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未来项目 2018年度总结 

 

一、项目基本情况 

公益未来青年项目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3 年发起的青年能力发展项目，

旨在整合社会资源，支持高校公益社团发展，带动大学生参与公益，鼓励青年人

用创新的方式探索社会问题解决之道，使其成为富有创造力（Creativity）、团

队协作能力（Teamwork）和社会责任感（Responsibility）的新一代青年，共创

美好未来。 

从 2013 年至今，公益未来已经发展成为公益青年学院、公益创想基金、公

益 X实践行动三方面结合的一个平台，相继开展了箭牌垃圾投进趣、花旗大学生

金融素质教育培训、中国石油公益未来成才基金、SAP青年责任梦想+、希尔顿社

会实践项目、善行 100 等六大项目。过去六年，累计有超过 30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466所高校 591个社团获得支持，1816 名社团负责人获得培训机会，80

万人次青年直接或间接受益。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1.  项目筹资 

2018 年 1月 1日至 12月 14日，公益未来项目收到 GIVE2ASIA、思爱普（中

国）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Youth Foundation、拜耳（中国）有限公司、社

会公众共捐赠 4285926.23 元。 

 

序号 捐赠人 金额 

1 GIVE2ASIA 2211640.77 

2 思爱普（中国）有限公司 900,000.00 

3 International Youth Foundation 936,181.43 

4 爱心网友捐赠 135,242.99 

5 新长城自强人月捐 102861.04 

合计 4285926.23 

 

 



 

2、项目执行 

2018 年，公益未来项目 29个省 87个城市 274个公益社团，其中核心社团

122 个为核心社团（当年参与 2 次及以上活动），直接影响 30 万名大学生。全

年开展 7个专项活动：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希尔顿社会实践、中国石油社

会实践、SAP青年责任梦想+大赛、同盾创想高校行动家、99公益日 500X 青年行

动、善行 100 项目；13 场次落地活动：2018 大学生公益领袖集训营、区域论坛

及活动；5场线上培训活动。截至 12月 31日，公益未来累计支出 5747239.93 元

（未包含善行 100筹款所用于的爱心包裹项目）。 

 

2.1 公益未来 X 实践行动进展 

2.1.1 公益未来·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 

2018 年希尔顿社会实践项目号召广大青年学子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中的目标 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以及目

标 12：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提出创新解决方式，通过社会实践锻炼综合能力，

塑造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共有来自 13 个省 15 所城市的 36 个高校社团报名，

经过评审筛选，最终 20 所高校社团成为今年的项目社团开展实践活动，使更多

的人群能够通过项目实施而受益。 

本次活动通过挑战赛的形式举办。流程分为校内赛——全国赛初赛——社会

实践——全国赛决赛暨成果汇报会。大赛目标是召集广大学生提出社会问题解决

方案，每所高校评审出本校优胜团队，校内赛优胜队伍（每校 3支队伍）获得种

子经费进入实践阶段，社会实践结束后，60支队伍接受评委考核，评选出 20强

进入全国总决赛。最后，20强选手将聚集全国赛决赛暨成果汇报会现场，汇报方

案设计及实施后前后的变化/影响等，最终产生全国 20强排名。 

经过 20 所高校学生校内的传播和动员，全国累计有 151 个队伍报名参赛，

平均每校 8 支左右，其中报名队伍数量最多的达到 20 个。最终，来自西南民族

大学的彝片净土团队获得全国总冠军。 

除大赛外，项目还举办了公益集市、工作坊、希尔顿集团总部参观、香港公

益之旅等活动。 

 



 

（图：西南民族大学团队在校内赛中接受评委提问） 

 

（图为华南理工大学蒲公英团队实践） 



 

（图：总决赛现场全体大合影） 

 

 

（图：嘉宾在公益集市中试用团队产品） 



 

（图：领导力工作坊） 

 

（图：参赛团队参观希尔顿总部） 



 

（冠亚季军参访香港再造福） 

 

项目总结： 

项目校园影响力对比表（不包括 2018 年新加的课程、手册、各种大型活动

的传播，仅对比项目模式更改后校园影响力） 

 社团数量 项目数量 直接影响人数 辐射人数 合计影响人数 

2017 60 113 4107 168470 172577 

2018 60 60 25932 134142 16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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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可持续的未来”议题鲜明、顺应时代 

1、大赛议题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利于塑造全球化视野和人格。 

2、顺应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引起多方关注 

校内赛激发优秀项目  

1、与去年项目不同，今年采用大赛的形式，各校在校内进行评比，能够选

拔优秀项目 

2、项目在学校和指导老师的跟进下更加完善、质量较高 

3、各校握有一定权力，利于推进项目进展，学校更加重视项目 

形式创新，项目更加完整 

1、增加香港公益之旅的奖励，让大赛更有吸引力 

2、加入培训，让学生在参赛同时还能有能力上的提升 

3、大赛手册补充学生对于大赛议题的理解，更加了解 SDG，具有国际化视野 

4、集训营宣讲、希尔顿总部参观等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感受项目魅力 

不足： 

项目资金承载量小，赛制复杂，执行人员工作量大。 

项目质量高，但都比较成熟，是否是我们应该支持的对象？且相比于社团项

目，这些项目很多在大赛结束后就会消失，而不是像社团项目那样传承下来。 

 

2.1.2 公益未来·中国石油社会实践项目  

公益未来·中国石油成才基金项目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中国石油共同发

起的大学生成才支持项目。该项目提供平台与资金支持高校学生社团开展积极向

上的公益、创新活动。通过“益路同行”APP 建设一个依托移动互联网的创新型

公益宣传推广平台，旨在传递全民参与公益的理念，鼓励高校大学生关注社会问

题，以新角度、新思维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案，以公益创想推动社会创新。 

“益路同行”是一个鼓励和资助创新型公益项目并提供展示、分享及交流的

平台。在这里，人人可支持或发起公益创想。2017-2018年度，公益未来·中国

石油成才基金项目支持 136 个社团陆续开展第二期项目，6 月完成 117 个社团

529000元创想基金拨付。 



 

（图：学生实践活动照片） 

 

（图：学生实践活动照片） 

 

2.1.3 公益未来·99 公益日 500X 青年行动  



该活动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结合腾讯“99公益日”于 2017年 7月启动的一项

全民公益行动，倡导大学生公益社团运用移动互联网思维传播“人人公益”的理

念，以轻量、便捷、快乐的方式参与公益。通过高校公益社团招募大学生志愿者，

于 99 公益日三天在线上和校园内进行筹款，最终所筹集善款将以成才基金方式

支持社团开展公益实践，同时给参与的公益社团提供培训、境外公益交流、国际

峰会等机会。 

2018 年活动为美好学校项目筹款，30各省（直辖市、自治区）81个城市 165

所高校 194个社团参与，共发起了 105个企业一起捐页面创建超过 6000支队伍，

动员 33215 人次参与捐赠，筹集善款 274580.16 元。 

 

 

（图：8 月 22 日组织开展线上培训会） 

（图：高校内开展线下路演活动） 

 

2.2 公益未来创想基金进展 

2.2.1 公益未来·箭牌垃圾投进趣 

2017—2018箭牌“垃圾投进趣”支持全国 17 省（自治区、直辖市），23个



城市 50 所高校环保/公益社团。召集富有创意、热衷环保、敢于实践的青年学子，

运用商业思维及创新意识，策划环保方案并亲身参与公益实践，号召更多的社区

居民自觉养成“包好不乱丢”的文明行为，并在参赛过程中挖掘自己的潜能，培

养自己的企业家精神。今年吸引到 1408支团队报名参赛，共收集 928份方案。 

经过校内赛、区域赛、全国赛初赛、社会实践、全国赛总决赛的层层选拔，

最终厦门大学 FY团队获得全国总冠军。 

赛后，大赛冠军团队以及优秀社团负责人共赴日本，开展环保日本公益行。

他们参观了日本四日市环境公害未来馆、京都市环境保护活动中心、东京 

都废弃物填埋处理场等地，实地考察了日本在垃圾分类和处理方面的经验。 

除大赛外，全国 50 个社团在高校内积极宣传环保，通过发放分类回收垃圾

桶、举办校园环保大赛等活动倡导大学生们从身边做起，将“垃圾包好不乱丢”，

共创绿色校园。 

 

（图：玛氏中国跨事业部传播总监郑丹丹女士为冠军团队颁奖） 



 

（图：日本环保公益行团队合影） 

 

（图：日本环保公益行团队认真聆听介绍） 



 

（图：安徽大学环保协会在校园内宣传环保宿舍活动） 

 

2018—2019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项目共收到 84所社团的申

请。综合社团实力、既往合作经验、学校支持力度等因素考虑，共来自 21 个省、

直辖市的 50个高校社团入选。 

在高校社团负责人培训会顺利结束后，各社团在校内展开了大赛宣传和环保

嘉年华活动。经过 50 所高校学生校内的传播和动员，全国累计有 1316个队伍报

名参赛，提交 974份方案。经过校内赛的选拔，150支团队分别前往华中、华北、

华南、西南、华东 5 大区域进行区域赛，最终 20支团队晋级全国赛初赛。 



 

（图为 50所高校代表参加培训） 

 

（图为 5位嘉宾宣布项目启动） 



 

（图：华南师范大学校内赛获胜选手与评委合影） 

 

（图：华南区域赛合影） 

 

与往年对比： 

玛氏箭牌“垃圾投进趣”四年来不断扩大规模。承办学校由 2015-2016 年的

15 所到 2016-2017 的 30 所再到 2017-2018 的 50 所。报名参赛队伍数量与影响



力也在不断攀升。目前项目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模式。 

 

 

 

 

 

亮点： 

 合作社团 

50所学校，由自强社传播调整为自强社+青协+创行+环保社团联合传播，增强

大赛的影响力。报名参赛队伍数量达到去年的 227% 

 聚焦大赛 

从公众倡导调整为更加关注学生落地实践、实际问题的解决，培养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社区嘉年华 

环保倡导：通过号召学校宿舍集中收集塑料瓶等可回收废品变卖获得社团发展

经费或进行爱心捐赠等 

不足： 

 如何提升整个项目在大学生大赛类项目中的影响力、认可度、权威性。 

 如何与更多机构或组织合作，焕发新的生机。 

 在环保嘉年华活动方面可以再进行优化，实现落地活动的影响力最大化。 

 

2.2.3 公益未来·SAP 青年责任梦想+大赛 

公益未来·SAP青年责任梦想+项目是由思爱普(中国)有限公司“SAP”和中

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通过社会责任培训，设计思维创

新能力建设和责任梦想大赛，启迪并赋能大学生社会责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

过在线“众筹（技术、资金和导师）”鼓励大学生探索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并扩

 承办学校 报名队伍 校内志愿者数量 

2015-2016 15 420 4415 

2016-2017 30 620 5688 

2017-2018 50 1408 15400 



大社会影响。 

2018 年，项目号召广大青年学子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结合

数字化创新精神，提出学校及本城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通过社会实践锻炼综

合能力，塑造全球化视野与人格。经过线上培训会的学习，50所高校同学在校内

进行传播和动员，全国累计有 624 个队伍报名参赛，平均每校 12 支左右，其中

报名队伍数量最多的达到 44个。 

参赛团队通过校内赛、全国赛初赛、社会实践的层层选拔，来自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的守望者团队最终获得全国总冠军。他们小范围试点开展互联网+二对一

留守儿童教育，同时关注知识和心理健康两个板块，是现有支教模式下非常有益

的调整，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 

在大赛现场，9 支学生团队还通过展位的方式展示他们自己的公益项目。通

过互动展示，参观者能够近距离了解青年公益项目的模式，深刻体会项目所带来

的社会意义。经过三年的沉淀，项目已经形成了大赛＋企业专业志愿者导师＋数

字化能力培训的模式，持续助力青年发展。 

除大赛外，项目还通过 99公益日众筹、SAP 专业志愿者导师计划的方式赋能

大学生数字化能力，使他们能够掌握新时代做公益的新方法。 

 



 

（图：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内宣传大赛） 

 

（图：河南师范大学举办校内赛现场照片）     



 

（图：冠军团队合影） 

 

 

（图：学生团队在公益集市展示项目并接受访问） 



 

（图：总决赛活动全场大合影） 

对比： 

 

亮点： 

 导师计划 

导师计划前置到总决赛之前，给予团队更多帮助，也使导师和学生团队的积极性增强。

探索企业志愿者的模式。 

 公益集市 

在“以青年之力，创变未来”的三年总结大会上，利用展位的形式展示自己的项目，互

动性和创新性强。尤其在公益集市前引入“造点”机构对团队进行一对一辅导，梳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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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逻辑，挖掘项目亮点和可视化内容，对学生团队帮助较大。 

 加强数字化应用 

a）大赛培训增加数字化应用工具和数字化创新启发的线上课程。 

b)大赛要求加入数字化工具应用考核，引导参赛者使用数字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c)增加竞赛指南（电子版），添加数字化创新应用的案例、前两届优秀案例，赛制要求

等，解析 SDG，塑造全球化视野。 

d)大赛执行细节：研发大赛评分小程序、搭建微信平台。 

 

不足（思考点）： 

学生对数字化的理解还是不够，是否可以考虑在未来开发或整理数字化工具包等。 

何种方式对学生的直接帮助最大？或者说什么样的培训才是最有效的？专业机构一对

一辅导、企业志愿者导师辅导、线上课程培训，或者其他方式？ 

 

2.2.3 公益未来·同盾科技社会实践 

    公益未来·同盾“创想高校行动家”项目是由同盾科技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联

合发起的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项目以高校公益社团为依托，以大学生为服务对

象，开展公益未来能力培训、社会实践两大品牌活动。通过征集大学生最佳扶贫

方案，引导大学生创新地发现并解决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服务，提升自我能力，

塑造社会责任，助力脱贫攻坚。 

    2018 年，项目号召各个公益社团申报项目，提交实践方案，由中国扶贫基金

会、同盾科技、外部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共同审批、筛选，评选出的社团可获得

实践基金，以便更好的开展项目。 



 

（图为湖北大学方俊明服务队实践） 

 

（图为电子科技大学爱之翼西部公益教育团队实践） 

 

2.3 公益青年学院进展 

2.2.1 全国大学生公益领袖集训营 

 公益未来·2018 年大学生公益社团领袖集训营在北京顺利举行。来自全

国 93 所学校的 120 名社团代表参加此次营会。今年集训营邀请到了公益行业专

家、企业 CSR负责人、自强社老社长以及青年领袖等公益大咖为营员们带来了丰



富精彩的学习体验。营会内容从公益认知、社团管理、项目管理、个人管理、视

野拓展五大主题进行展开。本次集训营得到花旗集团基金会、箭牌基金会、思爱

普（中国）有限公司、希尔顿、同盾科技等企业的大力支持。 

 

 

（图：陈红涛常务副秘书长主题分享） 

 

（图：创新设计思维工作坊） 



 

（图：企业参访合影） 

 

（图：闭营答辩现场） 



 

（图：全体大合影） 

 

2.2.2 线上课程 

公益青年学院开展方式包括线上直播课、录播课、线下培训三种方式。目前

架构如下： 

直播课程共累计接近 3000人次观看。录播课程目前已经在腾讯视频上线， 

同时，公益未来公众号推送了课程相关微信文章，以图文形式提炼课程精华、梳 

理知识点。 

 



 

（图：部分线上直播课海报） 

 

（图：赵航老师在摄影棚录制课程） 

 



 

（图为两门课程在腾讯视频上线情况） 

 

（图为公益未来公众号推送的课程相关微信文章） 

 

2.4 公益未来区域活动 

2.4.1 半岛论坛 

 5 月 11 日至 13 日，新长城项目部朱超参加第六届山东半岛公益论坛并分

享社团管理经验，全国近 60所高校的 120公益社团负责人参加。 



2.4.2 山西省高校公益论坛 

5月 15日，新长城项目部颜俊玲参加主题为“乡村振兴，青年先行”第五届

山西省高校公益论坛并作主题分享。山西、甘肃、河北等地 36 所高校约 160 位

老师和同学参加。 

2.4.3 华南区自强社研讨会 

5 月 20 日，新长城项目部朱超参加华南农业大学自强社十周年社庆，与 10

所高校自强社、60 名同学分享善行 100 活动开展情况以及社团运营状况，共同

探讨自强社发展规划。 

2.4.4 西南区自强社研讨会 

10 月 2 日，由四川大学主办的高校公益社团发展论坛和新长城四川大学自

强社“十年自强路，花开新时代”10周年庆典在四川大学顺利举行。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福州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 17 余所高校

相关部门老师、自强社社长出席并发言，新长城项目部朱超参加。 

2.4.5 武汉自强社研讨会 

12 月 9日，“自强出发·益起未来“——武汉大学公益交流会在武汉大学成

功举办。来自武汉市的 9所高校公益社团代表参加，交流社团运营经验，协商未

来合作事宜。新长城项目部石天然参加。 

 

2.5 其他活动进展 

2.5.1 新长城自强人月捐计划 

该计划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全国高校于 2018 年启动，以自强社为载体，

面向新长城自强人推出的新型全民公益参与方式。倡导自强人通过每月小额定期

持续捐赠，支持自强社开展公益项目，助力自强人成才发展。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全民公益平台上线自强社社友月捐专属筹款页面，通过自

强社内部联络等渠道倡导爱心社友通过微信每月定期定额自动捐款，所筹的善款

用于支持该自强社的发展。截至 12 月 14 日，该计划共有 1329 位月捐人参与。

已经拨付一次发展基金，支持 22学校 24项目，共计 6万元。 

 

2.5.2 2018 大学生公益现状调查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现在高校学生的公益认知、兴趣、行为等方面的情况，充

分发现学生们的需求，从而更好的支持青年公益的发展，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

SAP 共同启动了“2018 高校公益现状调查”，共收到来自全国 33 个省市自治区

463所高校学生有效问卷 34291份。报告对如何引导高校学生更好的参加公益给

出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更多数据和分析请参见《2018高校公益现状调查报告》） 

 

3．品牌传播及影响力建设 

3.1 新媒体平台：截至 12月 14日，微信文章推送 91篇，累计阅读量 254495

次；基金会微信文章供稿 10 篇，累计阅读量超过 2 万。#为爱大作战~做孩子们

的盖世英雄#微博超级话题阅读量达 1.8 亿，讨论 54.7 万。基金会官网新闻 10

篇，善行 100和公益未来微博日常管理。 

3.2 传统媒体平台：品牌传播传统媒体宣传折页 20万份，海报发放 3.09万

份，户外大屏 32块，各地网络、电视、报纸媒体报道,54次。 

3.3 全年获得 2次奖项：垃圾投进趣项目荣获“2018金旗奖企业社会责任金

奖”、SAP 青年责任梦想+项目荣获“2018CSR 中国教育奖”。 

3.4 全年有 9 位公益形象大使和传播大使，并且开展明星战队活动筹款

932.64万元，其中 2 人录制公益广告或节目。 

 

三、 项目故事及经典照片 

（一） 

为了保护这一幅幅美丽的画卷，他们深入了一片神秘之地…… 

 

看到这一幅幅美丽的画卷，你能想到他们都是由珍贵的矿物与植物颜料，经

过严苛的程序，全程手工绘制，历经几年的时间制作而成的吗？ 

 



 
（图片来自网络） 

没错，它就是藏族文化中的瑰宝，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唐卡。 

唐卡是“藏文化百科全书”，其题材内容以宗教为主，涉及历史、政治、经

济、文化、民间传说、世俗生活、建筑、医学、天文、历算等领域，具有极高的

历史价值与宗教价值。 

然而这样精美的艺术作品，却也面临着危机。唐卡缺乏正规的销售渠道与丰

富的宣传手段。同时由于绘制时间长，传播范围小，加之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冲击，

年轻人民族文化意识的缺失，造成了传承人数量的减少，唐卡技艺面临着失传的

危险。 

现在，为了能让唐卡这份艺术能够传承下去，有一群年轻人行动了起来。他

们就是 2018 公益未来·同盾创想高校行动家项目·四川大学锦上绣梦团队，他

们深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热贡艺术”的发源地，用自己的力量，去

保护这份源远流长的文化。 

 

传统文化，也要玩出新花样 



 

 

今年已经是锦上绣梦团队成立的第二个年份了，作为 2.0版本，他们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去了解，去保护“热贡唐卡”。为此，他们走访相关政府部门，

深入寺院、村庄及画苑，先后拜访了几十位唐卡画师，其中包括数名国家级、省

级工艺美术大师。和他们做了深入的交流，了解“热贡唐卡”的现状。同时，还

拍摄了专门的唐卡纪录片，用视频去展现唐卡的艺术之美。 

 



 

除此之外，为了让“热贡唐卡”能够被更多人所熟知，锦上绣梦团队也想出

了自己的点子，那就是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通过团队成员的专业知识以及新媒

体平台的工作经验，锦上绣梦团队在当地举办了草地互联网讲座、文化宫唐卡宣

传讲座累计三场，从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到唐卡的宣传方法，再到从互联网进行

唐卡贩卖，锦上绣梦团队都为当地画师进行了深入的讲解。 

 



 

 

在授课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许多困难，语言就是一个大难题，虽然他们事

先准备了藏语内容与问卷，但依然有很多民众不能理解课程内容。这时，团队成

员们就会一点一点的仔细和民众进行讲解，直到他们完全掌握。在锦上绣梦团队

的努力下，当地居民意识到了互联网的重要性，也学会了如何利用互联网造福自

己的生活，互联网+唐卡，让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花样。 

 

文化保护，要从青少年抓起 

仅仅关注唐卡艺术的现在是不够的，更需要关注的是唐卡的未来。只有当地

的青少年喜爱唐卡，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豪，愿意继承唐卡的技艺，才能够将唐

卡文化传承下去。为此，他们举办了热贡艺术交流会、一日夏令营、文化宫唐卡

交流会等活动，通过志愿者的介绍，让当地青少年更加深刻的了解自己脚下的这

片土地，了解唐卡文化的点点滴滴。 

让锦上绣梦团队欣喜的是，当地的孩子都很喜欢他们，也愿意和他们一起学

习自己的民族文化。为了感谢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他们甚至把自己“珍藏”的零

食拿出来作为礼物。这更让团队的成员们感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 

一个小的契机，可能就会改变这些孩子们的未来，虽然只是不到一个月的时



光，但通过他们的努力，点燃了孩子们保护本民族文化的热情，也为文化传承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道阻且长，初心不变 

这一次的实地考察，让锦上绣梦团队了解到，那些美丽的唐卡背后，却大多

有着太多的无奈。许多画师虽然辛勤作画，然而收入却很微薄。村子里的孩子们，

也都希望能够好好学习，考上好学校，走出村子，而不是继承唐卡的艺。 

一门艺术，如果想要传承下去，需要爱和信仰，更重要让掌握这门艺术的人，

可以靠自己的技艺过上幸福的日子，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才能够让这

门艺术经久不衰。 

锦上绣梦团队，通过他们的努力，为唐卡文化找出了一条新的出路。一个月

可能不足以让这个村子发生质的变化，但如果这个世界上多一些这样的人，多想

出一些新点子，也许就能够拯救一个濒临消亡的技艺和文化。虽然道阻且长，但

初心不变，锦上绣梦团队将继续努力，为文化保护继续奉献自己的力量。 

 

 

（二） 

 

我很平凡，但我们在一起，就注定不简单！ 

 

他，2002 年在基金会和校领导的支持下，和同学一起筹备成立了新长城北

方工业大学自强社，也是全国第一个大学自强社。 

 

她，带领着新长城南开大学自强社，获得了天津市优秀志愿服务团体，南开

大学十佳社团，十佳红旗团支部的荣誉。 

 

他，热衷于公益事业，十五年来十余次公益献血，积极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

举办的善行者公益徒步。 

 



 

 

她，冒着大暴雨，到河北山区调研，也曾参与义卖，助力贫困地区的儿童建

立起一座座南开书屋。 

 



 

 

他叫刘大任，现在已经是公司高管。 

 

她叫朴菲，也已经在大公司实习。 

 

虽然他们年龄相差十几岁，虽然他们都已经离开了自强社，但他们都说，自

己永远是自强人，做公益是他们一生不变的信仰。 

 

传递社会关爱，锻造自强之才，这就是自强社的宗旨，也是一代一代自强人

坚持不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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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有困难的人 

其实也是对自身的提升 

 



做公益事业的过程，其实远远比想象中的要难得多，有时为了劝募说到口干

舌燥，却还是收益甚微，有时为了去偏远地区支教，需要坐三十多小时的硬座火

车，一去就是二十多天。但是自强人没有退缩，也没有抱怨，因为他们知道，那

些偏远地区的孩子是多么的需要帮助，多么需要一份爱心礼包，需要受到良好的

教育。他们也知道，这种困难也是对他们自己的磨练，让他们从中得到成长。 

 

 

 

在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中，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学生认为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

而也有超过百分之七十五的学生认为减轻了家庭负担，降低了内心的愧疚感。 

 



 

 

而在自强社对于改变学生态度与能力的评估调查中，大部分自强人也感觉到

自己在自我决策与管理意识，社会责任感，知识技能，社会适应能力，以及领导

与创新能力上都有着显著地提高。在自强社这个大家庭中，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巨

大的进步。 

 

 

 

 

 

十六年 

自强人收获了太多友情和感动 

 

总有人说，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冷漠，人们都越来越自私，但在自强人眼中，



愿意贡献自己的善心，感谢他们善行的人，还是有很多很多。 

 

 

 

新长城南开大学自强社的前社长朴菲说：“支教地的领导、老师每年夏天都

在等我们，对我们的活动全力支持，我们的队员也和孩子们建立了陪伴的关系，

支教结束，联系未断。” 

 

而另一位自强社的社员则说：“每次劝募遇到愿意捐钱的人，都感动的想哭，

因为他们真的愿意相信我们，支持我们。”这些普通人，带给了自强人太多感动，

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所做的事情虽然困难，但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着很多人愿意用

真心去帮助他们。 

 



 

 

同样，在自强社的经历，也让他们收获了很多真心的朋友。“这就像是一个

大家庭一样” 朴菲说，“因为我们都拥有着一颗愿意为公益奉献的心，所以我

们才会在这里相遇。我们有着一样的价值观，所以能够成为最好的朋友。即使那

些因为学习压力或者其他问题不得不离开社团的人，他们也都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直到最后，在离开之后依然会保持交流。无论身在哪里，我们都永远是自强社的

一份子”。 

 

 

自强人的传承 

一直都在 

 

在对 47 位已经卸任或者即将卸任的社长的采访中，当问到自己在自强社的

工作还有什么遗憾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出奇的一致： 

“没有给社团找到更多的资源。” 

“没有为社团做出更大的贡献。” 

“没有带动其他的社团一起进步。” 

 



 

 

而对于未来，他们则说： 

“我们希望，后辈不要被荣誉蒙蔽了双眼， 要继续用心去做。” 

“我们希望，可以得到老自强人的支持。” 

“我们希望，可以永远陪自强社走下去。” 

 

这些社长们，即使名义上离开了自强社，他们的心却依然还在，依然希望自

强社能够越来越壮大，去帮助更多的人，给家庭贫困的学生更大的成长平台。如

果说作为社长，他们的责任是带领自强社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而当他们离开

之后，他们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份经验和希望传给接班人，然后靠自己的力量去支

持它，让自强人的精神可以永远的传递下去。 

 

 

经典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