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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基本情况

1.1 项目背景

1997 年，我国全面实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贫困学生上大学问题

逐渐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扶贫基金会经过的调研，发现贫困学

生面临经济和精神双重贫困，学生在物质上的贫困很可怜，但这是暂

时的，经过及时的援助，很快可以得到解决；学生在精神上的贫困很

可悲，如不及时予以帮助、教育，则可能影响其一生的发展！

1.2 项目简介、对象、目标和内容

新长城-大学生自强项目作为一个教育扶贫的公益项目，以经济

资助为基础，以成才支持为核心，以培养自立、自强人才为最终目标，

将扶贫济困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立足于帮助特困大学生完成学业，着

眼于培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善健全的人格素质，致力于引导学生在

成长成才的同时回报社会，实现项目“传递社会关爱，锻造自强之才”

的宗旨，为弘扬社会公益文化、促进社会公平、增进社会的和谐，播

撒爱的种子！

为了帮助特困大学生克服家庭经济困难，更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

中国扶贫基金会于2002年9月1日发起“新长城—大学生自强项目”，

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给予经济资助和成才支持两个方面的帮助：

◆ 经济资助：每人每年 3300 元（其中 3000 元为新长城自强助

学金，直接发给学生，帮助他们解决部分生活和学习费用; 300 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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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执行费，用于项目调研、执行、推广等。）资助年限为 1，2，3，

4年。

◆ 成才支持：在高校建立自强社，并以自强社为平台开展各种

公益活动，提升大学生综合能力。

1.3 项目年度执行概述

新长城大学生自强项目自 2002 年以来，累计募集善款 27202 万

元，直接受益人数 130300 人次，在 104 所大学成立新长城自强社，

为学生提供成长成才的平台。已经覆盖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600

余所大学。2017 年，项目筹集善款 1302.8 万元，受益人数为 5075

人次。



- 5 -

项目总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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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2.1 项目筹资

2017 年 1月 1日-12 月 31 日，本项目筹集善款 13027628.04 元，

其中来自机构的捐赠金额为 12661783.97 元，来自公众(含个人、腾

讯乐捐爱心网友、天猫爱心人士、全民公益爱心人士等)的捐赠金额

为 365844.07 元。

大学生项目捐款类别分析

年度 金额（万元） 同比

2015 1194.3

2016 1532.6 127%

2017 1302.8 85%

年度 公众捐赠金额（万元） 同比 企业捐赠金额（万元） 同比

2015 34 1160.3

2016 40.2 118% 1492.4 129%

2017 36.6 85% 1266.2 85%

2.2 项目执行

2.2.1 资金支出情况

2017 年，项目支出 133941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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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拨款金额（万元） 同比

2015 1245.1

2016 1385.8 111.3%

2017 1339.4 97%

2.2.2 受益人情况

2017 年，项目覆盖来自全国 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台湾省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5075 人次，其中新增

学生数为 1996 人，涉及 197 所高校。

年度 涉及学校数（所） 受助学生数（人） 其中新增学生数（人）

2015 222 5041 2408

2016 238 5171 2483

2017 197 5075 1996

2.2.3 项目运行情况

2.2.3.1 项目优化与完善

①对口帮扶县推荐流程调整

为更好贫困县生源地大学生，优化项目对口帮扶模块操作流程，

流程调整优化后，项目管理方面，2017 年对口帮扶县高校仅 31所，

相对于 2016 年 123 所高校，管理半径同比减少 75%，效果显著。

②拓展沟通渠道

增加捐赠方与资助学生的沟通渠道。根据项目“1+1”结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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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仅提供给受益学生捐赠人地址的基础上，可根据捐赠人意愿，

在结对卡上增加邮箱或电话。学生可根据结对卡信息，给捐赠人写信、

发邮件或打电话。

2.2.3.2 项目监测

①贵州实地监测

6月赴贵州省实地监测贵州大学和贵州财经大学。项目执行方面，

2所高校的整体运行情况良好，候选学生核实效率高；拨款流程细致、

金额准确，档案管理统一、规范；抽查面谈的全部学生也表示已收到

助学金，并且和发放一致。助学金发放时间方面，校方主要是根据全

校工作统筹安排，集中在 12月份发放助学金，如有特殊要求，发放

时间可以提前。成才支持方面，需要提醒学校，督促受助学生加入自

强社或其它公益社团并参加活动。

高校资助重点和学生需求方面，高校在最大限度的争取社会捐助，

作为整个资助体系的有益补充，同时逐渐关注和加强对学生的能力培

养，在积极探索有效模式。学生需要经济资助，同时也渴望得到能力

建设方面的支持。

②上海实地监测

12月赴上海市实地监测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理

工大学三所高校。监测结果显示，项目执行方面，项目在 3所高校的

整体运行情况良好，拨款流程细致、金额准确，档案管理统一、规范；

抽查面谈的全部学生也表示已收到助学金，并且和发放一致。助学金

发放时间方面，校方在查收款项后，能及时将助学金发给学生。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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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方面，学生都很有意识的参与公益和社团活动，主动锻炼和提升

自身综合能力。

学生需求方面，学费问题基本能解决，或多或少能得到一定的资

助，但是尚未达到资助需求与资助供给平衡，导致学生和家庭会有一

定的经济压力和思想负担。另外，学生也渴望能有更多、更好的平台

提升能力，也希望能开拓视野，到各地学习和拓展眼界。

③项目抽查

4-6 月进行项目全国抽查，本次抽查对象是 2016 年度获新长城

自强助学金的学生。采用随机取样、问卷调查、电话访谈等方法，向

494 人发放问卷，其中邮件发放问卷 396 份，电话访谈 98 份。最终

返回的问卷与访谈有效问卷数为 302 份
1
。所有学生都表示已经收到

新长城自强助学金。经济资助对学生的影响如下图：

1 问卷有效性评估为“问卷星”网站：www.wjx.cn。

http://www.wj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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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项目效果

新长城-大学生自强项目作为首个全国性的关注贫困大学生问题

的项目，已成为一个美誉度高、有创意、公信度高的品牌项目。在带

动同行关注以及促进国家完善大学生资助政策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与参考。

——摘自新长城项目评估报告》

感谢有新长城这个慈善项目，让我以及广大像我一样的贫寒学子

有能够把握自己人生的机会。我们都有实力，有理想，但是我们却缺

少一个阶梯来让我们离自己的理想更进一步。

毫无疑问，新长城项目就是这个助力阶梯。因此，我对给予我帮

助的人心怀感恩，并时刻准备尽自己所能帮助身边的人，将这份爱传

递出去，因为我相信公益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片云推动另

一片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不能仅仅是受益者，更应该

是传递者。

——新长城受益学生

我从小在贫困的环境之中成长，但是从没有放弃过，没有因为贫困而

停止追寻梦想的脚步，也没有因此抱怨和堕落，我明白这是我的出身，

我无法选择也不必选择。谁说挫折的环境不能塑造一个自立自强的人，

我所选择的是该怎样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现状。而新长城自强助学金

活动让我这样的大学生重新找回自信，用社会关爱帮助贫困大学生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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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难关，积极地面对今后的挑战，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安心的学习生

活，不仅从物质支持上给予了帮助，更重要的是改变很多人的观念，

让其树立目标、怀感恩之心不断奋进。

——中国农业大学受益学生

新长城自强助学金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让父母能够生活轻松一

些。我也将永远记住社会、国家对我的帮助，铭记恩情，同时这也将

会成为我奋斗的动力，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发奋图强，报效国家、报

效社会。

——复旦大学受益学生

2.4 项目活动

2.4.1 新长城·孟丽红助学基金新疆捐赠仪式暨爱心见面会

4月 26 日下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新疆大学承办的“新

长城·孟丽红助学基金”新疆捐赠仪式暨爱心见面会在乌鲁木齐新疆

大学举行。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陈开枝、祈福集团副董事长孟丽红、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副巡视员刘玲、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副巡视员覃大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海萨尔·夏班拜、新疆自治区扶贫办

党组成员、总经济师陈雷、新疆大学党委副书记柴林、中央人民政府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协调部原副部长廖勋、广州市政协港澳

台侨外事委员会原主任李树青、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颜志涛等

社会各界人士，及接受孟丽红助学基金资助的新疆大学、新疆农业大

学、石河子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伊犁师范学院和新疆财经大学共 6

所高校 250 名学子出席了仪式！

2.4.2 新长城·顶新明日朝阳助学金爱心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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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2017 年新长城·顶新明日朝阳助学金爱心见面会在

中国农业大学举行。顶新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滕鸿年、中国扶贫基金会

会长郑文凯、中国农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宁秋娅、顶新公益基金会副

秘书长王兴华、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出席活动。中国农业

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外国语大学 10所高校老师和受益学生代表参加此次爱心见面。

2.4.3 新长城·敦和自强助学金浙江爱心见面会

12月 1日，新长城·敦和自强助学金浙江爱心见面会在浙江大

学举行。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监事王维、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

部副主任韦丹丹、浙江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蔡荃、浙江工业大

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姚鹏以及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教师代表和

50名受益学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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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项目故事

故事 1：新长城，成就更好的你|贫困家庭的孩子，8岁就当“假妈妈”，

现在名牌高校里的大能人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 2016 级本科生，我叫张薇，是北京师范大学

新长城自强社副社长兼外联部部长。已连续 2年获得新长城自强助学

金的资助，心中怀着万分的感激与感动。

经济资助，学业有成

我，是新长城自强助学金受益学生。

我的家乡是赣南革命老区的一个著名的将军县——兴国县，这片

红土地承载了前辈们光荣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无畏的气概。生长在

农村的我自幼和各种农活儿打交道，虽清贫但也简单快乐。不幸的是，

我 6 岁那年母亲因癌症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致命的一击使得所有

美好的幻想都破灭了。短短半年时间里，债台高筑、苦不堪言，所有

的努力都没能换回妈妈的笑容。

在我只有 8 岁，还在读二年级的时候，别的小朋友还在妈妈怀里

撒娇的时候，我已经怀里抱着弟弟，手中拉着妹妹，走在田埂上，坐

在田间，喂弟弟妹妹吃饭，哄他们睡觉，踉踉跄跄地扮演着一个妈妈

的角色。就这样，如小大人一般，我从小就承担起大部分照顾弟弟妹

妹、洗碗洗衣的任务。

贫困、节俭一直是家中的常态，爸爸是一名乡村医生，收入微薄

且不稳定，初中时的那次火灾还有高中时期的事故让爸爸几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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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得高中暑假需要交 450 元的补课费，爸爸头一次如此尴尬地对我

说：“我打电话和班主任说一下让他通融通融，现在真的是拿不出这

钱来了……”之后拿给我 200 元让我先当伙食费用着，之后再到学校

给我送来。当时，所有的委屈、心疼、无奈全部化作泪水，喷涌而出。

高中就树立的当教师的梦想一直激励着我一定要考上全国最好

的师范学校，成绩一直处于年级前二十的我最终叩开了梦想的大门。

至今还清晰记得，2016 年 9月 3号中午 12 点，我到达了首都北京，

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

成才支持，能力提升

我，还是北京师范大学新长城自强社副社长兼外联部部长。

大学是人生另一征程的开端，一直相信天道酬勤的我从没有停下

追求的脚步。来到大学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只是沧海一粟，与其他来

自大城市的孩子相比，自己在学习能力、综合素质、眼界视野等多方

面有非常明显的不足。

与新长城自强社的缘分源于新长城自强助学金，刚刚入学不久的

我看到通知后忐忑地填写了申请书，希望通过助学金为家里缓解几分

压力。我成了幸运儿，拿到了那一封红色的结对卡，加入了北京师范

大学新长城自强社。还记得刚刚入社时社长师兄所说的“自信自立自

尊自强”，作为自强社的一员，理应将这几个词践行地更好。

从全员大会到辅仁一日游，从生日会到善行 100，自强社的每一

次活动都让我感受了满满的温暖。

从大一入学开始做勤工助学，并活跃在各个社团、志愿组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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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赛、晚会以及讲台上。作为学院新年晚会主持人，与同学老师们

一道共同敲响新年的钟声；热爱的支教的我赴安徽阜阳与江西南昌进

行支教；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的 2017 公益未来青年责任梦想+大赛

上，我有幸带领团队获得全国赛冠军……

作为“善行 100”志愿者——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盖世英雄”，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记得当时青涩的自己在寒冷的冬日与众多

小伙伴一道，从北京师范大学站坐公交到达新街口邮局，穿上醒目的

橙色小马甲。还记得从最初的不敢开口，渐渐地看到小伙伴们同样从

羞于启齿到鼓起勇气向人们介绍，每当说出“希望您能捐赠 100 元的

爱心包裹为贫困山区的儿童献上您的爱心”这句话时，内心就会泛起

阵阵涟漪。劝募前同行的小伙伴就分享道，自己曾经也收到过爱心包

裹，至今还保存在家里，没舍得扔。那种感激与欣喜我看得很清楚。

一个一个地尝试，拒绝、怀疑、无视、挫败感慢慢涌上心头。

然而就在接近中午了，劝募马上就要结束时，我遇到了一位好心

的阿姨，当我一向她介绍到捐赠爱心包裹给贫困山区的儿童时，她匆

匆的脚步立马放缓，眼中闪着亮光，而且笑得很甜，如同正值豆蔻年

华的小姑娘。在邮局门口填写单字时，阿姨说这个 200 块钱的是什么

意思呢？当我再给阿姨介绍有美术型与温暖型两种包裹时，阿姨充满

期待地问道：“我可以捐两个吗？一个以我的名义，一个以我家女儿

的名义？我女儿知道一定会很开心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爱心

人士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看到了一个母亲对女儿道德与人格上的

悉心培养，看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对社会、对国家正能量的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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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我们遭遇了拒绝、无视、怀疑，但更得到了理解、信任、支持和

鼓励，每一笔善款的背后都是一位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帮助，也意味着

又多了一位儿童脸上绽放的笑容。这让我想起新长城自强助学金结对

卡中写到的，希望我们在接受他人帮助之后也能用行动帮助他人、回

馈社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依然不够优秀、不够卓越，

但虽然我走得很慢，但我从未停止。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挣扎中、大学

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依然能够感受到来自国家、社会爱心组织与人士、

身边同学老师与亲人的温暖，何其有幸。惟愿众多与我有着相似经历

的伙伴，甚至经历比我更加难以言说的同学，绝对不要放弃这个世界

的美好！

故事 2：感恩|继续追逐 12 年大梦想

我是一名即将步入贵州大学学习的莫仕会。作为一名文科生，出于对

文字的喜爱，我选择了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我一直觉得汉语言是炎

黄子孙的骄傲，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基础，我也做好了刻苦学习、回报

社会的准备。但是，一纸录取通知书，抬头，让我看见希望的绽放，

低头，让我看见的却是父母满脸的愁容。

作为大山里家庭的一员，经济条件是进入大学的一块绊脚石。我的父

母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只能依靠苦力挣钱养家，而相对于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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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学的费用开销更大，这更是让家里无可奈何。去年奶奶不小心

摔断了腿，需要做手术，父母已向亲戚借钱，背上了债务，而奶奶至

今也未能完全恢复，还需要父母亲自照料，因此，父母无法外出务工

挣钱，只能农闲时在周围做零工赚钱养家。弟弟初中读完后，也已外

出务工，希望从此减轻家里压力。但开学在即，我又因为疾病去治疗，

花费了不少钱。如今，家中已无法再去凑那么多钱供我读书，而新长

城助学金又让我看到了希望。

我十分感谢求学路上能够得到新长城助学金的帮助，它解了我的燃眉

之急，缓解了我家中现状，让我坚持了 12年才终于追逐到的梦没有

化为泡影。我也一定坚守初心，不忘感恩，坚定自己做一名人民教师

的梦想，来传输知识，为中国建设培养栋梁人才做出自己的贡献。滴

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日学有所成，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和善意回

报社会，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奉献出自己的最大力量，不辜负帮助

过我的人的期望。

故事 3：负重前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四年前一张中国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我的面前，我怀着

欣喜和期待来到北京这个大城市，来到心心念念的校园，开始了自己

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为我的生活带来了快乐的同时，经

济上的窘迫又让我时时困扰。感谢新长城自强助学金的及时出现，让

我仿佛在黑暗中又看见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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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来自湖北恩施的土家族女孩儿，我的家乡位于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是典型的“老、少、边、山、库、穷”地区，我们县也被

列为国家级贫困县。我的父亲早年在打工过程中因胶水中毒而留下后

遗症，腿脚不便，母亲也因为文化程度低，只能在家务农，长时间的

劳作使她积劳成疾，病痛缠身。父母平常的药物支出本就是一大负担，

而正在上大学的我也成为了家里的另一大负担。

为了减轻家里的压力，维持自己的生活，我在努力跟上学习进度

的同时，每周还要抽出时间去做兼职工作赚取生活费，那种学习和生

活的艰辛真的会让人快速成长。大学第四年，我选择考研，父母四处

找人借钱才凑足了大四的学费，可是生活费仍旧没有着落。父母本想

着今年卖李子可以给我挣点生活费，可几场连绵大雨使大部分李子裂

口烂在了树上，收入一千元成了我仅有的生活费。在这过程中，我十

分感谢周围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尽心帮助，我也感谢学校提供的平台，

使我有机会得到新长城自强助学金。我怀着渴盼的心情递交了申请，

并以感激的态度接受了这份美好的善意。通过这个项目，我得到的不

仅仅是经济上的援助，更是在参加由学生组织的自强社的活动中得到

了心灵上的支持和成长。助学金不仅是在物质上给大学生提供帮助，

更是在精神上鼓舞着我们，让我们知道，生活的重担让我们寸步难行

时，还有人在关心、帮助着我们。而我也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乐于

助人，用自己的行动去传递这份爱心，为世界充满爱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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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项目照片

与学校老师和部分受益学生座谈·贵州

受益学生宣读自强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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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份保存的项目纸质资料

学校发放助学金签字流程与发款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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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城·孟丽红助学基金”新疆捐赠仪式暨爱心见面会学生才艺展示

“新长城·孟丽红助学基金”新疆捐赠仪式暨爱心见面会活动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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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海萨尔·夏班拜（左）、祈福集团副

董事长孟丽红（中）、中国扶贫基金会会副会长陈开枝（右）

新长城·顶新明日朝阳助学金爱心见面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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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城·敦和自强助学金浙江爱心见面会合影

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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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按年度、活动保存的完整项目档案

与高校交流并了解项目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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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学生领款确认签字、发放自强关爱契约等

受益学生生活照·贵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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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青年责任梦想+大赛全国总决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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