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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6 年度工作总结 

（理事长  张帆） 

 

各位理事： 

不经意间，2016 年在感恩与快乐中悄悄滑过，弘慧教育基金会

悄然迈入了第 10 个年头。作为弘慧的发起人，我要特别感恩和感谢

与弘慧一路相伴的朋友们！感谢赢帆奖学金最初的六位捐赠人十六年

来一直相伴左右；感谢所有的捐赠人及爱心企业，十年间 28907 次

捐赠的 6507 万元，让弘慧有了勇敢前行的基础；感谢所有爱心人士

和志愿者，一年 2098 人次 31588 小时的志愿服务让弘慧每一步都

走出了坚实的脚印。2016 年，弘慧基金会慈善公益工作取得了可喜

的进展和成效，我们筹得善款 14,935,695 元，支出 8,319,234 元，

长期项目合作学校增至95所，间接覆盖了8个县域的567所中小学，

直接获得弘慧资助、奖励、培训的的师生 2094 人，间接影响到了 12

万师生。我们的三个主要的公益项目在执行和管理的效果上也取得了

不错的进步，项目管理的细节有了创新和变革，同时我们扩大了行业

合作，让弘慧的行业影响力以及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长期捐赠、

支持弘慧公益事业的企业、团队和个人数量增长了 30%，个人小额

捐赠的人次也从几百增长到了近三万人次。秘书处团队基本稳定了下

来，专业化水平和执行效率提高比较快，并形成了管理梯队。下面，

我将具体报告弘慧基金会 2016 年的各项工作情况。 

一、筑梦计划 

1、保持了项目规模的有序增长，稳固了项目在县域的规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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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2016 年新增长期项目合作学校 14 个，已经惠及湖南山区县 86

所中小学（包括一对一校）。截至 2016 年 12 月，筑梦计划下设立奖

助学金共计 61 个，其中奖学金 58 个，助学金 4 个。 共计奖助学生

1093 人次，累计奖助学生 2312 人，累计奖助 4220 人次。2016 年

奖助学金支出：2,421,313.1 元，累计奖助学金支出 9,347,564.1 元。 

2、有序举办了四场夏令营活动，在组织形式和课程体系上有所

进步。 

2016 年暑期，400 名获得奖助学金的弘慧学子在弘慧夏令营中

度过了自己的暑假，感受来自志愿者及爱心人士的成长陪伴。夏令营

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从回访部分参与夏令营孩子的反馈情况来看，

暑期的收获和弘慧的影响力得以体现，在各营的组织形式上，长沙和

筒车坪的活动也让人耳目一新。 

3、在项目管理的规范化方面取得了进步。 

首先是新增学生的选拔和审核做到了严格规范，今年启用了身份

证号码为必填项的新申请表，同时对在线资料审核做到了 100%的多

重核查，确保了申请与续申请资料的完整和准确。其次是对筑梦辅导

员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入校检查督导和培训，当面对不符合要求的管理

方式进行了修正。第三是项目总结、新项目学校招募、学生学期总结

收集等流程上做得比以往更扎实和及时。 

4、秋季慧行做到了广泛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 

慧行集中走访是筑梦计划的核心特点， 2016 年秘书处历时 4 个

月，实地走访了 8 个项目县域的 55 所学校。走访期间，完成三项项

目摸底任务，夯实项目执行：与每一个弘慧学子进行 15-20 分钟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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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掌握了解学生基本情况；抽查走访新增弘慧学子家庭，与新增弘

慧学子家长交流，传播弘慧理念，达到共识；与每一个弘慧辅导员面

谈，强化项目操作流程与方法。走访人员单独访谈 602 名学生，占

资助学生数的 58.9%，其中 442 人参与了《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测

试》（王极盛编制），占访谈学生的 76%，家访弘慧生家庭 113 户。

最后，还形成了一份对弘慧筑梦项目有数据指导意义的走访调查报告。 

二、弘道计划 

2016年弘道计划共计奖励和培训教师445人次，共计支出3,516,566

元。 

1、教师奖励：本年度直接经济奖励教师 169 位，公益支出

990,000.00 元，累计奖励教师 685 人次，累计公益支出 4,413,500.00

元。 

2、教师培训：本年弘慧教师培训主体人群为乡村校长与筑梦辅

导员。本年度开展培训 5 场，受益人员 276 人次。其中，校长 199

人次，筑梦辅导员 77 人次。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共计培训

教师 693 人次。 

在此也特别介绍一下弘慧对校长群体的影响方式。弘慧于 2014

年开始做乡村校长的成长项目，重点关注提升乡村校长的管理能力和

领导力，开拓校长事业，发掘优秀乡村校长，从而建立一支具有先进

教育理念及创新领导力的乡村校长队伍。目前该项目包含：弘慧乡村

校长教育论坛、幸福园丁乡村校长培训班、弘慧乡村校长致远国际交

流营三个子栏目，并形成梯队式培养模式。2017 年，该计划拟定项

目推进详情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开展时间 项目开展地点 参与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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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弘慧乡村教育校长论坛 2017 年 4 月 湖南省安乡县 220 

幸福园丁乡村校长培训班（春季） 2017 年 5 月 北京 25 

幸福园丁乡村校长培训班（秋季） 2017 年 11 月 北京 20-25 

弘慧乡村校长致远国际交流营 2018 年 2 月 美国 8-10 

弘慧乡村校长致远国际交流营是 2016 年开始筹备，2017 年初第一

次成行，第一期 8 位通过层层面试选拨的校长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

游学，该项目是车宏莉女士全额捐助并由她在美国的教育交流协会承担

游学的安排。 

3、特色课程：本年度共计引入特色课程 5 个，涉及领域：科学、

艺术、德育等方面，引入社会公益机构 4 家。正在开展的公益项目，

惠及乡村学校 18 所，间接惠及学生人数超过 10000 人。 

课程名称 落地区域 合作伙伴 课程方向 

美心课 弘慧项目学校 弘慧自主研发 校本德育课程 

弘艺乡村艺术教育 弘慧项目县域 弘慧自主研发  美术、音乐 

桂馨科学课 沅陵县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科学 

幸福教育 桃江县桃花江小学 
北京幸福教育基金会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校本课程 

梦想教室 沅陵县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校本课程 

其中，重点介绍一下桂馨科学课和弘艺计划： 

桂馨科学课项目是与北京桂馨慈善公益基金会合作开展，旨在推

动乡村小学科学教育发展，通过培训并发掘优秀科学课老师，推动一

个区域科科学教师队伍建设，进而改善当地小学科学教育现状，提升

学生的科学素养。本项目周期共计 3 年。三年项目期间内，包含 3

期梯队式教师培训，1 次科学名师西部行，一场科学夏令营，捐建 1

所科学实验室等。三年项目预计支出约 594,371.8 元。目前该项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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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完成了第一期的项目培训。培训时间：4 月 6-8 日，培训地点：湖

南省沅陵县。本次培训，沅陵县及怀化市其他地区参与培训的老师共

计约 100 多人。 

弘艺计划是由李弢、甘家华先生共同捐赠成立的专项基金。项目

着眼于乡村艺术教育，专注学校艺术特色发展，关注师生自主能力和

艺术软实力提升。通过支持一位老师自主组建起一所乡村学校的学生

艺术团，并从中引导教师在自主能力、专业技能、教学管理与组织管

理能力、领导力、创新能力等软实力的提升，让教师引领一个学生艺

术团可持续地发展壮大，让乡村学生有机会通过参与艺术活动获得更

多的自信，有更多的选择。该项目目标：在弘慧合作项目县域内，支

持 10 所学校建立 10 个艺术团。该项目第一年试点设立为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第一期运行经费计划为 45 万元。目前已经完成

了项目设计，项目专家评审工作在理事会后进行。 

4、弘慧班和万里路：弘慧班是基于教育部提出的中国学生发展

的六大核心素养：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

担当、实践创新，并涵盖弘慧基金会倡导的社会责任意识及家乡情怀。

本年度共计设立 5 个弘慧班，其中沅陵一中 3 个，沅陵六中 2 个。

在班级建设中，基金会与北京毅恒挚友大学生志愿服务促进中心

（PEER）合作。弘慧万里路育才奖学金学员已经就读高三年级。经

过 5 年的成长，现阶段稳定在 9 位学生。五年的成长陪伴过程中，完

成了 6 站游学活动。2016 年 11 月，万里路项目启动了第二期学员招

募工作，又将开启新的陪伴之旅。 

2016 年，弘道计划从整体上来说取得了如下的突破：一是经过

弘慧公益资源的长期注入，出现了个别因为弘慧影响而发展良好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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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示范性的学校，如沅陵一中、沅陵六中、桃江县桃花江小学和沅

陵县陈家滩九校等等；二是今年弘慧项目学校之间以及校长之间的主

动交流互动和学习明显增多，这也是弘道计划所倡导的主要方向之一。

三是弘道计划的投入加大，弘道项目经理与教育局的交流加强，从而

使得弘慧在县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都有明显提升。四是更加注重弘道

各个子项目的调研和项目设计，项目体系科学性更进一步。 

三、弘源计划 

弘源计划前身是弘慧圆梦计划和传梦计划，2016 年进行了整合，

现在包括弘慧学子联谊会及弘源青年社两个子项目。 

弘慧学子联谊会：定位为由弘慧学子自治的专注于教育和公益的

社团组织，联谊会成员全部由弘慧学子组成，通过弘慧大学生 4 年多

的自主建设及管理，目前形成了以长沙、北京、上海为中心的华中、

华北及华东三大联谊会，2016 年成员达到了 533 人。人员多了以后，

联谊会的组织管理形式在 2016 年末已经开始改变，以达到经费节约、

自主管理、组织有效的目的。现在已经成立了“联谊会理事会”，理事

由大学毕业的弘慧生担任，自主指导联谊会的发展。按弘慧大学生所

在的学校及城市划分为 3-20 人的不同支部，并从中选拔一名干事负

责该支部的联络统筹工作。目前来看改组以后的联谊会组织更加高效。 

联谊会一年为一个周期的项目内容：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说明 

常设 

规定 

1、秋季迎新活动 由各支部高年级大学生积极牵手大一新生 

2、学业扶助计划 弘慧大学生走出大山或者读研读博期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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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说明 

项目 其及家庭努力筹集费用外仍然不能承担全部

学业费用，为了从经济上帮助其完成学业，

同时培养弘慧学子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意

识，特以主动申请、支付志愿服务时间和长

期还本的理念设立本项目 

3、牵手结对成长计划 

2013 年开始，弘慧大学生利用寒假时间回到

自己的家乡，主动牵手结对弘慧的学弟学妹

们，以此建立联络关系并且号召其成为长期

陪伴的朋友 

4、寒假回母校交流活

动 

该活动始于 2011 年，弘慧大学生在寒假期间

回到自己的高中母校，和高中的弘慧学子积

极开展交流活动，话题主要集中在学习经验

分享、大学生活交流及励志故事讲述等内容，

号召大学生与高中生保持长期联络，助力其

在高中阶段的成长 

5、弘慧大学生年度大

型交流活动 

由各分会会长牵头，支部干事集结分工，负

责策划组织年度大型交流活动，旨在联络友

情、分享成长的喜悦 

常设 6、联谊会文化体系建 由理事牵头，负责联谊会的微信公众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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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说明 

规定 

项目 

设项目 子刊物等运营，会歌、会旗、口号、核心理

念等的确立 

7、导师计划 

根据需求为每一个支部配备学习导师，导师

从毕业弘慧学子、捐赠人、社会精英中招募，

明确支部与导师一年所需要完成的沟通任务 

8、“你的名字”计划 

每年都有一大批没有考入大学去打工的弘慧

学子，联系并将他们纳入各个支部开展相关

活动 

自主

申请

项目 

公益类 

艺术文体类 

个人能力发展和职业成

长类 

各支部自主发起相关项目，由该支部所属会

长评估审批是否通过联谊会资金及资源的支

持，如无法决定事项则提交理事会投票审核 

培训

及激

励计

划 

1、核心骨干班 

各支部干事以上层级人员集中一起，开展为

期三天以上的学习、交流、游玩活动，专注

于团队管理、项目设计、领导力发展、职业

规划等体验式培训；一年开办两次 

2、年度优秀支部评选 

基于联谊会各支部在项目开展、团队建设等

方面的成果，按一定比例从所有支部中评选

出年度优秀支部，奖励一定的游学基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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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说明 

年评选一次 

3、优秀自主项目展示

会 

基于各支部申请的自主项目情况，从中评选

出有一定影响力的优秀项目，给予优秀项目

进一步的资金支持，并邀请部分项目团队参

与弘慧基金会年度大型对外活动；两年评选

一次 

4、优秀个人评选 

面向联谊会全体成员，基于个人的参与热情

和工作贡献等评选出一定名额的优秀个人，

奖励弘慧基金会的国内外游学机会；两年评

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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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源青年社是弘慧基金会 2016 年底新发展的一个项目和新的概

念。该项目主要面向乡村大学生，并为其提供专业的志愿服务平台。

从服务于乡村教育的公益项目出发，为乡村大学生提供公益实践的机

会，以此推动更多青年人投身于社会服务。目前弘源青年社的主要任

务就是承接弘慧筑梦计划中四个夏令营的设计和实施工作，这一块主

要依靠青年社的志愿者完成，青年社的志愿者不限于弘慧大学生，还

将吸引更多的优秀大学生为弘慧服务。四个夏令营的定位和名称也做

出了调整：“弘慧乡村训练营”、“弘慧挚友夏令营”、“弘慧追梦城市实践营”

和“弘慧圆梦公益成长营”。 

四、运营管理体系建设项目 

弘慧运营管理体系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的内容是：1、品牌建设：

县域和学校内宣传、宣传品策划制作、媒体合作、参加会展、慧话、

其他（参与评估、年检审计、年报等）；2、技术支持：技术开发和技

术服务、设备等；其他；3、团队发展：培训学习、团建活动、志愿

者发展、交流活动、其他； 4、设备运行与维护：交通工具、办公（电

脑、摄影、打印机等长期使用的办公用品）。以下是近三年运营管理

体系建设项目的支出情况。 

年份 品牌建设 技术工具 团队发展 设备运行与维护 小计 

•萌发

•本土乡村

•初中

乡村

夏令营

•融入

•县城社区

•初三毕业

挚友

夏令营

•拓宽

•省会城市

•高中

城市

夏令营

•引领

•一线城市

•准高三

公益

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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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0000 174427.8 12826.43 247254.23 

2015

年 

188311.2 4058 154616.94 23930.16 370916.3 

2016

年 

236342.27 196313.32 137013.29 9474.3 579143.18 

2016 年度运营体系建设项目支出较多的是品牌建设和技术和工

具。其中品牌建设主要是年初在北京、上海、深圳、长沙等地举办慧

话活动；6 月与太阳基金协办“非公募论坛会议”。技术工具支出主要是

今年在灵析服务号开发、官网、官微、信息系统等应用升级。随着机

构的发展壮大，涉及品牌建设和团队发展的费用会逐年增加，该项目

的总体费用已超过 50 万元，预计以后的年度支出将会在 60-70 万元

左右。目前该项目的收入来源主要是：1. 部分限定性项目每年捐赠

的 10%管理费用；2. 弘慧成长基金投资收益的定向捐赠；3. 本项目

参与基金会投资收益分配；4. 孙麟先生和险峰公益基金会的特定捐

赠。 

五、品牌筹资工作 

2016 年，弘慧基金会超额完成了筹资目标，理顺了存储在灵析

的捐赠信息和捐赠人信息、身体力行信息，做好了捐赠人服务的工作

基础。同时保障了日常捐赠信息登记公示无失误。建立了捐赠人分级

分类标签，针对他们的管理和服务也有所提升，重点捐赠人拜访以及

捐赠人点对点反馈也做的比以前有较大进步；承办了非公论坛长沙分

论坛，省内的行业知名度和公众知名度有所提高； 



                     2016 年度工作总结 

2016 年度计划筹资 1,000 万元，实际筹得资金 1,493.57 万元，

较 2015 年增长 42.70%，其中理事团队捐赠 5,102,808 元，企业捐

赠 1,780,357 元，个人捐赠 6,654,525 元 ,公众平台个人筹款

1,230,679 元,公益同行资助 167,326 元。2016 年度首次尝试网络筹

款，两次网络筹款（新年红包捐和 99 公益日）共 22,979 人次参与，

筹得 2,783,247.44 元。 

2016 年度新增加捐赠人 113 人（不含网络筹款捐赠人），新捐赠

人捐款总额为 3,320,309.74 元；年度大额捐赠人（捐赠金额为 1 万

元以上）62 人，优质捐赠人（一对一捐赠 1000 元以上或单笔捐赠

3000 以上，含网络筹款）326 人。 

2015 与 2016 年筹款金额及捐赠人对比 

类别 2015 年 2016 年 增减 

理事及其企业  ¥  5,649,450.00   ¥   5,102,808.00  ¥  -546,642.00  

个人  ¥  2,336,016.00   ¥   6,654,525.00  ¥ 4,318,509.00  

企业团体  ¥  2,217,804.26   ¥   1,780,357.00  ¥  -437,447.26  

公益机构  ¥    201,000.00   ¥     167,326.00  ¥   -33,674.00  

公众筹款  ¥     62,552.70   ¥   1,230,679.68   ¥ 1,168,126.98  

总额  ¥ 10,466,822.96   ¥  14,935,695.68   ¥ 4,468,872.72  

2015 与 2016 年捐赠类型对比 

类别 2015 年 2016 年 增减 

限定性捐赠收入  ¥  8,265,187.26  ¥  11,404,854.83  ¥ 3,139,667.57  

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  2,201,635.70  ¥   3,530,840.85  ¥ 1,329,205.15  

投资收益  ¥  4,458,654.32  ¥     548,662.55  ¥-3,909,991.77  

总额  ¥ 14,925,477.28  ¥  15,484,358.23  ¥   558,8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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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弘慧未来快速增长的资金需求，并优化资金来源的结构，

2014 年 4 月，弘慧在通道县举行的第二届第二次理事会上决定设立

“弘慧成长基金”项目，用于配置创业企业的股权（长期资产），目前

本项目获得筹款（主要由发起人捐赠）2480 万元，截止目前实际完

成投资 18 个创业企业，完成投资 2050 万元，截止目前本项目还没

有形成收益。本项目投资的 18 个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或者企

业家已经成为弘慧在乡村教育公益中的捐赠人和合作伙伴，其中有两

个企业已经在创业板上市，逐步形成了弘慧独特的创业企业（创业企

业家）教育公益生态圈。本项目的目标是希望再通过两年努力，总计

布局 30 家左右的创业企业。（详细情况参阅附件）。 

整体来看，弘慧正在朝更为安全的方向发展。资金和信誉是公益

机构风险控制的核心因素，我们正在增加资金来源的渠道，资金来源

多样化渠道开发、资金管理和保值增值工作，加上机构的透明度提升

都在使得机构更为安全，更有发展力和持久力。虽然由于机构非公募

性质决定我们必然依赖大额和固定资金支持，但这个整体的比例在下

降。 

六、团队建设工作 

2016 年招聘了综合管理经理，在综合岗位上有了全职工作人员，

机构的综合管理工作大有改观，也为项目部门提供了坚实的后台支持，

使得团队协作能力加强，互相补位的思维习惯已经形成，新员工成长

很快，逐步承担了核心工作。截止 2017 年 4 月，秘书处共有员工 9

人和 2 名试用期（以志愿者身份）人员。2016 年离职 3 人，入职 7

人，12 月底团队成员 11 人，2017 年离职 2 人。随着项目县域及合

作项目的数量的增加，计划再补充2人品牌部人员和3人项目部人员，



                     2016 年度工作总结 

预计 2017 年员工数量达到 14 人。各部门人员配置具体如下： 
 

序号 部门 职务 现岗位人数 离职数 计划招聘人数 

1 高级管理 

秘书长 1   

副秘书长 1 1  

2 品牌部 

品牌经理 1  1 

新媒体传播 1  1 

3 项目部 

项目经理 3  1 

项目专员 1 1 1 

项目助理   1 

4 行政综合部 行政经理 1   

合    计 9 2 5 

 

2016 年尽管我们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有两点不足值得我们优

思：一是品牌建设和传播能力不足。弘慧发展到现在，已经引起社会

和同行的关注，下一阶段我们必须要树立弘慧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

不光是需要项目部扎扎实实做公益，从吸引捐赠和吸引教育资源的角

度来看，有良好的名气和口碑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因此需要适当地策

划、传播。目前我们一方面缺乏人才队伍，另一方面思维也还不够开

放。二是弘道计划在资金支出已经超过了筑梦计划的情况下，项目的

整体架构和项目之间的逻辑还没有完全理顺，项目设计还不够清晰。

这和我们掌握的教育资源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拓展资源、链接的资源

不够多，不够好，整合教育资源的能力不够强。这两个问题将是 2017

年弘慧面临的主要困难。希望大家共同来想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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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2016 年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取得了工作上的突破，

这得益于理事团队和秘书处团队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和奉献。公益人

共同的发心就是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给他人带来快乐，但我更希望各

位理事和工作人员在这个团队中也能收获爱和成就！2017 我们继续

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