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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介绍 

善行 100 活动是在国务院扶贫指导下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1

年发起的一项全国性大学生公益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倡导青年大学生

投入百分百的热情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推动营造社会全民公益的良好

氛围；活动倡导青年大学生投入百分百的努力，以志愿精神开展社会

募款动员，帮助更多贫困地区儿童圆梦，助力脱贫攻坚；活动倡导青

年大学生投入百分百的精力，拓展社会视野，增强适应能力，提升综

合素质，实现助人自助，自我提升。 

截至 2019 年 5 月，善行 100 已经开展活动十五期，全国 126 个

城市、297所高校、39.4万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累计为贫困地区和

灾区小学生筹集善款 7566.24万元，60万名贫困地区小学生受益。 

二、 活动开展 

（一） 圆梦六一活动高校邀请与确认 

4月上旬，项目组通过在微信、微博、QQ群、微信群、邮件发布

善行 100 圆梦六一活动方案。吸引了 55 余所高校报名，最终通过电

话面试筛选，51所高校入选。 

序号 省 市 学校 

1 贵州 贵阳市 贵州大学 

2 湖北 武汉市 湖北大学 

3 吉林 长春市 吉林大学 

4 山东 聊城市 聊城大学 

5 福建 福州市 闽江学院 

6 江西 南昌市 南昌大学 

7 浙江 宁波市 宁波大学 

8 四川 成都市 四川大学 



9 浙江 杭州市 浙江大学 

10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农学院 

11 河南 安阳市 安阳师范学院 

12 北京 北京市 北京理工大学 

13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师范大学 

14 黑龙江 哈尔滨市 东北农业大学 

15 河北 廊坊市 防灾科技学院 

16 福建 福州市 福建工程学院 

17 贵州 贵阳市 贵州财经大学 

18 广西 桂林市 桂林理工大学 

19 安徽 合肥市 合肥师范学院 

20 上海 上海市 华东理工大学 

21 湖北 武汉市 华中农业大学 

22 江苏 淮安市 淮阴师范学院 

23 吉林 长春市 吉林农业大学 

24 江苏 徐州市 江苏师范大学 

25 江西 南昌市 江西农业大学 

26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审计大学 

27 山东 青岛市 青岛科技大学 

28 山东 淄博市 山东理工大学 

29 陕西 汉中市 陕西理工大学 

30 陕西 西安市 陕西师范大学 

31 四川 成都市 四川农业大学 

32 四川 成都市 四川师范大学 

33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师范大学 

34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天狮学院 

35 陕西 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 

36 四川 成都市 西南财经大学 

37 浙江 宁波市 浙江万里学院 

38 湖北 武汉市 中南民族大学 

39 四川 自贡市 四川轻化工大学 

40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外国语大学 

41 北京 北京市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42 陕西 咸阳市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43 北京 北京市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44 江苏 常州市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5 江苏 南京市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46 福建 厦门市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47 山西 晋中市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48 浙江 绍兴市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49 江苏 苏州市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50 四川 成都市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1 重庆 重庆市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二）圆梦六一活动高校培训会 

2019年 4月 12-14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善行 100·圆梦六一

高校培训会（北京），来自 34 所高校 35 社团负责人参会，培训会从

项目介绍、捐赠办理、劝募操作、志愿者培训、活动传播、系统操作、

目标分解、心理抗压等方面入手，以宣讲、工作坊、头脑风暴等形式

展开。 

（善行 100圆梦六一高校培训会·北京） 

2019年 4月 20-21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善行 100·圆梦六一

高校培训会（成都），来自 18 所高校 18 名社团负责人参会，培训会

从项目介绍、捐赠办理、劝募操作、志愿者培训、活动传播、系统操

作、目标分解、心理抗压等方面入手，以宣讲、工作坊、头脑风暴等

形式展开。 



（善行 100圆梦六一高校培训会·成都） 

（三）为爱大作战·做孩子们的盖世英雄 

从 5月 4日-6月 11日期间, 51所高校的 5790名志愿者在全国

240 个公益体验站志愿服务 84856 小时，共筹捐款 748700 元。为云

南省巧家县和甘肃东乡族自治县的 7487 个小朋友筹到了学生美术包

裹。 

 

 

 

 

 

 

 

 



 

 

 

 

 

 

 

 

 

 

 

 



（四）爱撒桃李，情满彩云之南 

7 月 2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与 19 所高校的老师和志愿者

代表们，来到了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驾车乡芹菜村小学实地探访，为

当地学生送去了爱心包裹，一起开展了“善行 100·圆梦六一”探访

活动。 

小朋友迫不及待的打开爱心包裹 

 

 

 



 

 

 

 

 

 

 

 

 

一笔一划的填写回音卡 

 

 

用爱心包裹的美术用品绘制出的画作 



 

深入受益学生家庭开展调研 

（五）温暖行动·高校邀请 

6月上旬，项目组通过在微信、微博、QQ群、微信群、邮件发

布善行 100温暖行动活动方案，吸引了 150余所高校报名。  

三、 活动传播 

（一）圆梦六一·视觉元素 



 

教育扶贫爱心大使-白宇            公益形象大使-周冬雨 

（二） 综艺节目 

爱奇艺《我是唱作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及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共

同发起大学生体验式公益。5月 25日，发起一起捐队伍报名善行 100

活动，并且进行公益劝募即可前往指定高校领取节目组官方周边——

公益帆布包。节目组提

供了片尾广告位，人民

日报数字传播大屏播放

艺人录制的公益 ID 广

告，动员粉丝团发起一

起捐等。 



5月 23日至 6月 9日，在 2000

个人民日报电子阅报栏持续播放活

动广告。 

（三） 户外大屏 

5月 1日至 30日，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的商场、新潮传媒电梯广

告、CIBN开机等投放共 20s公益广告。 

（四）项目故事 

一年级的孩子们，争先恐后的打开书包，用色彩斑斓的画笔描绘

出心中的世界，志愿者们用爱心的温度让爱心包裹的意义再一次升华，

芹菜小学张老师黝黑的皮肤在诉说着一位普通山村教师无怨无悔的

付出。同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不知能用什么骄傲的心态与张老师比较，

抱着熟睡中不到三岁孩子的她仿佛托举着芹菜小学 100 多个孩子的

梦。                         

———安徽理工大学 郑江 



 

7.1-7.2 我有幸搭乘中国扶贫基金会“为爱大作战，做孩子们的

盖世英雄”爱心航班来到美丽的七彩云南，与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志

愿者驱车三个小时来到大山深处的“爱心包裹”受益点——曲靖市会

泽县驾车乡芹菜小学，为这里守候许久的小学生发放爱心包裹美术包，

而热播电影《包裹》讲述的当年发生在云南大关县瓦房小学的爱心故

事也在这里得到了延续和升华。 

在物欲横流、商业利益至上的今天，爱心的力量和人性的美好深

深地触动了我，更令我感动的是这里的孩子深知走出大山的不是双脚，

而是知识改变命运。他们怀揣梦想，跃出大山，翱翔远方。 

我们是如此之幸福，赶在了百花齐放的时代，新事物此起彼伏的

向我们涌来，包装着我们的大脑，把大山思维的血液重新组装。 

感恩爱心包裹，感恩中国扶贫基金会。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孟繁雄 

 

大山，一座又一座，崇山峻岭。探访虽然结束了，但我忘不了的

是孩子们纯真的眼神、纯朴而又热情的村民。他们都十分的懂事，有

礼貌。从你身边路过，第一句是“老师好”；当我给他们发星星的时

候，每一个同学都会说“谢谢老师”；最后走的时候，他们的那句“老

师再见”。简短的三句话，连同他们的眼神，都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

海里。在脱贫攻坚的路上，我们能做的还很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孩子们能走出这连绵不绝的大山。 

———闽江学院 俞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