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长城高中生自强班项目 2016 年度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

自 2010 年秋季学期起，中央与地方共同设立国家助学金，资助贫困高中生，

但该政策还不能解决所有贫困高中生的全部困难。一方面，每年平均 1500 元的

资助标准远低于学生每年近 5000 元的支出，另一方面，国家助学金政策普及面

不够，尚不能覆盖所有贫困高中生，且国家助学金所需资金由中央与地方按比例

分担，但地方配套资金往往难以落实，所以资助力度又会打一定的折扣。因此，

贫困县家庭经济困难的高中生上学难、吃饭难的问题依然严峻。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高中生自强班项目，旨在帮助优秀的寒门学子顺利完

成高中学业，如愿以偿地考入大学，不因贫困的枷锁，折断梦想的翅膀。

2、项目受益对象

以家庭经济困难的高中生为帮助对象。

3、项目目标

1)动员社会力量，为贫困高生提供帮助。将爱传递给他们，帮助他们实现成

才之梦。

2)组织自强班学生，通过自助、助人、拼搏、服务社会，传递社会关爱，锻

造自强之才。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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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济资助

自强助学金捐助标准每人每年 2000 元，其中 1800 元用于生活费补助（每月

发放到学生手中 180 元），200 元为项目执行费用；连续资助高中 3年。

2）成才支持

（1）鼓励学生自我管理，组建班委会，选举产生班长、学习委员、生活委



员等班干部，同学间相互帮助、相互鼓励；

（2）建议组织读书会，并以此为主题开展作文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

（3）建议每月开展 1次主题班会，通过各种互动交流活动，减轻自强班同

学的心理负担，帮助他们丰富知识、明确方向、树立理想。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项目已覆盖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 个县，

共开设 432 个自强班，项目直接受益人数累计达 53243 人（次），2016 年度，新

增受益 2490 人次，培养了学生们自立自强的精神。



三、制度建设

1、建档立卡受助对象资助模式探索及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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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档立卡户受助学生资助情况

2016 年度高中生自强班项目总资助新生人数为 2490 人，其中建档立卡户家

庭学生有 1848 人，占新生总人数的 74.2%。

四、项目监测

1、受益人家长问卷调查

结果分析：

家长是否知道孩子每个月领取助学金金额

对比 2015 年项目抽查结果，以其中一项（学生家长是否知道孩子每个月领取

资助金额）为例，受助学生家长对于学生每月领取资助金额的知晓比例更多了，

受益学生及家长对于机构及捐赠企业的知晓比率也从2015年88%提高到了91%。，

通过电话调研受益学生家长的方式进行项目监测不仅能解决直接联系学生本人

困难的问题，同时能够更好的监督项目的实施情况，提高项目的知晓度。

总人数 共拨打 2609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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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级 有效 无效电话

657 1952

2941 2782 2949 无人接听 号码有误 挂断 关机 停机 语言不通 其他

761 112 362 147 79 19 143



2、实地调研

2016年度共进行 10次实地调研，并完成各次监测报告

序号 时间 地点

1 2016-3 安徽宿松县隘口中学

2 2016-3 河南省新县高级中学

3 2016-5 广西省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4 2016-5 广西省东兰县高级中学

5 2016-5 江西省鄱阳县第一中学

6 2016-10 云南省梁河县第一中学

7 2016-11 江西省乐安县第二中学

8 2016-11 江西省寻乌中学

9 2016-12 河北平山中学

10 2016-12 贵州省施秉县第一中学

五、项目影响

1、受益人影响

2016 年 11 月，项目针对受益地区学生成长与成才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共收

集问卷 295 份，问卷采取学生本人问答的形式，通过问卷，我们了解了学生们在

收到新长城助学金后都用于哪些方面的支出，以及有了助学金对于他们的生活及

学习都产生了哪些影响。以下是问卷统计结果：

a. 获得新长城自强班助学金后，同学们认为应该做什么：

b. 收到的助学金都用于哪些方面？



c. 获得助学金对您本人产生了哪些方面影响？

d. 通过参加自强班班会，您在以下哪些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2、项目执行机构评价

善举创造和蔼，爱心传承美德。捐资助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意义深远。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特困高中生自强班项目就是本着这样一种理念和宗旨把

钱送到我们这些寒门学子手中，为这些自强不息、追逐梦想的莘莘学子铺就成才

之路，让这些孩子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为社会输送正能量。

安徽省宿松县隘口中学教育局—许毅



中国扶贫基金会对延寿一中的关爱由来已久，我们已无法有更多的语言表达

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是诚惶诚恐，无以回报，是你们向我们的学子提供了无私

关爱与帮助，你们的善行义举让我们全校师生倍感温暖，心存感激，这一切，我

们一中人一定会牢记在心。

黑龙江省延寿第一中学校长—张世祥

六、重要活动

1、2016 年 3 月 “JORDAN 展翅飞翔奖学金项目”导师成才支持计划正式启

动。组织协调耐克（体育）中国参加 10 所学校开班仪式，捐赠单位与学校、学

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2、2016 年 4 月 23 日举办教育扶贫工作经验交流会，向央企、部委推介高

中生自强班项目。

3、2016 年 8 月 13 日高中生自强班项目培训会在京举行，来自 56 个县 93

名项目中学代表、项目县扶贫办、教育局分管相关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不但针

对项目操作进行了陪同，而且为项目中学提供了交流和分享的机会。

4、11 月 8 日至 12 月，耐克导师团队陆续在在甘南县第二中、康乐县第一

中学、姚安县第一中学等 10 所学校举行 JORDAN 展翅飞翔奖学金项目启动仪式；

5、2016 年新开班 52 个自强班陆续自行举办开班仪式，截至目前已经有 15

家捐赠单位前往学校参加各校开班仪式。

七、品牌影响力

1、圆梦 832—2016 新长城贫困高中生爱心寻访活动出征仪式在京举行，并于

出征仪式结束后，10 个寻访分队陆续到 10 省开展贫困高中生寻访活动，起到了

良好的传播效果。

2、强大的明星阵容担任新长城高中生自强班项目公益导师团队，为圆梦 832

寻访以及高中生自强班项目的宣传起到了积极作用。

3、2016 年 12 月，圆梦 832 活动投放 165 块大型户外电子屏公益宣传栏，连

续投放 15 天,为高中生自强班项目品牌推广起到了极大推进作用。



八、受益人故事

（一）遇见未来的自己

—平山中学 韩凯丽

每个人心中都有过梦想，那些曾经的梦想都实现了吗？如今的人生有遗憾

吗？曾经拥有梦想的那段路程，你是否足够的努力过？

“我想做一名高中的历史老师，教育学生以史明鉴”“我想做老板，这样我

的爸爸妈妈就不用再外务工，就能过上好日子”“我想做律师，为人打抱不平”……

自强班欢乐的主题洋溢在平山中学冬日的教室内，无比欢快。

“我的理想很平凡，现在努力读书，让爸爸放心，将来努力工作，让爸爸安

心……”主题班会演讲者小韩同学的哽咽声吸引了其他 49名学生的目光，目光

洒落在小韩同学的身上，看到小韩同学泪如泉涌的眼泪，心底融化处满满的心疼，

这名孩子究竟经历过怎么的生活会如此的难过。

小韩同学，2001年出生，汉族人，很小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同年之中，

爷爷、奶奶、姑姑相继去世，留下父亲、妹妹三人相依为命。父亲平时不善言表，

偶尔酒后给小韩和妹妹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成为有用的人，不要像父亲

这样，没有什么作为。现在政策好了，你们要珍惜机会，不能辜负好心人与老师

的希望，将来要为国家做贡献。”那一年遭遇的打击无疑把父亲推向人生的低谷。

为了孩子，除了坚强面对，父亲别无选择。

“父亲为我和妹妹吃苦受累，他曾说过，我和妹妹是她的支柱，她的未来，

她的心灵依靠，我没有多少亲人，所以格外感受到情义的可贵，我期待未来的样

子，现在我会用功读书，不负众望。”

梦想是什么?它不是言之已表的计划，也不是敷衍的借口，它是自己的心，

梦想的最终汇集地，是幸福。梦想指引我们飞翔的翅膀，插上梦想的翅膀让自己

去飞翔。为了那些美丽的梦想，不管前方有多么泥泞，多么艰辛，我们都会为了

我们最初的希望而勇敢地走下去，去加油，去超越自己，去追逐明天升起的太阳，

追逐翱翔在天空中的希望。继于这份希望，而后梦想燃烧成快乐的光明，一切愿

望将结成爱的果实。那些用梦想引领的未来，承载着感恩、真诚、助人圆梦，用

执著、无惧、乐观的态度来引领，在未来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韩凯丽在班会上演讲

韩凯丽和爸爸

（二）红军后代，鲁强生的成长

新县高级中学 鲁强生

我叫鲁强生,来自新县陈店乡一个小山村。我的太爷名叫鲁家修，他在 1930
年参加革命。曾在红四方面军任团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 1 至 4 次反围

剿斗争，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长征。1935 年，

长征中于四川牺牲。所以我的家庭是烈属家庭，即使家庭情况贫困，但父母并没

有向政府申请帮助。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平常家里的重活都由爸爸一个人干，因



为妈妈身体不是太好，只有在农闲时，爸爸才会去建筑工地打打小工。爸爸的微

薄收入就是家里主要的生活来源。每当想到爸爸在我还没睡醒的时候就去干活，

在夜幕降临时带着浑身湿透的衣服回家的场景，我的心就会十分难受。

我的家中有三个孩子，大姐是一名聋哑人，虽然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

但有时生活费还需要家人给，在不久前为给她治病，家里又欠下不少债。由于家

庭的原因，二姐今年就辍学在家了。现在家中的希望就在我一个人身上了，所以

我要好好学习，不让父母的辛苦白费。

虽然我的家庭比较贫困，但我依然感觉很幸福。因为我至少有父母的相伴和

关怀。我还有爱我的爷爷，在平时可以和他们聊聊天。

这次中石油项目对我的帮助，使我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对我的关爱，这些感激

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所以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努力克

服在学习中的各种困难，并乐观地面对生活。在长大后回报父母，回报社会,把
中石油公司的叔叔阿姨们给我的关爱不断传递下去。

（左一）路强生、爷爷，爸爸



（三）往事

都安高级中学 蓝英壬

二十多年前，在大化县新民路的一志地皮上建起了一栋三层楼房屋，锣鼓宣

天，回方采贺，同巷房屋无可攀比。现如今，其它房子犹如“芝麻开花―――节

节高”，“各抱地势，勾心半角”。而那栋住宅大门迹斑驳，墙体破损突起，“病树

前头万木春”，那“病树”是我家。

遥想家父在时，衣食富足，风雨无忧。我如同“膏梁之子”，“口不尝茶蓼之

苦，身不历农亩之劳”。有着好家境的我却负了好教育，班里成绩倒数，拉帮结

派欺负的同学。而父亲事务繁忙，无暇顾及我的成长。后来班主任把父亲叫去学

校多次，把我的“罪奖”一五一十地列举，父亲才知道我的怎样一个“乖孩子”。

回到家他打我，骂我，躺在摇椅上老泪纵横，都难以触及我内心深处的灵魂。我

上四年级那年父亲因肝癌去世，遗书上颤抖的字迹写满了对我的忧虑。顶梁柱倒

塌，家境急转直下，母亲怕我无人管，便把我接到乡下同她生活。

母亲曾患鼻咽癌，在南宁肿瘤医院挣扎几个月后勉强走出了鬼门关。后来舅

舅因车祸去世，外公不堪老来丧子之痛相继离世。奶奶说妈妈身上煞气太重，想

把她赶出家门。爸爸的打，奶奶的骂，常使妈妈以泪洗面，妈妈便一人到了偏远

乡下――乙圩乡教书，为初中老师。就这样，从“膏梁之子”到“草芥之民”，

犹如从天堂随入地狱般让人难以接受。我消沉了，失落了，感觉眼前漆黑一片，

未来黯淡无光。可妈妈呢？身为癌症病人她病在口腔咽喉，可身为教师用得最多

的正是口腔咽喉。讲课时间一旦超过两节课，妈妈的咽喉便像火烧似的疼。我受

苦的妈妈，以她每个月两千多元的收入，既要赡养外婆，供我读书，还要服用昂

贵的药物并定期到医院复查，以对抗病魔，与之斗争。妈妈如此辛苦，尚执着乐

观，我又怎么能堕落消沉，苟且偷安？在妈妈一天一天的指导和监督下，我逐渐

改掉过去的毛病，自我检讨以求洗新革面。每当犯错误，妈妈总是苦口婆心地给

我讲道理，言至动情处还会落下热泪……妈妈一年多的不离不弃和辛勤教育，犹

如雄雄烈火烧燃我的残躯，一个展新的我小浴火重生。

五年级暑假的五十天时间里，妈妈指导我学完六年级和初一一半的课程。开

学后，妈妈便想方设法说服初中校长接纳我这个没读六年级学生，“如果我儿子

拖班级的后腿，您随时可以把他开除！”妈妈的话语掷地有声。“皇天不负有心有

人”，在我的不懈努力下，初一位列年级前三，初三至毕业一直保持着年级第一。

上了高中，面对高手云集、群雄争峰的局势，我克服了内心的怯懦，奋勇拼搏，

保持年级前二十名的成绩。不光在课内成绩有进步，在课外活动的参加上我变得

更加积极。初中校运会乒乓球赛上获得男单冠军，在《扬起理想的风帆》主题演

讲比赛中我以演讲《我想当医生》获得特等奖。在高中《感恩父母》主题良朗诵

比赛中以朗诵《致多难的妈妈》获得一等奖……

今天我所取得的一切，都要感谢母亲以及资助我的热心人士。“You raise me



up（你们助我站立）”，使我拥有奋斗的源泉动力，我将怀着一颗执着的奋斗之心

和感恩之心，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我将更加努力地奋斗下去，这

样才能无愧你们的恩德！

眼前新的挑战出现，试看那万人的队伍中，必有我带头勇敢冲锋！

蓝英壬在班会上做主题演讲


	新长城高中生自强班项目2016年度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
	    2、项目受益对象
	    3、项目目标
	    4、项目内容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三、制度建设
	1、建档立卡受助对象资助模式探索及落地
	2、建档立卡户受助学生资助情况

	四、项目监测
	1、受益人家长问卷调查
	2、实地调研

	五、项目影响
	1、受益人影响
	2、项目执行机构评价

	六、重要活动
	七、品牌影响力
	八、受益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