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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心黔意”助学助教活动第二十期募捐信 

（2022 学年：2022 年 9 月-2023 年 7 月） 

 

亲爱的朋友：  

您好！  

这是一封来自“黔心黔意”助学助教活动第二十期的募捐信。感谢您

在百忙之中抽空查看此文件。  

 

我们是谁 

黔心黔意——是我们为助学助教活动起的名字。2003 年有一群走出校

园的普通人，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过多的中间环节，

或许无法换来捐款人的安心，我们于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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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年来，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捐助者的行列，同时，我们的

捐助对象也逐步扩展到贵州、四川、甘肃等地区的孩子以及献身山区的支

教志愿者。 

 

筹款的目的  

本期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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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所中学在校的部分贫困初、

高中生 2022 学年（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7 月）所用学杂费助学补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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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募捐资金超过计划，执委会可根据资金情况适度扩大资助范围，并在微

信群及时告知。 

l 贵州省兴义市第六中学 

l 贵州省都匀市凯口中学 

l 贵州省凯里市实验高中 

l 贵州省都匀市第十中学 

l 贵州省黔西市第一中学 

l 贵州省望谟县实验高中 

l 甘肃省金昌市双湾中学 

随着国家脱贫攻坚的稳步推进，这些地区的贫穷状态已经有了很大的

改善，但仍有部分孩子在进入高中、初中学习后，常常因为家庭变故导致

学业时断时续或者干脆辍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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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困难而放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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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向大家告知。 

3）面向执委会成员募集的专项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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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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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十六期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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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将承担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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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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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报告将作为第二十期总结的一部分加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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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四川绿之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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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机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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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从第十六期开始，每个学期选

择三至四位支教老师进行资助，几个学期以来，由于双方沟通完善，取得

效果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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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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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将继续整体资助 2023 年春季学期 4-5名支教教师，该部分

预计额度 69000元人民币。同时，以往年惯例，2023 年秋季学期的资助会

在 2023 年 8-9 月份以专项计划形式发起募捐。 

另外，我们也从公益渠道了解到另外的一些支教机构有类似的需求，

本期我们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视最终资金情况，和其他机构进行合作。

合作事宜将会以专项的方式，通过“黔心黔意助学活动”微信群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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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义市第六中学 都匀市凯口中学 

凯里市实验高中 都匀市第十中学 

黔西市第一中学 望谟县实验高中 

（以上六所系贵州中学） 

金昌市双湾中学 

（以上一所系甘肃中学） 

初中生 500/人年 

四川地区支

教教师 

此部分按资助包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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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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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标准的制定背景 

1) 捐助“黔心黔意”待助学子 

高中生：本期依旧维持以往资助额度，每学年资助标准为 1500元； 

初中生：本期依旧维持以往资助额度，每学年资助标准为 500元。 

2）支教志愿者生活补助 

我们和四川绿之叶公益支教结构合作支教者“朝阳计划”，采用“朝

阳计划”的资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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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有一个广泛的资助人群体，并为此成立了行之有效的执行委员会。

基金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义务无偿工作的。 

 

以下是历年来捐助情况汇总： 

 

注：横轴时间为资助学年度，最近完成的一期为第十九期 2021 学年，本次第二十期募

捐学年度为 2022 学年   

    2014 学年助学金使用含 21000 元用于绿之叶合作计划 

2018-2021 学年助学金含用于绿之叶两个学期的朝阳计划资助支教教师活动 



 7 / 13 

 

注：横轴时间为资助学年度，以往最近完成的一期为第十九期 2021 学年，本次第二十

期募捐学年度为 2022 学年。    

 

十九年来，累计有 1753 人次向孩子们（包括支教老师）捐款，累计善款

总额人民币 2,055,013.52 元，累计受资助学生和支教教师 2141 人次，累

计捐出款项人民币 1,634,100 元，图书基金 6,450.40 元，专项资助（资

助支教教师）370,7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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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资金将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l 高中生：冲抵学费 

l 初中生：给予学习补助费用 

l 小学生：给予学习补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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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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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期开始，出于合规性要求，我们将作为南京阳光心汇心公益机构

的二级独立核算单位进行公益活动，资金由捐助人捐给心汇心机构账户，

再由心汇心机构账户直接汇款给到受助人监护人，完成捐助资金发放过程。

我们将会要求心汇心公益机构保证全程的信息透明，同时学校也将通过二

次核对的方式确保学生收到资金并完成签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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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后经村委会、学校核实后，扫描传送至执行委员会，由义务工作人员

录入并审核资助条件上传心汇心系统后，资助人通过心汇心系统自愿选择，

如无条件（或无意）通过心汇心平台资助，可委托执委会完成资助关系匹

配。 

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通过我们提供的联络方式，直接与孩子进行信

件等形式的沟通和交流。 

本期善款的使用匹配将优先用于上期未匹配的资助人。 

本期募捐目标 

l 贵州省兴义市第六中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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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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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黔西市第一中学：22 名高中生，共 33000元。 

l 贵州省望谟县实验高中：30 名高中生，共 45000元。 

l 甘肃省金昌市双湾中学：28名初中生，共 14000元。 

l 实地考察项目定向执委会成员募集：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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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绿之叶“朝阳计划”支教教师资助（春季一学期）：69000元。秋季学

期的募捐将在 2023 年 8-9 月份以专项形式发起募捐。 

以上拟募捐总额人民币 293000元整。目前已有余款 102970元，尚需

缺口约为人民币 190030元。 

捐款方式 

本期捐款将通过南京心汇心公益的微信公众号完成，具体操作方式见

附件说明。 

如无法通过南京心汇心公益的微信公众号完成捐款，请按以下方式完

成捐助： 

1) 在美国的朋友可采用以下方式转账给美国联络人张雷： 

Paypal/ Venmo / Zelle到 yogaii@gmail.com(银行转帐免费， 信用

卡会有手续费) 

2) 国内的朋友建议尽量自行通过南京心汇心公益的微信公众号完成，

这样便于后续的跟踪，如实在无法使用微信公众号，可微信转账给吕磊（微

信号：13809022226），由于微信提现会有手续费，实际捐助按扣除手续费

以后的金额计算。 

3) 由于捐款和选择学生均已经通过微信公众号自主完成，我们默认在

后续执委会匹配时，您的授权范围是：“授权执委会全权处理，优先使用在

对学生的资助，也可用于支教教师资助”，如有特殊需要，请和吕磊联系。 

4) 余款处理方式：默认为授权执委会全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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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您郑重承诺： 

1） 会在得到您的授权（包括您亲自指定资助对象或者您授权活动

执委会处理您的捐款）以后才会处理这笔捐款。 

2） 我们会在之后各个阶段向您汇报善款的使用情况。 

 

捐款后流程 

以下是 2023 年 4月 1号前的活动进展计划，供您参考，各个阶段我们

都会通过活动微信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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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捐（募满即止） 
执委会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发

布 
2023/1/5 2023/1/25 

2 受助学生信息导入系统 执委会及志愿者完成 2023/1/5 2023/1/25 

3 海选 捐助人进入心汇心系统选择 2023/2/1 2023/2/15 

4 受助人匹配 
执委会在海选结果基础上进

行手工匹配 
2023/2/16 2023/2/28 

5 
发布匹配信息，海选结

束 

执委会通过微信群、邮件发布

匹配信息 
2023/2/28 2023/3/5 

6 汇款 汇款给学生、支教机构 2023/3/5 202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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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当地

联络人联系。执委会通过微信群与大家沟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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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助教活动执行委员会 

2022 年 12 月 20日 

 

我们的网站：www.hopesowers.com 

我们的邮箱：hopecharity200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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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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黔心黔意”第二十期捐助操作说明 

“黔心黔意”助学助教活动从今年起，出于合规性考虑，和南京心汇心公益基金

会合作，作为其独立核算单位开展活动运营。南京心汇心公益基金是一个旨在聚合海

内外爱心人士，共同关注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的合法

公益组织（已获得中国社会组织 3A 认证）。2022 年 9 月，黔心黔意和心汇心合作完成

支教教师 2022 年秋季募捐活动，双方建立良好的合作信任关系。本文将介绍如何通过

心汇心的微信公众号系统完成捐款（后续海选学生将另文做说明）。 

操作环境：手机微信。 

1. 捐款入口：扫描下图的二维码访问黔心黔意第二十期活动入口。 

            

扫描上述二维码以后，会出现下述黔心黔意第二十期活动界面，点击右下角的“立

即捐助”；【由于微信访问的不稳定性，可能出现进入其他界面，可再次扫描上述二

维码重新进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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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证会员：由于心汇心是非公募公益基金，按照国家公益法规要求，需要每一

个捐助人实名认证。如果是第一次访问，系统会提示去认证，如下图所示： 

 

   点击“去认证”，出现认证信息填写界面，仅需更新姓名（默认为微信昵称）、手

机号和身份证号，然后点击下方提交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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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交后，系统默认会跳转至第 2步捐款界面，点击“立即捐助”，会出现下图

所示的捐款界面。【如果未能正常跳转，请重复扫描上述二维码】 

 

在该界面，请输入：1）捐助金额，2）备注（资助的特殊要求，比如资助女生等），

并点击“立即支付”。匿名捐款选项对我们活动没有意义，请忽略。 

4. 系统会唤起微信支付，完成实际金额的支付； 

5. 支付完成后，可看到本次捐助的清单，如下图： 

    

 

 

 

 

 

 

6. 至此，捐款已完成，如有问题，可以与吕磊联系（13809022226，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