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心黔意”助学基金会第十七期募捐信
（2019 学年：2019 年 9 月-2020 年 7 月）

亲爱的朋友：

您好！
这是一封来自“黔心黔意”助学基金会的募捐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
抽空查看此邮件。

我们是谁？

黔心黔意——是我们为助学基金会起的名字。2003 年有一群走出校园
的普通人，觉得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过多的中间环
节，或许无法换来捐款人的安心，我们决定自己来做这些让生命变得更有
意义的事。因为选择了贵州这个多民族共居的美丽省份作为助学的起点，
取当地土语“全心全意”的谐音，因此而命名之。目前我们的资助对象已
经逐步扩展到贵州、四川、甘肃等地区。

筹款的目的？

本期募捐善款的目的有以下四个：
1) 本次慈善募款的主要用途是为以下六所中学在校的部分贫困初、
高中生 2019 学年（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7 月）所用学杂费助学补助。

l 贵州省兴义市神奇中学
l 贵州省都匀市凯口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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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贵州省凯里市高级中学
l 贵州省都匀市第十中学
l 四川省木里县高级中学
l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双湾中学
这些学校的很多孩子在进入高中、初中学习后，常常因为家庭经济困
难导致学业时断时续或者干脆辍学，令我们心痛不已，尤其是高中生，处
于人生进步发展的重要时期，既充满了对改变未来的强烈希望，又缺乏了
义务教育的保障。我们希望这些孩子能够不再因为贫困而放弃希望！
2) 上述学校的图书、文体工具、基本教学生活设备等物品募捐。

由于上述学校深处高原，有的更是在深山老林，各种图书、文体工具
等比较缺乏，在资金充裕的前提下，我们会向这些学校专题募集用于物品
的捐助，具体的捐助项目我们会在执委会决定后，于本期活动期间通过电
子邮件、网站、微博向大家告知。
3）面向执委会成员的专项募集资金，用于实地考察访问

由于上述学校都比较偏远，加之本活动的组织成员都是利用业余时间
在参与，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在加入。为了更好的获取一手资料，
从上期（第十六期）起，我们开展了实地考察访问机制，取得比较好的效
果。今年会继续选取部分学校，邀请有兴趣的参与者前往考察，基金会将
承担一部分费用。这部分费用我们以专项的形式募集，本期将继续向执委
会成员募集这部分经费。
实地考察建议放在 2020 年夏季，具体安排将根据募集和后续报名情况
公示。如实际发生考察，考察报告将作为第十七期总结的一部分加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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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发生考察，已募集的专项资金将根据资助人意见留存或放入助学项目。
4）面向四川绿之叶支教机构的支教教师资助

第十六期开始，我们参加了四川绿之叶支教机构的支教教师资助计划
--“朝阳计划”
，取得很好的效果。
绿之叶是一个在成都的，面向西南贫困地区提供支教的公益组织，是
在国家民政部门注册的合法公益团体，常年为其合作的村小招募和提供支
教老师。我们在第十三、十四期都资助了他们的支教老师培训活动，双方
有较深的信任。由于之前资助其支教老师的机构从 2019 年起减少了资助
额，所以从 2019 年起他们面向社会募集对支教老师的补助，并取名为“朝
阳计划”。在第十六期开展过程中，经过执委会的充分讨论，我们一致认为，
对支教老师的资助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这些支教老师暂时放弃了工作
和家庭，在山村奉献一个学期以上，能帮助很多的孩子。资助支教老师也
没有偏离我们这个活动的初衷。于是，我们根据第十六期余款的额度（这
些资金的捐助者在用途上都选择“愿意由执委会处理余款”
），选择了四位
支教老师进行一个学期（2019 年春季学期）的资助，由于双方沟通完善，
取得效果很好。我们在第十六期过程中，在 2019 年 8 月又发起了针对 2019
年秋季学期的专项资助，并取得很多资助人的响应，很快完成募集及资助。
【更多有关绿之叶公益的信息，可关注其微信公众号 lvzhiyezhijiao，在
其微信公众号上有关于“朝阳计划”更详尽的介绍。】
本期我们将继续资助其 2020 年春季学期的部分支教教师，资助范围视
募集结果而定，
暂定先资助 2020 年春季学期四位支教老师，预计额度 40000
元人民币。秋季学期的资助会在 2020 年 8 月份以专项计划形式发起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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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无法改变，但成长轨迹可以改变；天赋无法改变，但知识阅历可
以改变。教育是最神奇的魔术师，是最好的营养品。不能赢在起点，不代
表不能赢在终点。一张张纯净的脸，一颗颗奋发的心，满怀着憧憬，期待
明天会更好。希望能够通过善款活动，让那些孩子完成基本的学业脱盲，
有条件的还能继续深造。
筹款的标准

捐助对象

捐款标准

受捐学校

高中生

1500/人年

兴义市神奇中学 都匀市凯口中学
凯里市实验高中 都匀市第十中学

初中生

四川省木里县高级中学

500/人年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双湾中学
四川地区支

此部分按资助包众

教教师

筹模式，500 元/包

四川绿之叶组织“朝阳计划”

备注

捐款可高于标准，不设额度

筹款标准的制定背景

1) 捐助“黔心黔意”待助学子
基金会成立初期我们为所有符合申请条件的孩子予以资助，以减轻他
们在学杂费方面的负担，按每学年初中生 300 元，高中生 600 元的标准发
放。
自 2006 年秋季入学始，国家对西部中小学免除学杂费，考虑到学费之
外初中生仍然有杂费、住宿费、伙食费等的负担，兼顾近年来通货膨胀的
系数，目前基金会每学年按照初中生 500 元，高中生 1000 元的标准发放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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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款。
从第十五期开始，鉴于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我们将对高中生提高资
助额度，每学年按照高中生 1500 元的标准发放助学款。初中由于义务教育
原因，仍暂时维持 500 元标准。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有一个涵盖中国和全球的捐款群体，并为此成立了行之有效的执
行委员会。基金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义务无偿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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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来，累计有 1167 人次向孩子们（包括支教老师）捐款，累计
善款总额人民币 1,276,549.82 元，累计受资助学生人次 1641（包括支教
老师）人，累计捐出款项人民币 1,179,400 元，图书基金 6,450.40 元，
专项资助 119,400 元。

善款的使用

我们活动开展以来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是点对点帮扶，由捐款人自愿或
由执委会代为选择合适的受助人，捐助资金将：
l 高中生：直接冲抵学费【由于每期募捐时间的差异，我们尽量做到
直接冲抵学费，但由于不一定能赶上缴学费日期，有可能通过现金
形式交给学生】
l 初中生：将以生活费形式交给学生
l 小学生：将以生活费形式交给家长
l 贫困地区支教教师：将通过合作的公益组织以生活补助形式交给个人
上述环节通过学校（或合作的公益组织）完成资金传递，由学校（或
合作的公益组织）指定联系人，组织活动，完成签收过程，保证全程的信
息透明。
每学年开学后，我们会向定点的学校发放申请表，由确需助学的同学
填写后扫描传送至执行委员会，由工作人员录入并审核资助条件后，通过
海选系统由资助人自愿选择。所有款项都直接以转账模式转送给当地学校，
并发送到通过申请的学生手中。
您可以访问 www.hopesowers.com 这个朴素的助学网站（或通过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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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南京大学_黔心黔意助学活动”关注我们，或通过微信群“黔心黔意
助学活动”关注我们）
，通过邮件通知的助学海选系统选择您意向资助的孩
子。如果您信任我们，在海选结束后，我们会根据资助金额为您分配一位
或多位学生作为您的定点资助对象。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通过我们提供
的联络方式，直接与孩子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本期善款的使用匹配将优先用于上期未匹配的资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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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募捐目标

l 贵州省兴义市神奇中学：40 名高中生，共 60000 元。
l 贵州省都匀市凯口中学：35 名初中生，共 17500 元。
l 贵州省凯里市实验高级中学：30 名高中生，共 45000 元。
l 贵州省都匀市第十中学：15 名初中生，共 7500 元。
l 四川省木里县高级中学：8 名高中生（含一名职高生），共 12000 元。
l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双湾中学：21 名初中生，共 10500 元。
l 实地考察项目定向执委会成员募集：2000 元。
l 绿之叶“朝阳计划”支教教师资助（春季一学期）：40000 元。秋季学
期的募捐将在 2020 年 8 月份以专项形式发起募捐。
以上拟募捐总额人民币 194500 元整。目前已有余款 11083.85 元，尚需缺
口约为人民币 183416.15 元。
捐款方式

有意捐款的朋友请参照下面的方式捐款：
1) 在北美的朋友可以把支票寄到：
Lei Zhang
189 Lawn Terrace
Mamaroneck, NY, 10543
或者 paypal 到 yogaII@gmail.com
费)
2) 国内的捐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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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转帐免费， 信用卡会有手续

a)

直接汇款或转账到希望助学活动设立的常年有效的捐款户头，银

行帐号为：6217 9201 1473 6148
银行：浦发银行上海期交所支行
账户名 ：张昱
b)

或者支付到张昱支付宝账户：18516511331，名字也是张昱

3) 在其他地区的朋友可以委托国内的亲人朋友帮忙在国内汇款到上述银
行账户。
4) 汇 款 后 请 将 下 列 信 息 email 至 希 望 助 学 活 动 执 委 会 信 箱
hopecharity2003@gmail.com
a)

汇款人姓名

b)

汇款时间

c)

汇款金额

d)

捐款使用范围：助学金（资助初中生、高中生，男生或女生）、
或支教教师资助计划、或资助实地考察受资助点、或授权执委
会全权处理，如果不说明，默认为授权执委会全权处理（优先
使用在对学生的资助）

e)

余款处理方式：留给下期或授权执委会全权处理，如果不说明，
默认为授权执委会全权处理。

如果您汇款后由于繁忙，忘记了将上述信息 email 至希望助学活动执
委会信箱 hopecharity2003@gmail.com，那么我们默认为授权执委会全权
处理您的捐款，我们会在之后各个阶段向您汇报善款的使用方式。
我们向您承诺，会在得到您的授权（包括您亲自指定资助对象或者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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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活动执委会处理您的捐款）以后才会处理这笔捐款。

捐款后流程

以下是 2020 年 4 月 1 号前的活动进展计划，供您参考，各个阶段我们
都会通过网站、邮件等方式告知。
工作内容

参与方式

预计起始日期

预计结束日期

1

下期受助信息分析及入库

2020/1/15

2020/2/20

2

募捐

2019/12/20

2020/3/15

3

海选

2020/3/1

2020/3/15

4

受助人匹配

2020/3/15

2020/3/31

5

发布匹配信息，海选结束

执委会通过海选系统告知
执委会通过网站、邮件发
布募捐信息，捐助人捐款
捐助人进入海选系统海选
执委会在海选结果基础上
进行手工匹配
执委会通过网站、邮件发
布匹配信息

2020/4/1

我们衷心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助学活动的关注与奉献，并期待您为需要
帮助的孩子们慷慨解囊。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与助学活动执委会（email：
hopecharity2003@gmail.com）或当地联络人联系。
孩子心中永存美好的梦想和进取的动力，哪怕奔波，哪怕贫穷，哪怕
困苦。一点点关爱，一点点支持，或许就可以改变孩子的前途和未来。 请
加入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黔心黔意助学基金会执行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11 日
我们的网站：www.hopesowers.com
我们的邮箱：hopecharity2003@gmail.com
我们的微博：南京大学_黔心黔意助学活动（http://weibo.com/njuhopesfund）
我们的微信群可通过您的介绍朋友来加入，如没有可添加吕磊的微信：13809022226 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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