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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亲爱的捐赠人：

新年的钟声又一次响起，2018 匆匆飞逝，崭新的 2019 扑面而来，

加油计划也在您的陪伴下进入了第 5 个年头。2018 年，加油计划项

目区继续增加，在此，我代表北京团队以及威宁、镇雄、隆林、会泽、

昭觉、赫章项目区团队全体成员以及项目区的孩子们，对您表示由衷

的敬意并祝新年快乐！

回首过往，2018，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先让我们一起跨越千

山万水，来到祖国的西南边陲，看看 2018，对我们项目区的孩子来

说，是怎样充满意义的一年吧。

贵州威宁海田小学 4年级的小慈，拿着刚刚领到的音乐包，开心

地笑了，他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拿出口风琴、mp3，上过了 3 年多

的音乐课，小慈对口风琴不再陌生，果然不一会，就弹出了哆来咪，

他得意地向小伙伴炫耀着；云南镇雄茶园小学 2年级的硕硕，正在爱

心厨房的门口排队打饭，闻着香喷喷的饭香，她的小肚子咕噜咕噜叫

起来，她想，天气有点冷了，一会儿一定要多打点热乎乎的饭菜，可

以分一些给正在上学前班的妹妹；广西隆林道达小学 3 年级的泽泽正

在阅读空间里翻看绘本，这是她第一次接触绘本，她小心翼翼地翻着，

生怕弄脏了图书，里面生动的故事让她爱不释手，她努力记住其中一



个，想到回家可以绘声绘色地讲给弟弟听，脸上不由露出了笑意；云

南会泽野猪冲小学 4 年级的小灿正在洒满阳光的操场上上加油课，但

是此刻他的表情有点严肃，老师让每个同学对于刚才的游戏进行分享，

不善表达的他正努力回忆并组织语言，争取让老师对自己的发言刮目

相看……

亲爱的捐赠人，在这些项目区孩子们面对有趣而新奇的每一天的

时候，他们时不时会想起远方的您，他们也许羞涩，也许不善言辞，

但您在他们心中种下的爱的种子，会慢慢生根发芽，您的善意和温暖

是他们略显贫乏的童年的一束阳光，照耀着他们成长，让他们从此以

后的人生，更乐于去分享和关爱他人。

2019 年，我们愿与您继续携手前行，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快

乐和自信地成长，最终成为更好的自己，过上有尊严、有选择的生活！

坚持，就会改变！

加油计划项目负责人 于舟子

一、项目概述

截至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加油计划项目覆盖贵州毕节威宁、

云南昭通镇雄、广西百色隆林、云南曲靖会泽、四川凉山昭觉五个项

目区，累计受益学生 38790 人，受益教师 1609 人。

二、项目区介绍

1）威宁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地处黔西北高原，是贵州省的西大门，



全县总面积 6295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2200 米，下辖地区有 39 个乡

（镇、街道），县境中部为开阔平缓的高原面，四周低矮，是贵州省

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县。

截至 2018 年底，威宁县共有小学 460 所（含 126 个教学点）,

在校生 163275 人，小学教师 7422 名。42 所加油计划项目学校分布

在 22个乡（镇、街道）。

2）镇雄

镇雄县位于云南省东北、云贵川三省结合部，是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扶持县、省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县和革命老区县。全县总面积

3696 平方公里，海拔 630 米—2416 米不等，有彝族、苗族、白族、

回族等 17个少数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态势。镇雄地

形复杂，边、远、山、穷是当地农村的现实特点，而且民族多，村寨

分布广，山里孩子上学困难，也给这些家庭增加求学成本（如交通费、

生活费等）。

截至 2018 年底，镇雄县共有小学 443 所，在校生 161347 人、小

学教师总数 6738 人。29 所加油计划项目学校分布在 13 个乡（镇、

街道）。

3）隆林

隆林各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位于滇、黔、桂三省区的结合

部，属云贵高原东南边缘，是集“老、少、边、山、库、穷”于一体

的百色革命老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是广西 28个固定扶贫开发

重点县之一。境内重峦叠峰、沟壑纵横，石山面积 34.92%，泥山面

积 65.08%。贫困人口大多居住在石山地区。



截至 2018 年底，隆林全县现有小学 141 所、1017 个教学班、在

校生 41528 人，小学教师 2256 人，特岗教师 229 人。8 所加油计划

学校分布在 5 个乡镇。

4）会泽

会泽县位于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地段，全县总人口为 105 万人，是

云南省第三人口大县，由于地质地貌和森林覆盖率低等原因，土壤冲

刷流失严重，农作物产出低、人口收入偏低，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

县和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深度贫困县，贫困面大，贫困程

度深。

截止 2018 年底，全县共有小学 358 所（其中教学点 19 所)，共

有小学教学班 2273 个，在校学生 72756 人，在职在编教职工 4699 人。

30 所“加油计划”项目学校共分布在 16个乡（镇、街道）。

5）昭觉

昭觉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州腹心地带，全县总面积 2699 平方公里，

最高海拔 3873 米，最低海拔 520 米，平均海拔 2170 米，下辖 1个镇，

46 个乡，总人口 33.23 万人，昭觉县境内地形西高东低，有低山、

低中山、中山、山间盆地、阶地、河漫滩地、洪积扇等地形。是全国

第一大彝族聚居县。

截止 2018 年底，全县现有小学 163 所（含 100 个教学点）,小学

在校生 47207 人、小学教师 1771 名。共有 10 所“加油计划”项目学

校分布在 9个乡镇。

三、2018 年捐赠和支出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共支出 22009149.74 元，具体分布如

下：

分类 明细 金额

支出合计 22009149.74

一 加油校园

爱心厨房、阳光操场、阅读空间、未来空间、触

碰世界、音乐包、体育包、美术包、图书包、温

暖包

15061809.47

二 加油课堂 加油课程、音乐课、体育课、美术课教师培训 4991843.822

三 互动关爱 互动资料、互动活动 1955496.456

注：项目有分期拨款，支出以实际拨付计算。

四、2018 年项目实施情况

1）威宁项目区

 2018 年 11 月，为院箐小学、花园小学、元林小学 3 所项目学校

配置了爱心厨房设备。

爱心厨房实例图

 2018 年 12 月，为妥那益小学、平山小学、红旗小学、箐岩小学、

勺口教学点、凉山小学、云炉小学、岔沟小学、营水小学 9 所项

目学校建设了阅读空间。



阅读空间实例图

 2018 年 11 月，新田小学、田坝小学、马鞍小学、汤朗小学、水

营小学 5 所学校的未来空间开始动工。



未来空间实例图

 2018 年 12 月，艾家坪小学、乐利小学、东风小学、梅花小学、

克沟小学、妥打小学等 11所项目学校的触碰世界开始动工。

 2018 年 5 月和 10 月，为出水小学、二田小学、花园小学、院箐

小学、天龙小学、新发小学、红岩小学、五嘎小学、艾家坪小学、

乐利小学、东风小学、妥打小学、抹倮小学、新丰小学等 26所项

目学校发放音乐包 7455 个；

领到音乐包的孩子们

 2018 年 10 月和 11 月，为艾家坪小学、东风小学、海田小学、克



沟小学、乐利小学、梅花小学、抹倮小学、清水小学、妥打小学、

新丰小学、营山小学、新田小学、田坝小学、马鞍小学、水营小

学、汤朗小学、石门小学、银河小学、平山小学、妥那益小学等

27所项目学校发放美术包 7075 个；

领到美术包的孩子们

 2018 年 11 月，为石门小学、银河小学、新田小学、田坝小学、

马鞍小学、汤朗小学、水营小学 7所项目学校发放温暖包 1839 个；

领到温暖包的孩子们



 2018 年 11 月，为妥那益小学、营水小学、平山小学、勺口教学

点、箐岩小学、岔沟小学、凉山小学、云炉小学、红旗小学 9 所

项目学校发放体育包 2195 个；

领到体育包的孩子们

 2018 年 12 月，为艾家坪小学、乐利小学、东风小学、马鞍小学、

石门小学、水营小学、汤朗小学、妥那益小学，平山小学、凉山

小学、院箐小学、二田小学、花园小学、天龙小学等 42所项目学

校发放图书包 11266 个；



领到图书包的孩子们

 2018 年，3月、5 月、9 月、10 月和 11 月，分别开展了共计 7次

加油课程培训，参训教师 393 人次，42 所项目学校 1-6 年级在学

期中均开展了每周 1 节的加油课；

参加加油课程培训的老师们

 2018 年 3 月、4 月、5 月、9 月、10 月、11 月和 12 月，分别举行

了共计 12次音体美素质教育教师培训，培训教师 1300 人次；



参加音乐培训的老师们

参加体育培训的老师们



参加美术培训的老师们

 2018 年 7 至 8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主办、威宁自治县教育

局、为乐公益协办的“第九届加油！乡村夏令营--城乡互动营”，

在威宁举办了两期夏令营活动；第一期乡村营，在威宁的雪山镇、

秀水镇、二塘镇、双龙镇 4 个乡镇的双河小学、妥打小学、田坝

小学、新田小学、梅花小学、凉山小学共计 6 个学校开展，在 30

名大学生志愿者的带领下，本期夏令营共有 180 名乡村孩子参加；

7月 31日至 8月 6日第二期营会乡村营在秀水镇和双龙镇的田坝

小学和凉山小学开展，共有 60名乡村孩子参加；城乡营在雪山镇

和东凤镇的双河小学和抹倮小学开展，共有 60 名乡村孩子和 24

名城市孩子参加。



图 1 夏令营活动中的孩子 图 2 夏令营活动合影

2）镇雄项目区

 2018 年 6 月，为茶园小学、串九小学、后槽小学、菜子小学、茶

卓小学、官庄小学、庙坪小学、青杠坪小学、大河小学共 9 所项

目学校配置了爱心厨房设备。

爱心厨房实例图

 2018 年 5 月，为陇家湾小学、山顶小学、陇东小学、六井小学、

新田小学、吴家寨小学、安家坝小学、麻园小学、杨家寨小学、

放马坝小学、茶园小学、串九小学、后槽小学、菜子小学、茶卓

小学、官庄小学、庙坪小学、青杠坪小学、大河小学共 19所项目

学校的孩子们发放体育包 5447 个。



领到体育包的孩子们

 2018 年 12 月，为陇家湾小学、山顶小学、陇东小学、六井小学、

新田小学、吴家寨小学、安家坝小学、麻园小学、杨家寨小学、

放马坝小学、茶园小学、串九小学、后槽小学、菜子小学、茶卓

小学、官庄小学、庙坪小学、青杠坪小学、大河小学共 19所项目

学校的孩子们发放温暖包 5322 个。

领到温暖包的孩子们



 2018 年 12 月，为苏木小学、关口小学、阳光小学、小洛小学、

青山田坝小学、和平沟小学、瓦房小学、罗汉小学、联合小学、

盐井小学共 10所学校的孩子们发放图书包 2625 个。

领到图书包的孩子们

 2018 年 3 月、4月、9 月和 10 月，分别开展了共计 6次加油课程

培训，参训教师 180 人次，29 所项目学校 1-6 年级在学期中均开

展了每周 1节的加油课；

参加加油课程培训的老师们

 2018 年 3 月、5 月、6 月、10 月和 11 月，分别举行了共计 12 次

音体美素质教育教师培训，培训教师 555 人次；



参加音乐培训的老师们

参加体育培训的老师们



参加美术培训的老师们

2018 年 7 月 22 日-8 月 6 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主办、镇雄

县教育局、为乐公益协办的第九届“加油！乡村夏令营--城乡互动营”

在镇雄县开展了两期营会活动，第一期营会为乡村夏令营，于 7 月

22 日至 7 月 28 日在瓦房小学、放马坝小学、小洛小学、盐井小学、

苏木小学五所学校开展。共有 25个大学生志愿者和 240 个乡村孩子

参加。第二期营会中的乡村夏令营于 7 月 31 日至 8 月 6 日在瓦房小

学、放马坝小学、小洛小学、盐井小学四所学校开展；同期的城乡夏

令营在小洛小学开展，有 7 位城市孩子来到学校，和乡村的 30 位孩

子一起在小洛小学体验了 7 天的城乡夏令营活动。



图 1 镇雄夏令营中城乡孩子上山游玩 图 2 在小洛小学开展主题时装秀

3）隆林项目区

阅读空间

 2018 年 10 月，为大树脚小学、弄桑小学、新立小学、新民小学、

蒙里小学、道达小学、伟岭小学、保上小学 8 所项目学校修建了

阅读空间。

阅读空间实例图

 2018 年 6 月，为大树脚小学、弄桑小学、新立小学、新民小学、

蒙里小学、道达小学、伟岭小学、保上小学 8 所加油计划项目学

校的孩子们发放了体育包 1969 个。



领到体育包的孩子们

 2018 年 11 月，为大树脚小学、弄桑小学、新立小学、新民小学、

蒙里小学、道达小学、伟岭小学、保上小学 8 所加油计划项目学

校发放了 1646 套温暖包。

领到温暖包的孩子们

 2018 年，3 月和 10 月，分别开展了共计 2次加油课程培训，参训

教师 44人次，8 所项目学校 1-6 年级在学期中均开展每周一节的



加油课；

参加加油课程培训的老师们

 2018 年 3 月、4 月、6月、9月、10 月和 11 月，分别举行了共计

6次音体美素质教育教师培训，培训教师 167 人次；

参加音乐培训的老师们



参加体育培训的老师们

参加美术培训的老师们



 2018 年 8 月 5-11 日，在加油计划项目学校新民小学和弄桑小学

开展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九届加油!乡村夏令营”活动，共有 10

名大学生志愿者和 58名乡村孩子参加。

乡村夏令营在新民小学举行

4）会泽项目区

 2018 年 10 月，为迤北小学、迤车镇拖车小学、箐口回龙小学、

大麦冲小学、大坪子小学、野猪冲小学、联合小学、江边小学共

计 8所学校配置了爱心厨房设备。



爱心厨房实例图

 2018 年 12 月，糯租小学、凉水小学、懂德小学、石鼓小学、头

塘小学、光明小学、瓦窑小学、岩脚小学、冬瓜林小学、务嘎小

学、马厂小学、张家村小学、山咀小学、光头小学共计 14所项目

学校的阳光操场体育设施设备开始动工。

阳光操场实例图

 2018 年 11 月，为新发小学、糯租小学、瓦窑小学、发启小学、

光明小学、迤车镇拖车小学、张家村小学、迤北小学、箐口回龙

小学、娜姑镇拖车小学、山咀小学、盐水小学、懂德小学、瓦厂

小学、岩脚小学、冬瓜林小学、拖翅小学、务嘎小学、清水小学、

马厂小学、大麦冲小学、光头小学、凉水小学、大坪子小学、野

猪冲小学、三岔小学、联合小学、江边小学、石鼓小学、头塘小



学共计 30所学校的孩子们发放了美术包 6765 个。

领到美术包的孩子们

 2018 年 12 月，为新发小学、糯租小学、瓦窑小学、发启小学、

光明小学、娜姑镇拖车小学、张家村小学、迤北小学、箐口回龙

小学、迤车镇拖车小学、山咀小学、盐水小学、懂德小学、瓦厂

小学、岩脚小学、冬瓜林小学、拖翅小学、务嘎小学、清水小学、

马厂小学、大麦冲小学、光头小学、凉水小学、大坪子小学、野

猪冲小学、三岔小学、联合小学、江边小学、石鼓小学、头塘小

学共计 30所学校的孩子们发放了温暖包 6765 个。

领到温暖包的孩子们

 2018 年 9 月 14 日-16 日，为 30 所加油计划项目学校的加油教练

员开展加油课程基础版培训，培训教师 98人次。



参加加油课程培训的老师们

 2018 年 10 月和 11 月，分别举行了共计 3次音体美素质教育教师

培训，培训教师 342 人次。

参加音乐培训的老师们

参加体育培训的老师们



参加美术培训的老师们

5)昭觉项目区

 2018 年 10 月 12 日-14 日，为补约乡中心小学校、达洛乡中心小

学校、地莫乡巴尔村小学、竹核乡东方电气希望小学、久铁洛古

乡中心小学校、柳且乡中心小学校、龙恩乡中心小学校、竹核乡

热口村小学、特口甲谷乡中心小学校、树坪乡中心小学校 10所项

目学校的教师进行加油课程基础版培训，培训教师 37人次。

参加加油课程培训的老师们

 2018 年 9 月 15 日-16 日，为补约乡中心小学校、达洛乡中心小学

校、地莫乡巴尔村小学、竹核乡东方电气希望小学、久铁洛古乡

中心小学校、柳且乡中心小学校、龙恩乡中心小学校、竹核乡热

口村小学、特口甲谷乡中心小学校、树坪乡中心小学校 10所项目



学校的教师进行音乐课程基础版培训，培训教师 28人次。

参加音乐培训的老师们

 2018 年 10 月 20 日-21 日，为补约乡中心小学校、达洛乡中心小

学校、地莫乡巴尔村小学、竹核乡东方电气希望小学、久铁洛古

乡中心小学校、柳且乡中心小学校、龙恩乡中心小学校、竹核乡

热口村小学、特口甲谷乡中心小学校、树坪乡中心小学校 10所项

目学校的教师进行体育课程基础版培训，培训教师 30人次。

参加体育培训的老师们

 2018 年 11 月 3 日-4 日，为补约乡中心小学校、达洛乡中心小学

校、地莫乡巴尔村小学、竹核乡东方电气希望小学、久铁洛古乡

中心小学校、柳且乡中心小学校、龙恩乡中心小学校、竹核乡热

口村小学、特口甲谷乡中心小学校、树坪乡中心小学校 10所项目



学校的教师进行美术课程基础版培训，培训教师 30人次。

参加美术培训的老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