其中 3000 元为资助

资金，300 元为项目执行、项目监测、项目开发等费用），资助年



限 1-4 年不等，建议资助不低于 2 年。捐助人自己设定的标准：一

次性到帐捐款额超过 20 万元的捐赠人，可申请在每人每年 2000 元

且不超过 5000 元范围内自己设定标准。成才支持：以新长城高校

自强社为组织实施平台，对受助学生提供成才支持。 

5.年度项目执行概述 

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自 2002 年 9 月 1 日启动以来，截

至 2015 年底累积接受捐款 24366 万元，直接受益人数累计达 12 万

多人（次），已经覆盖了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500 余所大学。

2015 年，该项目筹集善款 1194.3 万元，受益人数 5041 人，其中新

生 2408 人 

二、     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1.项目运行情况 

2015 年大学生项目除去正常的项目操作还开展了以下几项工

作: 



1）优化受助学生管理流程：充分利用现代网络的便捷，受助

学生的管理按捐赠人和学校组建微信群或 QQ 群，采用这一方式管

理有利于扶贫基金会和新长城项目的传播，同时也做到随时监管学

校发放资助款的过程。 

2）优化项目流程、节省管理成本：制定了学生助理操作流程，

非主导工作由助理完成。 

3））完成了 2015年项目抽查工作，抽查涉及 73所高校的 372

名受助学生，其中 312 人通过电话抽查及邮箱发送问卷抽查的方式

进行，共收回 230份调查问卷。问卷结果显示受助学生通过获得新

长城资助后在关爱他人、增强自信心两方面有很大提升。 

  

附件 1：项目故事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也 

                              —江西财经大学    陈婷 

  

    小时候读过一首诗： 

  

悬崖上的这朵小花 

让我敬重它 

悬崖峭壁之上 

雨水经过留在石缝里的点点细泥 

却让它的种子发了芽 

没有人为它浇灌 

全靠老天赏赐点雨水给它 

经受风吹日晒的考验 

不觉得孤独和害怕 



经历了春夏 

开出了美丽的小黄花 

虽不娇艳 

也不硕大 

尽管渺小 

但是一样活得潇洒 

每个人都可以绽放自己 

哪怕是在最艰苦的环境里 

也要把美丽的一面留下 

  

当我读完以后瞬间感慨万千，似乎说的就是与我相同的境遇。

许是“天意怜幽草”吧。用“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

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勉励自己再合适不过了。 

生活本就是悲欢共济。很小的年纪我和姐妹从未感受到什么是

苦难，什么是贫穷。尽管那时候，一双鞋子轮流着穿，一件衣服，

谁出门谁穿，尽管家里的亲戚对父亲母亲不好。但是我们觉得有父

亲母亲的呵护，有父亲母亲在身边就是最大的富有。  

父爱如山。我的父亲是一个憨厚的农民，善良而又执着。在我

的印象里父亲个子矮小，总是喜欢出门带一把黑色的长柄伞，双手

将伞背在后面。佝偻着身子。父亲是下井挖煤的，所以很小的时候

父亲总喜欢带着我和他翻山越岭找新的煤矿井，不知疲倦感受行走

的快乐。再长大后，有一次父亲被煤矿压住了，受伤很严重，于是

煤矿老板安排父亲去医院看病，母亲因为生了小妹，让我去照顾父

亲。待我赶到医院时父亲为了省钱手续没办就走了。我等到天黑，

害怕地哭了，竟然在花坛上睡着了。父亲拖着受伤的脚又返回医院

找我，见我睡着了。悄悄背着我回了病房，在那里待了快一个月。



陪着父亲在美丽的山崖医院看一花一草，去吃大食堂甜甜的大馒

头......那是我与父亲此生唯一相处的快乐时光。 

父亲因长年在煤矿中工作，患了肺结核，于是从外地回家休养。

刚开始父亲还能做点农活，记得有一次，带着我上山砍柴，闷热的

夏天，说下雨就下雨，雷声轰轰，骤雨不停，不知如何是好，父亲

让我躲进他的衣服里。那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父亲是我的保护伞，

是我的大山。那年冬天，父亲不小心从山中滚下，伤到了腰，身体

每况愈下。我和父亲睡的时候感受到了父亲的颤抖和细微疼痛的呻

吟。 

失去了支柱家里一贫如洗。姐姐把长长的秀发卖了 30元，给了

我 10 元，就跟着亲戚去打暑假工了。无奈，只好带着妹妹们去捡

废铁买油度过暑假。而那时父亲已经看不清东西，性格变得暴躁。

小时候的我们却不懂这是父亲的疼痛和无奈。我们总以为父亲只是

病了，会好的，只要在一起。可是在 2006 年初，我仍然记得天空

下着小雪，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带着他的遗憾和痛苦。他最疼

爱的小女儿才 7 岁，总是捧着端着。我从未想过父亲会离开我们，

天塌下来的感觉。再艰苦的生活我们都能渡过去，却不能接受父亲

的逝去，仿佛没了依靠。对我们姐妹几个和母亲来说都仿若晴天霹

雳，让人伤痛欲绝再也没父亲保护我们，再没父亲在深夜为我们引

路。母亲悲伤地说,“这都是我们的命”。 

母爱如泉。我们能安然长大并且都接受知识的浇灌，一切的恩

德都是我母亲如泉水般的爱。我的母亲一字不识，是个文盲。却一



直认为知识才能改变命运，认为知识才能让我们变得和没有见识的

人不一样。在最艰难的日子就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我们去山上

砍竹子卖来维持生计。我们年纪小，总是扛不动竹子，于是让竹子

从陡峭的山路上滚下来，高兴的是不用费力，伤心地是要是父亲在

该多好。然而一切都是不可能，唯有好好地和母亲相依为命。 

母亲这一生都是为我们付出，365 天，从未停止她的忙碌，青

丝变缕缕银发,为我们操劳着。后来大家读书越读越高，花费越来

越多,母亲不得不外出打工供我们读书。最深的一次，我借同学的

手机给母亲打电话，让母亲回拨我同学的电话，可是等了半小时，

母亲才打过来，我竟然不悦地问为何等这么久才打过来。母亲说,

“知道怎么地，就是不知道怎么回拨电话，打错了好几个。”顿时

听了以后，心如刀绞，泪流满面。母亲可是一字不识啊，怎么会回

拨电话呢。心疼我的母亲，又可怜母亲没文化在外多么不容易。 

这成长的日子，因为有母亲，所以我们变得坚强，因为有母亲

所以我们有个简单平淡的家。因为有母亲，哪怕是艰难的生活我们

也能挺过去。母亲的大爱不仅给予我们也给予所有认识的人，所有

认识母亲的人都敬重我的母亲，只因为我的母亲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默默地奉献她的爱，代替父亲陪伴我们走过成长的岁月，因为母亲

我们才觉得秋是秋，才觉得夏是夏，春才是真正的春。因为母亲默

默地支持，给予了我们自由的学习环境，才让我们汲取丰厚的知识，

才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富有的，是意义的，是坚强的。 



我这学习的道路上因为恩师、益友以及好心的叔叔阿姨而变成

多彩幸福。我记得初中晚自习，一位脚残疾的阿姨晚上到教室来看

我，给我送来一箱牛奶和 20 元钱，说了一些鼓励的话，那语气，

那温暖的双手多么像妈妈的爱。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位夜晚来的阿姨

怎么称呼，但我却深记于心。快上大学时一位叔叔把我当做女儿一

样带我去买新衣服，开着车送我读大学。那天感动地流泪，仿佛看

到我父亲的影子一样，尽管这样的幸福只是瞬间的，但是却如此让

人内心激动。我是如此想念父亲，但一切有如泡沫一样不再。 

小小的我浓结了千万的爱，该是多么地幸福。老师对我孜孜不

倦的教诲，对我如自己的孩子一般。还记得我生病发高烧了，老师

紧张地背着我去看病，一直陪着我嘘寒问暖。还有，读高三的时候，

紧张的时刻，吃了一个月的老干妈，被学妹知道了，学妹的妈妈特

地炖了一碗营养汤带给我，感动得咽不下。那时候离高考只有两天

了。千万个感人故事，感动这故事主人公是我。因为他们学会感恩，

赋予我可贵的品质。教诲我本该父母亲教诲我的东西。因此而受益，

因此我有很多的“妈妈’,我要好好爱他们!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苦难从来都是财富，只有经历才

方之一切该好好珍惜。只有经历成长，才知道父母的不容易。只有

去感受，才汇成千千万万动容的瞬间。六年级的暑假我去外地做暑

期工，深夜躺在平房，忽然平房边上的袜子厂煤气罐爆炸。同舍的

大姐姐把我叫醒快跑，在空地上，我们看到变压器上的电线有如火



舌般吐着火焰，那一刻心悸了，觉得活着多好。该好好珍惜我们的

生命才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唯有努力学习回报父亲、母亲以及

好人心的恩德。唯有优良的品质才能更好地去做有用之人。智者说

“能忍常人之不能忍，才能为常人所不能为”。长久以往的生活锻

铸我去坚强，去忍。这是我的生活给我的深刻感受。 

艰难的生活总会过去，未来的日子靠自己来打拼。所谓“从来

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带着所有人的爱好好去努力，为

母亲，为他人，为社会去营得一片幸福之田。 

  

  

心怀感恩  励志成才 

——记天津农学院许顺琴事迹 

  

    她，名叫许顺琴。今年 21岁，安徽宣城人，天津农学院

2013 级人文学院酒店管理（1）班学生。花一般的年季，承受着命

运之不公，如风霜中的梅花，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傲立群雄！二

十余载的奋发进取，成就了勇于担当、感恩社会、乐于助人的她！ 

  

尽孝爱亲，勇于担当 

2004 年，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水阳镇裘公乡符桥村一位十岁

的小女孩经历了一场亲人的离别，父亲因为生病没有得到正确的救

治而离开了小顺琴，本来就贫困的家中突然没有了劳动力，痛苦不



堪的母亲只能扛起了这个重担。日积月累，这个重担终将母亲压垮，

再也不能忍受困苦的母亲离家出走，丢下小顺琴和她年迈的爷爷奶

奶，十多年来没有任何消息。年迈的爷爷又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扛

起这个家庭的重任。在顺琴的记忆里，每天天还没有亮爷爷奶奶就

已经去地里干活了，孤单的她每天起来洗完衣服做好早饭就赶去上

学。度过了一天的学校时光，终于等到放学了。顺琴就如脚下踩了

俩风火轮一样飞奔着去自己家的农田地里，因为年迈的爷爷奶奶还

在农田里忙活呢，她怎能忍心不出自己的一份力。天色渐灰，顺琴

得赶紧回家做晚饭烧好热水。等天黑了，爷爷奶奶才回家。小学毕

业那年，年迈爷爷被诊断出患了癌症，就在那个的暑假他永远的离

开了顺琴和奶奶。奶奶伤心过度，本来已经年迈的身体变得更加虚

弱。 

  

自强不息，奋发进取 

许顺琴家境贫寒，但她从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他多次获得

国家、社会和学校的奖励和资助，同时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汗水赚钱

养活自己和母亲，并努力坚持学业。 

初中时，在邻居的帮助下，奶奶把家里的土地租了出去，并在

顺琴的学校附近找到了一间不用掏房租的屋子，顺琴的初中学费在

学校得知情况后予以免去。初中毕业后她考上了宣城第二中学，是

宣城市数一数二的高级中学。奶奶没有读过书，却知道读书是穷人

家的孩子有出路的唯一途径，所以坚持让顺琴一直读书。幸运的是



高中的学校也免去了顺琴的学费，奶奶和顺琴主要靠政府的补贴勉

强过日子，奶奶也会时常去附近的制衣厂找点临时的活做，只是为

了让顺琴可以更加舒心的学习。顺琴在学校受到了老师的一致赞扬，

她一边刻苦学习，一边省吃俭用。在同学们心中，她是一位充满正

能量的高中生，除了学习刻苦，她很团结同学，经常受人帮助的她

也乐于帮助别人。 

克服重重困难，她最终没有辜负所有期望她健康成长的人，考

上了天津农学院。面对高昂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顺琴第一次退缩

了。上天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也会给你打开一扇窗。顺琴的事迹被

浙江的电子厂周姓经理得知，热心的他愿意支付顺琴大学四年的学

费。她继续读书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刚进入大学校门的许顺琴得到了“温碧泉？新长城贫困大学生

助学基金”，她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离家千里，她一面担心家

中年迈的奶奶，一面也在努力学习。这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让她倍

感珍惜。上课认真听讲，不懂的积极的问老师，课后从来没有忘记

过学习。她曾被评为“天津农学院优秀班干部”，拿过三等奖学金。

除了好好学习，她还没忘记自力更生。她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去尽可

能多的做些兼职来维持日常花销。在天津农学院西校区时，她在附

近的杨柳青庄园里做过服务员，中午提供一顿午餐，那样既可以挣

到钱也可以省去一天的饭钱；十一的时候，去七里海风景区当导游

助理；在大街上发过传单等。 

  



感恩社会，乐于助人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许顺琴在日常生活中矢志不渝地坚

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仅用真诚的爱去关心家人，还坚持用感恩

的情怀去面对社会，关心集体，帮助他人。 

刚入学就加入了天津农学院唯一一个困难生社团——新长城

天津农学院自强社，跟随社团参加了许多公益活动。利用周末的周

时间，她参加了新长城天津农学院自强社组织的“善行 100”的活

动，无论是炎炎的夏季还是寒冷的冬日，她都在马路上对过往的路

人进行劝募，用一百元钱购买一个爱心包裹，将包裹里的美术用品、

保暖衣物等寄给大山里的孩子们，让他们渴望画画的梦得以实现，

让他们的冬天温暖起来。 

大一下学期，她得知在中北镇有一个孤儿院，叫早安宝贝。她

第一次去，看到的是这样一副画面：四五个小孩，最大的三岁，最

小的不到一岁，她们在志愿者的陪伴下愉快的游戏。他们看起来没

有任何的问题。可是院长告诉她，孩子们都是患了重病而被父母无

奈的丢弃的孩子，现在只是表面看起来很健康。其中最大的那个男

孩给她感触很深，他每天都在做手脚的恢复训练，每次训练都是痛

苦的，可是他没有哭也没有喊疼，总是微笑着。回去后她便组织社

团的朋友们，在学习之余，去陪那些孩子玩耍，给他们温暖，也告

诉他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爱他们。 

除此之外，她还参加过清理校园小广告的活动，爱心宿舍、废

旧物品艺术创新大赛、“低碳校园—共创美好生活”板报设计大赛、



爱心义卖等多项公益活动，“爱心宿舍”是她参加很多次的活动。

“爱心宿舍”是将宿舍内可回收物品进行收集分类整理变卖，所得

钱全部捐给贫困山区的小朋友们。她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帮助孩子们，

可是她却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