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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长城高中生自强班项目简介 

新长城高中生自强班项目为家庭经济困难的高中生提供经济资助和成才支

持服务，帮他们实现求学之梦。 

 

（一）受益对象 

以家庭经济困难的高中生为帮助对象。学生选拔标准：①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建档立卡户优先；②学生品学兼优。 

（二）项目模式 

1、班级人数：50 人/班 

2、班级模式：虚拟班为主，可设实体班 

3、班级氛围 

自强：虽然家庭经济困难，但学习成绩优秀 

互助：同学们家境相似，互相了解，互相帮助，互为榜样 

4、班训：自强不息、追逐梦想 

（三）项目内容 

1、经济资助 

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费资助。 

2、成才支持 

（1）鼓励学生自我管理，组建班委会，同学间相互帮助、相互鼓励； 

（2）组织举办各种互动交流活动，减轻自强班同学的心理负担，帮助他们

丰富知识。 

 



 

二、第二季度资金募集与支出情况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新长城高中生自强班项目累计接受

社会捐赠 2，546，765.95 元，支出项目资金 12，280，600 元。 

 

三、第二季度项目实施情况 

（一）资助情况 

1. 邮爱基金湖北专项资助 

3 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工会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再次携手，号召邮储员工

为抗击武汉疫情发起筹款，助力抗击疫情工作，为湖北地区的新长城自强班学

校贫困学生发放一次性补助款，帮助困难学生家庭度过难关。5-6 月，项目为湖

北省 16 所高中 1350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提供每人 1000 元资助，共计拨付善

款 135 万元。 

表 1.邮爱基金湖北专项资助列表 

序号 学校 市 县 资助

人数 

资助总

金额 

1 湖北省咸丰县第一中学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咸丰县 150 150000 

2 利川市第五中学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利川市 50 50000 

3 建始县第一中学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建始县 50 50000 

4 湖北省罗田县第一中学 黄冈市 罗田县 50 50000 

5 麻城市实验高级中学 黄冈市 麻城市 100 100000 

6 麻城一中 黄冈市 麻城市 100 100000 

7 红安县第一中学 黄冈市 红安县 50 50000 

8 湖北省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 竹山县 150 150000 

9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 郧西县 50 50000 



 

10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 郧西县 50 50000 

11 竹溪一中 十堰市 竹溪县 150 150000 

12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 十堰市 郧县 50 50000 

13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 丹江口

市 

100 100000 

14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 十堰市 郧县 50 50000 

15 湖北省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樊市 保康县 100 100000 

16 秭归县第一中学 宜昌市 秭归县 100 100000 

 

2. 新未来自强班助学金拨付 

第二季度，项目为 85 个新未来高中生自强班，共计 4250 名学生拨付

19-20 学年第二学期助学金，每人 1500 元，共计 637.5 万元。学生通过支付宝-

链上公益小程序进行领款，更加方便快捷。 

3. 其他助学金拨付 

受疫情影响，第二季度，项目首先为 7 所学校补拨了 19-20 学年助学金，

共计 56.8 万元。 

表 2. 19-20学年助学金发放列表 

序号 学校 省 资助人

数 

 资助标

准  

拨款总金额 

1 广南县第三中学校 云南省 50 2000 100000 

2 昭平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70 1800 126000 

3 昭平县第五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30 1800 54000 

4 阳谷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 50 1800 90000 

5 阳谷县第二中学 山东省 50 1800 90000 

6 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

呼舒第三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60 1080 64800 

7 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

呼舒第一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40 1080 43200 

总计 568000 

6 月底，项目开始陆续拨付 20-21 学年助学金，累计为 14 省，36 所项目学

校，39 个自强班的学生拨付助学金，共计 380.9 万元。 



 

另，项目还为红旗梦想自强班学生制作班服，为百色祈福中学拨付了校友

月捐基金等。 

（二）学校活动 

第二季度，项目学校陆续复课，各自强班陆续举办开班仪式、主题班会等

活动。 

5月 26日，四川省黑水县中学红旗梦想自强班开班仪式 

 

6月 8日，河南省民权第一高级中学新未来高中生自强班举办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6月 2日，云南省姚安县第一中学 Jordan Wings班举行物资发放仪式 

（三）受益学生反馈 

在阿里公益的支持下，新未来高中生自强班学生全部可以通过“链上公益”

直接领取助学金，方便快捷的同时，还让我们更直接看到了学生们的心声。 

“尊敬的爱心人士，资助金我已经领到了。我曾经目睹母亲从早忙到晚累

得满眼血丝，背都打不直，也见过父亲早上三点钟出门，晚上大半夜才回来，每

天乘着露水出门呢，背着月光回家。家里的小弟弟还不懂事，支出相当大，没有

钱真的很难过，在我的这种家庭里，只有学习才有可能过得好，在此再次感谢您

们的资助，让我可以暂时不用担心生活费的问题，可以在学校里好好读书。非常

感谢你们。”——雷波中学受益学生 

“海贼王里说，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这是有了你们

呢，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上才有保障，我想幸运和美好都会与彼此不期而遇，致谢！”

——宁陕中学受益学生 

“今天这里下了整夜的雨，我收到了一把伞。”——甘洛中学校受益学生 

“非常感谢资助方对我的资助，这笔钱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会用这笔资助



 

金买更多的学习资料，好好学习，努力考上我理想的大学，等我有了工作，我也

想和你们一样，去资助更多贫困的学生。我很幸运可以得到资助方的资助，正是

因为有了你们的资助，替我的家庭分担了很多，有时候真的想见见你们本人，当

面致谢。现在的我是一名高三的学生，还有最后一个月就要高考了，说实话压力

挺大的，但每当想到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迎接高考，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我的身后还有老师和父母对我的期望，有资助方对我的慷慨资助，这些都是学

习的动力，最后一个月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不管高考后的结果怎么样，至少我

努力过了，不给自己留下遗憾。”——小金中学受益学生 

（四）受益学生故事 

在自强班中成长 

我是红旗梦想自强班的一员 ，每次提及此事 ，我便会感到十分的自豪。刚

上高中时我进班成绩并不是很好甚至有些差劲 ，我当时在班里是 47名。而且也

没有同学愿意和我一起玩。就连我一个班的舍友都对我“敬而远之”。我因此烦

闷不已，感觉对生活，学习都没有一丝希望，刚到十分自卑。  

自从我受到了红旗自强班的资助后，我整个人就变了一个样。同学们说我从

自卑转为自信，对生活中的任何困难也不退缩，往往是迎难而上，老师说我有一

个很大的改变，从当初学习不自信，到现在学习积极性高涨。成绩也由 47 名到

了班里 12 名。老师们也十分惊讶，这哪里还是当初的那个我呢？不仅同学，老

师说我变化大，就连父母也发现了我身上的变化，主动做家务，去地里帮忙干活，

当父母不在家时将家中收拾的井井有条。父母现在经常向别人说我变得都快认不

出来了。 

  其实我知道，这些改变都是自强班给我带来的。它给我的资助将我当初上

学时，家中的经济条件改善了很多，并且我也遇到了很多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人，

我问过他们自强班给你的变化大吗？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大”！“改变了我家的

经济状况”。一个低个子小男孩说到，其他学生便也说起了自己因为自强班而带

来的巨变。在自强班这个大家庭中，我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给我们树立自信，

同时它也让我们心中感到温暖，让我们知道，这世界并不冷漠。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歌声萦绕在耳边，在这旋律之中，我们应

好好学习，用自己的最大努力却回报社会，争做社会的有用之才！ 

  心中充满感恩，让世间变得温暖！ 

 

爱笑的女孩 

我是一个生长在贫困家庭里的农村孩子，加上自己本身长的有点丑，还略有

点胖，所以十分自卑，性格也越发内向。进入县高中后，我接受到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的资助，家里经济压力减少了，生活饮食也大大提高，学习成绩不知

不觉间进步了很多。 

在有了学习的目标和动力后，我把浙江大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且我还

自愿加入到爱心志愿者的行列，成为了帮助别人的一员，通过对别人的帮助，我

收获到了快乐和朋友，体会到了被别人需要的幸福感。我交了很多朋友，他们都

说我越来越开朗了，越来越爱笑了，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小胖子！ 

是旭航班改变了我，让我幸福，今后我一定会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