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项目 2018 年第三季度实施情况公

示

一、爱心包裹项目简介

（一）项目背景

爱心包裹项目由国务院扶贫办指导,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电影频道于 2009 年 4 月 26 日共同发起的一项全民公益活动，致力于改善贫

困地区农村小学生综合发展问题和生活条件。通过组织爱心包裹捐购，给孩子们

送去一对一的关爱，在 Ta 们的童年埋下爱的种子，启迪孩子们未来的梦想。

爱心包裹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开始走出国门，进入尼泊尔小学生生活，2018

年爱心包裹又先后走进柬埔寨、纳米比亚及缅甸小学生生活。

（二）受益对象

1、项目县

深度贫困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贫困地区农村小学为项目学校，项目学

校的学生为受益对象。

2、社会推荐学校

中国扶贫基金会接受社会推荐的贫困学校，爱心包裹项目组通过讨论评审方

式确定其受益资格，推荐人通过微信一对一平台发起项目为所推荐的学校筹款。

3、指定捐赠

中国扶贫基金会接受大客户提出的指定捐赠申请，但是必须符合捐赠总金额

达 10 万元及整校覆盖的原则。

4、国际包裹

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规划推进，已经启动了尼泊尔、柬埔寨、缅甸

和纳米比亚 4国，后续还将启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多项目国。



（三）包裹类型

1、100 元：捐购一个学生型美术包，关爱一名国内及国际贫困地区小学生

2、200 元：捐购一个学生型温暖包，关爱一名国内贫寒地区小学生

图为学生型美术包，因厂家和生产批次不同，包裹颜色略有不同

图为学生型温暖包，因厂家和生产批次不同，包裹颜色略有不同

二、第三季度项目募捐情况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爱心包裹项目累计捐赠美术包 65062 个，合



计 650.62 万元。

三、第三季度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实施情况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爱心包裹项目按照正常流程推进各项工作，

包括国际纳米比亚包裹运输及发放、国际爱心包裹招标、国际爱心包裹运输供应

商招标等；国内爱心包裹美术教师培训、爱心包裹全国电视电话会议、99 公益

日活动、包裹产品生产及验货、项目监测、受益学生名址收集、爱心包裹发放及

手续回收等工作。

1、纳米比亚爱心包裹发放

9 月 24 日上午，主题为“来自熊猫国度的礼物”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纳米比

亚爱心包裹项目启动暨包裹发放仪式，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纳米比亚小学成

功举行。纳米比亚教育部副部长安娜、第一夫人办公室代表、中国驻纳米比亚大

使张益明、经商处参赞李壮松、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主任伍鹏以及地方政

府代表、纳米比亚小学全体师生、来自中资企业、华商会的代表共 1300 余人参

加了仪式。



2、国际爱心包裹招标

8月 14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爱心包裹项目供应商竞争性谈判会在车库

咖啡二会议室举办，由产品设计专家、国际文化传播专家、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

会专家、物资学院教授、捐赠人代表、中国扶贫基金会代表组成的 7人评审团参

与竞争性谈判，中国扶贫基金会采购督导官全程监标。经过评委独立评分，最终

选定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和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为

2018-2019 年国际爱心包裹项目供应商。

3、爱心包裹美术教师培训

8月 5日-11 日，爱心包裹项目县美术教师培训在四川龙爪树宾馆举行，来

自全国 17 个省 31 个国贫县的 95 名农村一线美术教师参加，北京艺休哥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陈睿和徐平担任授课讲师，通过简笔画、线条、色彩、鉴赏、教学方

法、艺术治疗等内容提升大家的教学技能。



4、爱心包裹验货

9月 14 日至 16 日，新长城项目部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前往浙江宁波爱心包裹

供应商厂家贝发验收 2018 年美术包裹新产品。



5、爱心包裹全国电视电话会议

8月 20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项目 2018 全国推进电视电话会议”

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举行。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巡视员曲天军，中国扶贫基

金会理事长郑文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荣林，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刘文奎出席主会场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

在全国 31 省同步召开。



（二）项目照片

图为阳原县西城镇北关小学学生收到包裹情景



图为阳原县西城镇西关小学学生收到美术包裹



图为罗城县东门镇榕木小学收到美术包图片



图为乔善乡岩口小学学生收到包裹图片



感谢公益宝贝爱心人士 您捐赠的爱心包裹我们收到啦~

（三）项目故事：

（1）缺乏学习用品的张杰小朋友

家住郧西县安家乡田坑村 1组的张杰小朋友，今年 7岁，就读于安家乡神雾

岭小学一年级。爸爸常年在外务工挣钱养家，妈妈患有精神疾病，爷爷年事已高，

奶奶残疾享受低保金。

张杰同学性格内向但很懂事，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经常帮奶奶捡柴火、

端饭、洗碗、喂猪等，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小小的他在家里发挥着他的光和热。

家庭条件极差的张杰就连个头也比别的小朋友矮很多，家庭经济更是入不

敷出，更别提家人能给他买学习用品了，同龄的孩子拿着带着漂亮封皮的作业本，

他就只能满眼羡慕的看着，自己以前用的本子是邻居哥哥用剩的本子收集起来装

订成的，现在用的本子都是学校老师给他购买的，这样的本子，当地的小卖部卖

5毛钱一本，就这样一个本子就能让他乐开花。

（2）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2017 年，我新接了一个一年级，在这个班集体中，学生并不多，只有 26 人，

却千差万别：5名留守儿童，4名单亲家庭的孩子。作为班主任，就要对这些孩

子有一种责任感，关怀、体贴和照顾他们。

班级有个很特殊的孩子叫刘子铭，他上幼儿园时父母都去日本打工，由爷爷、

奶奶照顾，由于疏于教育，这孩子养成许多坏毛病：给同学起外号、课下和同学

打架、课上捣乱等。一些家长打电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他同桌。对他的教育

我真是绞尽脑汁，先是找他谈话，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我都给予他更多

的关爱，让他感到集体的温暖，以及感到我对他的重视，在课堂上经常鼓励他，

只要他有一点进步就给予表扬或奖状等精神上的鼓励，我还帮助他在同学中建立

威信。

教育不是魔法棒，老师不是魔法师，问题学生不可能在短期内脱胎换骨，我

们要看到的是今天与昨天相比他已有了进步：老师不在时，他能服从班级干部的

管理，从科任教师那里也听到赞美他的声音，雨天他也会拿着伞来接我，真是让

我感动，也是应了那句话——“有付出，就有回报”。

（3）爱你千遍也不厌倦

自尊心人皆有之，差生也不例外，他们还有自卑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教

师不理解他们，不尊重他们，这无异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其结果

必定会使他们的内心产生抵触情绪。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他们不可能“低

下自己的头”，而是有可能公开与教师顶撞；有的可能在背后暗中与老师较劲。

宁舒鹏就是个典型，不完成家庭作业，受到批评，一脸的不屑。

为了有效地教育他，我经常和家长沟通，但是得到的回应总是：“你写完作

业了吗？”“在学校好好表现。”后来发现这孩子特别会干活，就委任他为劳动

委员；课下我找他谈话，发现他并不是那种学习成绩较差、无可救药的学生。看

来是思想问题，我开始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灌入”一些心灵鸡汤；并安排一

名学习好，责任心强的孩子作他同桌，时时给予帮助。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一有

空就把他叫到办公室，一边陪他们做作业，一边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几天之后，

我发现宁舒鹏同学已经能够自己按时完成作业了，而且质量很高。看到这些我心

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因为，我没有放弃他。对于后进生，教师更要从各个方



面去关心他们，去爱护他们，使他们感受到老师给予他们的温暖，给予他们的信

心，给予他们的关怀……

教师要把声严励色的批评换成和风细雨的教育，把当众指责换成背后的促膝

谈心，肯定中有批评和指导。

（四）受益情况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爱心包裹项目国内累计发放学生型美术包

65062 个。项目惠及 12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8 个县的 65062 名学生。

序

号
省 市 县 学生数

备注

1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92
捐赠人指

定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 伽师县 234
3 河北省 张家口市 沽源县 978
4 河南省 安阳市 滑县 500
5 云南省 曲靖市 会泽县 290
6 贵州省 六盘水市 六枝特区 10,065
7 甘肃省 天水市 秦安县 11,105
8 湖南省 张家界市 桑植县 8,898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 莎车县 361
10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 同心县 6,236
11 重庆市 重庆市 巫溪县 3,965
12 贵州省 遵义市

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

习水县 196

13 四川省 小金县 1,213

1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
伊宁县 400

15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

治州
越西县 10,194

16 陕西省 商洛市 柞水县 187
17 贵州省 毕节地区 织金县 10,064
18 甘肃省 平凉市 庄浪县 84

合计 6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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