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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整体情况

2011 年 10 月 17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式启动“筑巢行动”项目，旨在为

贫困地区的乡村完小修建学生宿舍，为贫寒学子撑起一个温暖的家。项目在苏宁

云商集团、娃哈哈集团、河仁慈善基金会、芭莎公益慈善基金、加多宝、工行、

林志玲等众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支持下，截至 2018年底，项目认捐资金超

过 1.2 亿元，已在全国 20 省 102县援建 228所学校宿舍，受益人数约 9.3 万人。

其中受援每所学校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援助资金 45 万元，不足部分由地方财

政配套。该项目得到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大力支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众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

2. 本年度项目执行概述

2018 年，项目主要开展了项目学校实地调研选址、项目工程进展监管及项

目工程验收及投入情况监督等工作，筹集善款 1014990.27 元，累计支出 353.12

万元，本年度项目覆盖 6省 9 县，受益人数为 3941人，其中深度贫困县 5 个。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1. 项目筹资

1）收入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底，本年度筹集善款 1014990.27 元，善款主要来自上年

度捐赠人续捐，以及通过官网捐赠渠道的爱心人士。

2）主要筹资措施

筹资措施主要为维护捐赠人续捐，其次为公众平台宣传，吸引爱心人士进行

捐款。

2. 项目执行

1）资金支出情况

本年度建设项目为 15 所学生宿舍楼，全年共计支出 353.12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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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县 学校名称 支出事由

1 云南 施甸县 沙子小学 工程尾款

2 云南 施甸县 九条沟小学 工程尾款

3 湖南 新化 古台山林场小学 工程尾款

4 湖南 新化 株梓学校 工程尾款

5 云南 腾冲县 勐蚌小学 工程全款

6 云南 腾冲县 东华明德小学 工程尾款

7 安徽 望江 中洲小学 工程首中款

8 安徽 太湖 马庙小学 工程全款

9 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吉 西滩乡中心小学 工程全款

10 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吉 偏城乡中心小学 工程全款

14 贵州 黎平县 高求小学 工程首中款

15 四川 阿坝县 安羌乡中心校 工程首款

2）受益人情况

本年度项目覆盖 6 省 9 县，受益人数为 3941 人（次），其中深度贫困县 5

个。

3）项目运行情况

本年度项目建设共计 15 所学校，其中 9 所已竣工，2 所正在装修，3 所主体

建设中，1所正在进行设计深化，待正式开始建设，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省份 县 学校名称 建设进度 备注

1 云南 施甸县 沙子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2 云南 施甸县 九条沟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3 湖南 新化县 古台山林场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4 湖南 新化县 株梓学校 竣工
待旁边浴室修建完

毕后投入使用

5 云南 腾冲县 勐蚌小学 竣工
待旁边综合楼修建

完毕后投入使用

6 云南 腾冲县 东华明德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7 安徽 望江县 中洲小学 装修

8 安徽 太湖县 马庙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9 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吉县 西滩乡中心小学 竣工 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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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吉县 偏城乡中心小 竣工 投入使用

11 贵州 从江县 归奶小学 主体建设

12 贵州 从江县 良文小学 主体建设

13 贵州 从江县 东勤小学 主体建设

14 贵州 黎平县 高求小学 装修

15 四川 阿坝县 安羌乡中心校 待建 设计深化中

九条沟小学志玲姐姐儿童之家

古台山林场中心小学苏宁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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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明德小学苏宁校舍

马庙小学苏宁综合楼



5

西滩乡中心小学志玲姐姐儿童之家

对于项目进度及项目材料要求提前与当地沟通、确认，通过制定项目执行计

划、项目管理表等方式进行项目推进，项目材料按照与当地核实出具的项目进度

安排进行收集。项目情况通过建立微信群组、电话沟通等方式进行交流，通过与

学校、教育局不同层面沟通来推进项目实施或活动举办。

除正常项目推进外，考虑到项目选址及项目执行中遇到的困难，结合各项目

结算金额及当地意见反馈，我会于 11 月对筑巢行动项目 85 所项目学校建设成本

进行调研及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项目资助标准进行调整，调整标准为 100 万/

所及 150 万/所两类，经报秘书长办公会审批通过后，后续项目将按照新标准进

行选址及执行。

3. 项目效果

一些项目学校因地方财政资金紧张等原因未建设学生宿舍楼，新的宿舍建成，

让离学校较远的学生可以安心地在宿舍休息，不在每天上下学遥远的路途上花费

过多时间，尤其在冬季寒冷的天气下，没有路灯，山路及其不安全，宿舍的建成

也让外出打工的父母免去担忧。

此外，部分项目学校原有学生宿舍楼，但因学生人数众多，宿舍面积有限，

只能十几名学生住在一间房间或直接住在由教室改造的临时宿舍，而临时宿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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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就变成三十人的“大通铺”，学生卫生难以保证，也相互影响难以达到有效的

睡眠，白天上课达不到最佳效果。夏天的时候宿舍气味较大，有利于疾病的传播，

同时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极易发生踩踏事件。新宿舍楼的

建成有效缓解了此类住宿问题，也减少了学生可能因为紧急事件发生安全事故的

概率。以往破旧的宿舍灯光昏暗、冬季的夜晚尤其寒冷，让学生们无法安心休息

和学习，现在他们可以在温暖明亮的宿舍里休息、学习。

项目进行探访活动时，受到当地县政府、教育局的欢迎并得到积极配合，在

活动宣传方面也积极协调媒体进行报道传播。通过各网络渠道均可了解到相关活

动信息，宣传效果及网络民众反馈均积极向上，对活动的开展表示认同、赞赏。

4. 品牌传播及影响力建设

本年度项目品牌传播主要为 10 月份林志玲女士探访贵州 4 所项目学校的活

动，贵阳网、今日头条等网站均对活动进行了报道；在新浪微博客户端上，由林

志玲及各自媒体也对活动进行了相关的宣传，得到广大网友的积极支持和赞扬。

志玲姐姐探访贵州项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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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玲姐姐给孩子们打饭

志玲姐姐和孩子们一起放风筝

三、项目目前存在的问题、下一步设想

1. 项目学校选址困难、执行难度大

本年度项目选址仍沿用 2011 年制定的标准，但因其已不完全符合目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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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实际情况，尤其是学校建设需求大及地方配套资金紧张的问题，导致项目学

校选址困难，且因相关工作人员需寻求其他资金配套建设，投入项目精力相应减

少，导致项目推进困难。

经过半月的成本调研分析，已对后续项目选址及资助标准进行调整建议，并

经秘书长办公会讨论后同意调整建议，后续项目开展将使用新的项目标准，对项

目的顺利实施起到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地方财政配套压力，利于当地

开展项目。

2. 地方精力不足、脱贫任务重

目前正处于国家脱贫攻坚重要时期，地方相关合作单位脱贫任务重，工作人

员精力有限，在项目推进上可能会有滞后的情况。

在项目开始前做好项目执行计划，并于当地合作单位对接人员核实进度安排，

提前做好项目沟通，项目后续如有活动开展，提前、及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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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项目故事

1. 偏城乡中心小学受益人故事

蜘蛛不会飞翔，但它能够把网凌结在半空中。它是勤奋、敏感、沉默而坚韧

的昆虫，它的网制得精巧而规矩，八卦形地张开，仿佛得到神助。这样的成绩，

使人不由想起那些勤奋的人和一些坚忍不拔的人。于是，我记住了蜘蛛不会飞翔，

但它照样把网结在空中。奇迹是执着者造成的！

马买燕同学就是一只不会飞翔的蜘蛛，她靠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一个小孩

无法克服的困难，在我校意志坚强，品学兼优，用顽强的毅力战胜生活和学习中

的种种困难，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各科成绩在全校均名列前茅，曾获得我校学

习之星，优秀的少先队员，五好少年等奖励。

马买燕同学生在偏城乡一个偏僻的山村，在家兄弟姐妹共计 5 个，她排行老

二，父亲常年有病在身，全家就靠母亲一个主要劳动力，平时以务农为主，忙闲

之后就靠打零工度生活，家庭条件极其困难。在读小学四年级之前，由于学校在

本村，离家较近，她一边上学，一边帮助妈妈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每天放学回

家做饭、洗衣、搞卫生、还要照看比自己小的几个妹妹，包揽了家里所有的活。

每逢放假，还要帮助妈妈上田地里忙农活。可是这样，她一点也没有忘记学习，

她抢时间争速度学习，她一边做饭一边看书，一边忙家务一边背诵课文。最终，

她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到偏城乡中心小学五年级就读。

偏城乡中心小学离她家三十多公里路，只能是寄宿。寄宿到学校，没有了家

务事，她把所有精力放在了学习之上，放在了助人为乐的事情上。学校住宿条件

差，住宿学生又多，每个宿舍大通铺现象严重。严重的影响着学生们的休息和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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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在爱心人士林志玲及“志玲姐姐慈善基金会”的帮助下，偏城乡

中心小学建造了第一座“志玲姐姐儿童之家”女生公寓楼。解决了我校住宿困难

的现象。

当女生搬上宽敞明亮的宿舍时，她们激动的跳起来了。可我见马买燕时，她

在宿舍楼的走廊看着远方的大山。对我说:“我要更加努力的学习，争取考入理

想的大学，然后像志玲姐姐一样，把爱心传递给需要的人”。多么深远的理想。

感谢爱心的力量，感谢志玲姐姐对孩子们的影响。

曾看到一句话说：“在我身边有着很多有爱心的普通人，他们每一个人都能

成为正能量的传播者”。的确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正能量的

传播者，其实公益真正的意义不仅是一次正能量的传播，一次公益行动的背后，

有多少人的参与，多少人的接力。

在爱心的感染下，从此，清晨，伴随着鸟儿的叫声，一个孩子背诵着课文；

中午，总是帮助班里的孩子打饭，课后，给差生讲题，不厌其烦、天天如此；晚

上，打扫着宿舍的卫生。走进马买燕的宿舍，整洁、干净是永远存在着的。

马买燕同学是一位乐于学习、善于学习、主动学习、目标远大，不怕吃苦的

好学生。

爱心成就梦想，真情点燃希望。有志向的学生是人生的赢家，相信，在将来，

马买燕同学能成为志玲姐姐一样有爱心的成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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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滩乡中心小学受益人故事

马钧达同学是西滩中心小学六年级（1）班的一名学生，因家距离学校路途

遥远，所以他也成众多住校生中的一员。

起初，来到这所学校，由于他学习不好，日常生活中比较懒惰，性格孤僻，

再加上他那两颗“丑陋”的“兔子”大门牙，他在班里并不讨同学们喜欢，老师

也很少关注过他。

一天、两天、三天……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个灰心丧气

的青年，因科举没考上，便颓废不堪，一蹶不振，将自己整天将自己关在屋子里，

抱头痛哭抱怨。一天，一位老者踏进门，语重心长的说：“假如山上滑坡，你该

怎么做？”年轻人喃喃道：“往下跑。”老者仰头大笑：“那你就葬生其中。你应

该往山上跑，只有勇敢的面对它，才有生还的希望，天下事皆然。”说完便飘然

而去。读完这个故事，他恍然明白：只有勇敢的面对困难和挑战，才能战胜它。

面对困难，要迎难而上，学习上尤为如此。

从此之后，他便从中深受启发，找回了自信和勇气，找到了扭转命运的法宝。

很快，这昔日消沉、没有自信的小男孩变了，他不再像以前那么失落灰心了。他

变得活泼开朗、善于交流沟通、努力学习、认真钻研，遇到问题，他总是请教班

里学习好的同学或老师，直到弄清楚搞明白为止；遇到困难，他不再轻易的放弃，

只会迎难而上。就这样，同学们和老师都慢慢地认同这个小男孩。大家觉得虽然

由于“兔子牙”的原因长的虽然有点“丑”，但有一颗好学的心。与此同时，越

来越多的同学愿意和这个小男孩交朋友。这个小男孩的在校学习生活和住宿生活

也越来越有意义，他喜欢上了学校的住宿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直到 2018

年 6 月 1 日，他荣获了西滩乡中心小学校级“三好学生”，在学校、老师的心目

中都占有了一定的位置。在五年级下册的期末质量检测中，语文成绩荣获年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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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就这样，这个小男孩又有了“学习之星”的称号。这个称号，对这个小男

孩今后努力学习、乐观生活更是一种鼓励。

生活中，他也不再是一个性子懒惰的小男孩，每天早晨他比其他住校生都起

的早。起来之后，他首先洗漱、收拾床铺，将他自己收拾成一个干净利索的小男

孩，然后去教室早读，等同学们基本都到校时，他率先扛起扫帚开始打扫卫生，

只要他打扫过的区域，绝对不会有一粒石子、一片纸屑。更可贵的是，他常常帮

其他同学打扫卫生。一旦有同学因事或因病不到校，他会主动替补打扫卫生，为

这些缺席功课的同学补习功课。为此这个小男孩更是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

评。

自从住进新建的宿舍楼之后，这个小男孩更是知恩图报。学习上更加刻苦认

真、奋力拼搏：生活中更加勤俭节约，爱干净讲卫生。将自己吃食常常分给胃口

大的同学。每天都能吃上香喷喷的饭菜，每天不用很早起床，不用走很远的路途，

不用挨饿受冻，不用父母操心叫他起床，不用父母顶着凛冽寒风送他去学校，不

用不顾风雨兼程的送他上学。

自从住校，既为家里人省了心，也方便了这个小男孩上学，也使他能够安心

上学，他在学习上也进步很大，由最初的年级排名中等，到现在考试每次考试都

能进年级前五名。对于这个小男孩来说，住宿楼的竣工和安全住宿，对这个来自

偏僻小农村的小男孩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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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华明德小学受益人故事

我们的新宿舍很漂亮，色调主要是白色和砖红色，看上去简洁又大方。宿

舍楼有四层高，每层都有 10 个宿舍，宿舍宽敞明亮还带洗手间。由以前的 30

多人的大宿舍变成了现在 8个人的宿舍。

我们开心的搬进了新宿舍。虽然宿舍楼前的小路还有点泥泞，搬宿舍的时候

下着毛毛细雨，但是挡不住我们搬进新宿舍的热情，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排着

整齐的队伍，有序的搬着行李走进宿舍。

宿舍只有四面的白墙和屋顶，没有富丽豪华的摆设，只有普通的床铺和书桌。

一看到如此干净、整齐，美观的宿舍，我们就有种回家的温暖感觉。

搬进新宿舍后，我们快速的把床铺铺好，同学们分工合作，有的擦玻璃，有

的扫地，有的拖地，一起把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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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的群居生活是多么有趣，我们始终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当某位同学遇

到困难的时侯，我们共同为他出谋划策，共同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尽力为他排

优解难。帮助的同时，我们会倍感快乐，同时我们之间的友谊也随之加深。

宿舍里宽敞明亮，同学们除了在宿舍生活，还可以在宿舍学习。宿舍里有桌

子，同学们总会放几本书在宿舍里，闲暇时间总会拿出书来读，有的同学复习语

文，有的同学预习数学，有的同学在小声背诵古诗，还有看名著的同学拿着名著

在津津有味的阅读，仿佛世界都与他无关。新宿舍让我们感觉温暖舒适，也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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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有奋发的激情。让我们感受到学校对我们的关心。

饮水不忘挖井人，我希望同学们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努力学习，刻苦钻研，

以优异成绩报答恩人对我们的资助。在自己有能力后，也把爱心奉献给社会，将

爱心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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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经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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