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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年度工作回顾
一、机构发展情况回顾

机构秉承蔡元培先生“美育”精神，以人文关怀为内核，深耕机

构的核心任务版块，践行“世济其美”的使命。

（一）党建工作情况

自组建党支部以来，一直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统领，以开展基层

组织建设为重点，抓紧抓实推进党建工作，实现了党建与公益双促进

共发展。

1.围绕制度建设，规范党建工作

将党建工作融入机构成员日常学习提升的“传习”制度，组织学

习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十九大会议精神，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等

全会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南昌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精神的传达，实现

了机构党员组织生活的规范化、制度化，有效推动了机构党建工作。

强化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丰富学习材料，进一步提升机构成员政

治素养，为每名成员购买了《党员手册》，添置了《三会一课实用手

册》、《党组织选举工作实用手册》、《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建

党》等 50余本党建学习书籍。

2.围绕公益服务，推动党建工作

机构重点突出各项公益服务理念，使机构成员在本职工作的基础

上践行了党的基本路线，增强为民排忧解难实效。在中国传统节日

“重阳节”之际，机构联合南昌市民政局机关党支部、市社会组织党

委20余名党员及志愿者为村里180余名70周岁以上老人拍下美丽影

像，送上洗印装框好的最美相片，陪伴老人们度过一个温馨、快乐的

重阳节。为安义县老下小学 30位学生送去一堂红色家书诵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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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红色教育与公益活动相结合，通过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让孩子们坚

定理想信念，赓续红色血脉，永葆爱国热情。

3.围绕主题教育，深化党建工作

机构通过申报“鸿雁驿站”社会组织孵化培育项目小微项目资

助金，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开展了“崛美红色行 党旗映我心”系列

活动，包括组织前往了小平小道陈列馆、樟树市毛泽东故居、樟树革

命史馆、清江县苏维埃政府旧址陈列馆、太平圩会议旧址陈列馆等红

色景点，聆听了荣获“光荣在党 50年”勋章的老党员讲红色故事，

观看了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的红色电

影《长津湖》，通过重走先烈先辈的战斗足迹，重温可歌可泣的英雄

故事等主题教育，亲身体悟基层一线变化发展，引导机构党员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

（二）人才培养情况

在内部学习方面，今年仍沿用传习制度，内容主要分为会议讲话

精神、政策法规及技能培训三类，共组织开展 52次理论学习。其中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十九届二中全会等会议讲话精神学习 6次；以《民

法典》的公益慈善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政策

法规的学习 42次，以社保知识、cdr 技巧、99 公益日操作为主的技

能培训 4 次。

在外部培训方面，参与了 2 次外出培训交流。曹智超于 12月 2

日-4 日参加由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组织的“拾点工作坊”，与来

自北京、重庆等全国各地 20家社会组织进行交流学习。12月 20 日

-24 日，徐子涵参加 2021 年全省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在比赛评选方面，徐子涵、曹智超作为机构新人身份，分别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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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米粉原产地反哺计划”、“根与伢计划”申报了中国公益慈善项目

大赛，“根与伢计划”获百强奖。庄子云荣获团中央颁发的“第十三

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南昌市社会组织党委颁发

“2020-2021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在人才输送方面，中心副理事长沈东京荣获南昌市党委颁发的

“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青云谱区党委颁发的“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庄子云入选江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常务理事、南昌市红十字会常

务理事；周彦廷被引进为江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担任副秘书长，被

《江西省社会组织》聘为编委；陈银生被引进为赣州市红十字博爱基

金会第二届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三）文化建设情况

在内部团建方面，组织包饺子、月饼手工制作等形式丰富的活动，

其中手作月饼附定制贺卡礼赠往期崛美成员。

在文化研究方面，一是自上海北外滩动迁为起点，延伸出箱文化、

读书台文化砖、近代铜攀、书箱、蝴蝶等系列研究课题，期间计划办

展 2次，分别是“百年沉浮 外滩箱遇”及“百年家国梦 风雨同化蝶”，

采购展览相关书籍 8 本，开展内部论文、书籍研学 2次，组织撰写展

览解说词，编写《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百年箱遇”公益项目志

愿者手册》，亲赴景德镇、滕王阁古玩市场、万载实地调研 4次，目

前“百年家国梦 风雨同化蝶——中国近代家具蝴蝶铜攀展”在落地

阶段。二是筹备崛美实物展，计划在原有照片墙的基础上增加职业公

益人语音解说及照片对应相关实物展览，语音解说将对应项目照片，

让参访者可以自由听、反复听。实物展将沿用樟木箱展台，与整体圆

厅展区相融合，让更多老物件有故事可以讲，进一步烘托机构文化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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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在品牌建设方面，先后为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江西省社会组

织发展促进会、中共南昌市委党校、青云谱区组织部、民政局设计形

象标识。

二、项目发展情况

（一）名著小书包发展情况

“名著小书包”乡村宝贝藏书筑梦计划于 2018 年 5月首发。项

目主要面向乡村中小学，以人人全覆盖方式，解决教育部要求的中小

学生必读书目在乡村缺失的刚需，推动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并轨。

“名著小书包”丛书委托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基础版共 60部

经典名著，均精选自教育部《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分小初、小

中、小高、初中、高中 5个阶段，每个阶段 12本名著，目前已正式

出版 21本。除科普版外，今年献礼建党百年，在南昌市委组织部、

市直机关工委、南昌市妇联、团市委的推动下，推出名著小书包（红

色基因版），在基础版上，每个书包分别再增加 3 本红色教育书籍，

让党史教育浸润童心。今年提出辅读新模式——“自主阅读激励系统”

并着手在南昌市南镇小学、九江市修水县兰鹰希望小学等具有示范意

义的小学进行深耕试点，联合团市委、《小猕猴》杂志社开展全国首

届名著小书包徽章少儿绘画大赛，通过比赛提炼受助对象阶段性读书

成果，将徽章与激励、收藏、交流、悦读相结合，从而激发自主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将徽章激励常态化、系统化、社交化。

2021 年，名著小书包总筹款 4178494.41 元。其中灵析月捐金

额 44564.3 元；名著小书包西部筹款金额 167661.36 元；红色基因版

筹款金额 3966268.75 元。累计发放名著小书包 14645 套，受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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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江西省及河南、河北、深圳、云南等。

迄今为止，名著小书包荣获 2018 年“中国慈善公益项目大赛”

铜奖，并入选“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拾 U 工程”。2020 年，被国

务院扶贫办评为“2019 社会组织扶贫 50佳案例”，“第二届赣鄱慈

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名著小书包”丛书，荣获“2019 年全

国出版发行集团品牌传播金案金奖”，2021 年名著小书包项目组荣

获“2019-2020 年度青年文明号集体”、2021 年出版发行行业创新

20强。

1.项目研发方面进展

3 月 26 日，中共南昌市委组织部、中共南昌市直属机关工作委

员会、南昌市妇女联合会、共青团南昌市委联合发表关于开展“学党

史 润童心 做先锋--送‘名著小书包’进乡村”党员爱心公益活动倡

议书，推出了名著小书包红色基因版。

5 月 27 日，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部分成员前往进贤县西湖

李家调研农耕文化、农耕博物馆，为之后名著小书包（科普版）梅岭

小学农耕特色教室打造提供思路和方案。

5 月 29 日，子宏崛美名著小书包辅读项目启动仪式在南昌市美

吉温德姆花园酒店举行。崛美公益与南昌市红谷滩子宏培训学校共同

开启了“带上名著去助学”主题活动，旨在以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为

契机，教授和引导乡村宝贝读名著，实现有书读书、助人育人并举。

活动由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指导，南昌市红谷滩子宏培训学校执

行，共同成立子宏崛美·名著小书包辅读团。

5 月 29 日下午，崛美公益成员前往安义县长埠镇老下村验收名

著小书包科普教室，老下小学是安义县长埠镇老下村唯一的公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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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孩子们都在这里念小学。因为年轻村民大多外出务工，学校里

的孩子 80%以上是留守儿童。据了解老下村曾是江西省“十三五”贫

困村，位于县城东部，距县城 7公里，村民主要工作是务农和外出务

工。村辖 20个村小组，11个自然村，878 户，3296 人。

老下小学因规模不大，教学设施经费不足。多媒体教学设备早已

超出使用年限，大部分无法正常使用。受设备所限各科课程都无法使

用现代化的教学方式，特别是音乐美术课。崛美公益与北京联想公益

基金会共同合作，为老下小学建一间“科普小课堂”多媒体教室，改

善乡村小学孩子们的教学体验。

6 月 5日，周易先生名著小书包文创产品捐赠仪式在南昌市崛美

公益发展中心 707 会议室举行。

6 月 23-27 日，名著小书包项目办赴义务、上海调研文创产品，

通过观看世界插画大赛 2020 年展览及 CIB7 金银铜展览，了解大赛办

赛流程及展览方式，为后续名著小书包各类绘画大赛奠基、通过 19

届上海礼品展结识国内名流设计师，并与之介绍名著小书包项目、通

过义务文创市场，与文创产品制作及批发商建立联系，了解目前前沿

的文创产品设计，汲取创作灵感，拓宽文创研发思路。

9 月 19 日，崛美公益成员前往九江修水黄荆村调研，探讨名著

小书包九江实景基地建设。踩点 70年代废弃小学排行小学，并向村

委提出修旧如旧整修思路，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11月 6日下午，名著小书包项目办一行赴南昌市青山湖区南镇

小学参观考察，参观了新老校区，并就“建设名著小书包试点学校”

开展深度会谈。双方希望共同携手，以名著推广阅读为抓手，让孩子

自主进行系统化阅读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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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7 日上午，南镇小学名著小书包示范学校揭牌暨名著阅读

“双减”育美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南镇小学顺利举行。

2.活动造势方面进展

2 月 25 日，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联合江西省艺术中心、南

昌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豫章小学在江西艺术中心大剧院开展名著小

书包童心筑梦·新春游艺汇活动。

3 月 8日上午，名著小书包”筑梦小魔方主题画展惊艳亮相位于

红谷滩会议中心举办的“百年风华 一路芬芳”2021 南昌市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三八”国际妇女节主题活动。原省委常委、

南昌市委书记吴晓军，市委副书记、市长万广明等领导莅临现场，为

活动助力添彩。在参观名著小书包展区时，吴晓军书记详细了解项目，

并给予高度评价。本次画展展出的手绘魔方系市妇联、团市委、《小

猕猴》杂志社主办的“筑梦小魔方”2019 年全国首届名著小书包儿

童画大赛（南昌赛区）的获奖作品。画展作为名著小书包公益项目的

文化延伸部分，为城乡儿童搭起互动联通的彩虹之桥，吸引更多爱心

人士关注乡村儿童的阅读状况，助力名著小书包播种太阳！

4 月 2日上午，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妇联、团市委联

合主办的“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送‘名著小书包’进乡村”党

员爱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南昌县黄马乡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李镇发，南昌县委书记、小蓝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熊运浪, 市直机关工

委书记陈奕蒙，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胡矞，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姜

江，以及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妇联、团市委、南昌县委、县政府

有关领导出席活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江西美术出版社、南昌县

黄马乡中小学生代表、市女企协代表和爱心志愿者们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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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日，“名著小书包”科普手抄报儿童画展在南昌县黄马

乡“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送‘名著小书包’进乡村”党员爱心

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展出，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镇发等领导及黄马中

心小学的孩子观看了画展。

4 月 13 日，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妇联、团市委四家

单位共同在红谷滩会议中心东厅组织开展“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

送‘名著小书包’进乡村”党员爱心公益活动推进会，各县（区）委

组织部、机关工委、县区妇联、团县（区）委、各市直机关党组织负

责同志共 150 余人参加会议。

4 月 15 日上午，南昌县“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送‘名著

小书包’进乡村党员爱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莲塘一中八一分校举

行。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奇勇、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林、县直

机关工委书记樊庆华、县妇联党组书记熊敏、团县委书记付驰、教体

局局长饶发全、八一乡党委书记郭朝辉、全县各乡镇（街道、管委会）

分管党群工作的副书记，县直县管党（工）委党建分管领导，巾帼志

愿者代表，青年志愿者代表及八一乡中小学生代表出席启动仪式。

4 月 21 日下午，西湖区“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送‘名著

小书包’进乡村党员爱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区党建服务中心举行。

区委组织部、区妇联、团区委、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相关负责同志，

区属各党（工）委党群工作负责同志、相关业务负责同志参加启动仪

式。

4 月 22 日进贤县委组织部、县直机关工委、县妇联、团县委四

家单位召开“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送‘名著小书包’进乡村”

活动推进会。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颜贤萍主持会议。县委组织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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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涂小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团县委书记姜蕾出席会议并做动员，

县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吴学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南昌崛美公益项目负责

人曹智超参加会议。各乡镇党委副书记、城市社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

记；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党建分管领导；各乡镇妇联主席、城市

社区管委会妇联主席，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妇委会主任；各乡镇

团委书记、城市社区管委会团工委书记，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团

组织书记等 200 余人参加会议。

5 月 11 日下午，青山湖区“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送‘名著

小书包’进乡村”党员爱心公益活动在南昌二十八中教育集团江安学

校举行。区委副书记陈兰，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段宏勋，副区长胡燕

琴参加。

5 月 30 日，南昌市第七届六一“童乐汇”暨红色亲子嘉年华公

益主题活动在南昌市滕王阁景区开幕，活动中开展了名著小书包公益

捐赠仪式，同时崛美公益邀请南昌市妇女儿童中心领导为在“名著小

书包”科普手抄报活动中获奖的南昌市璜溪小学师生颁发了奖品奖状。

6月 17 日，老下小学爱心书籍捐赠仪式在南昌市安义县长埠镇

老下小学名著小书包科普小课堂举行，此次捐书活动得到了南昌市东

湖区新东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南昌凤凰城上海外国语学校、南京路

小学二（1）班师生以及江西省图书馆捐助的 1459 本爱心书籍，定向

用于老下小学。

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学党史、润童心、做先锋·“幸

福微心愿”名著小书包捐赠仪式，在南昌市西湖区丁公路 IM盈石广

场顺利举行。现场观众共计两百余人莅临现场。南昌市餐饮（烹饪）

行业协会发动会员单位积极募捐，首批捐赠将为 170 名困境儿童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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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小书包。

9 月 18 日至 9月 22 日，名著小书包·筑梦小魔方在高新区瑶湖

书房布展，倡议市民捐赠七成新以上书籍及参与名著小书包筹款活动。

12 月 3 日上午，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呈香专项基金携手南

昌市妇联、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在南昌县蒋巷镇三洞村三洞小学，开

展“春蕾陪伴 牵手成长”小候鸟助飞帮扶计划暨南昌市名著小书包

“励志女童”推选启动活动。

3.发放辅读活动进展

3 月 4日，崛美公益联合南昌市小鲜鹭志愿者协会及南昌地铁青

年志愿者们开展了“名著小书包·村伢游学成长营”之学雷锋主题公

益活动。邀请来自新建区石埠镇龙岗小学的 7名小学生参观南昌八一

起义纪念馆，走进南昌地铁开展小志愿者学雷锋活动，并为孩子们送

上了“名著小书包”助学大礼包，让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名著。随后志

愿者“一对一”牵手孩子们开启了一天愉快的成长营活动。

2021 年 3月 26 日上午，“名著小书包”走进南昌县向塘镇璜溪

小学，为该校 87名学生送上了沉甸甸的精神食粮。捐赠仪式过后，

子云姐姐为孩子们上了一堂感恩教育课，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帮助孩

子们树立远大理想，并在感恩心语卡上对捐赠书包的叔叔阿姨写下了

自己的心里话。

2021 年 5月，由北京联想公益基金会、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共青团安义县委共同举办的“名著小

书包科普手抄报大赛“把口小学表彰仪式在把口小学操场举行。活动

向“名著小书包科普手抄报大赛”获奖师生颁发证书和锦旗。南昌市

崛美公益发展中心主任庄子云、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秘书长周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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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团安义县委代表熊瑶、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代表李梦佳以及

把口小学全体师生参加了活动。

2021 年 5月，由北京联想公益基金会、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共青团安义县委共同举办的“名著小

书包科普手抄报大赛”老下、江下小学表彰仪式在老下村大讲堂举行。

活动向“名著小书包科普手抄报大赛”获奖师生颁发证书和锦旗。南

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主任庄子云、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秘书长

周彦廷、团安义县委代表熊瑶、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代表李梦佳、

长埠镇中心学校工会主席涂海浪、以及老下、江下小学四十余名师生

参加了活动。

2021 年 5月，由北京联想公益基金会、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共青团南昌县委共同举办的“名著小

书包科普手抄报大赛”表彰仪式。仪式一开始，由蒋巷镇滁北小学校

长易杰同志致欢迎词，向各界爱心人士表示热烈地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接着由崛美公益发展中心的代表为本次手抄报大赛获奖的同学及老

师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品。最后向在场的同学们展示该校学生的获奖作

品并讲解相关的绘画技巧，鼓励未获奖的同学们再接再厉。

5月，“名著小书包科普手抄报大赛”石岗小学表彰仪式在石岗

小学教室举行。

5月 11 日“名著小书包科普手抄报大赛”罗舍小学表彰仪式在

罗舍小学操场举行。

5 月 13 日“名著小书包科普手抄报大赛”三江镇第二小学表彰

仪式在三江镇第二小学会议室举行。江西省希望工程公益大使、名著

小书包公益大使子云姐姐、团南昌县委书记付驰、南昌市青少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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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代表陈斌、三江镇党委委员、关工委主任袁冬、三江中心小学

校长朱景峰以及三江镇第二小学两百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9.2021 年 5 月 13 日，由北京联想公益基金会、共青团南昌县委、

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共同举办的“名

著小书包科普手抄报大赛”白城小学表彰仪式在白城小学教室举行。

活动向“名著小书包科普手抄报大赛”获奖师生颁发证书和锦旗。江

西省希望工程公益大使、名著小书包公益大使子云姐姐、南昌市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代表陈斌、团南昌县委代表以及白城小学四十余名师生

参加了活动。活动开始，白城小学校长李建国致欢迎辞。他简要总结

了活动的开展情况。随后，与会领导为优秀试点学校校长颁发锦旗，

并为优秀指导教师以及获奖学生颁奖，获奖学生代表也向大家介绍自

己作品的创作缘由以及过程中自己学到的知识。最后江西省希望工程

公益大使、名著小书包公益大使子云姐姐对获奖作品进行点评，并对

小朋友启发和鼓励。5月 14 日下午，“名著小书包科普手抄报大赛”

梅岭学校表彰座谈会在梅岭小学会议室举行。

5 月 18 日，“名著小书包科普手抄报大赛”罗亭中心学校表彰座

谈会在罗亭中心学校会议室举行。

9 月 30 日，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携江西省图书馆、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为进贤县

泉岭乡前溪村前溪小学全体师生开展喜迎国庆“名著图书馆”赠书仪

式，此次共捐赠爱心图书 600 余本，儿童电话手表及文具 13套。

10 月 10 日上午，“中华成语故事”书籍进校园的捐赠仪式在小

平田明德小学举行，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联合南昌大学龚全珍研

究生支教团向小平田明德小学捐赠了 1077 本中华成语故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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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24 日至 25 日，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深入修水

县东港乡靖林村、黄荆村、岭下村，以三村孩子就读的兰鹰希望小学

为核心，打造名著小书包示范学校。本次活动为一至五年级的孩子们

开设了生动的感恩教育课、阅读课和美术课，统一发放水彩笔和徽章，

在推动阅读中融入感恩教育，提高阅读审美能力，激发孩子创造性思

维，进一步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2月 9日上午，“深化教育帮扶 助力乡村振兴——名著小书包”

爱心捐赠活动在南昌县幽兰镇罗舍村举行。南昌轨道交通集团团员青

年为罗舍小学全校 189 名学生捐赠价值四万余元的“名著小书包”，

送去满满的精神食粮。

2021 年 12 月 20 日下午，青巢爱心基地揭牌仪式暨名著小书包

捐赠活动在南昌市红谷滩区生米镇青岚小学举行。

2021 年 12 月 22 日下午，青巢爱心基地揭牌仪式暨名著小书包

捐赠活动在南昌市新建区联圩镇芦洲学校举行。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午，南镇小学开展“名著阅读，双减之美”

暨元旦迎新爱心义卖活动。作为南昌市第一所名著小书包示范校，南

镇小学乘着双减的东风，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全力打造书香校园，为

减负增效翻开新篇章。 知识浸润心灵，书香丰盈人生。“双减”政

策的实施让同学们有了更多的支配时间，为开展名著阅读开辟了广阔

空间。“双减”背景下，南镇小学将继续与名著阅读活动常规化、常

态化、课程化，让学生在书香的浸润中健康成长。此外，依托“双减”，

坚持五育并举，充分发挥校园资源优势，为“双减”下的孩子们构建

开放的实践活动空间，书写花样人生！

（二）呈香专项基金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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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香专项基金”是 2015 年发起的“合伙做公益”的爱心项目，

采取“公益合伙人”模式，聚集爱心企业家和个人 AA制筹集善款，

所筹款项用于公益事业。每年一届，届末清盘，重新发起下一届。每

届推选轮值主席 1名，全国先进公益机构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派

专人负责秘书处工作，负责日常事务。第一期至第五期主要围绕贫困

户“住”的问题，为政府危房改造做配套，帮扶了 36位贫困户援建

保障安居的住房，第六期开始组织改造和升级闲置的乡村公共文化空

间，因地制宜建设不同功能的“乡村公益综合体”，探索乡村文化振

兴的新路径，为其他社会组织乃至政府提供参考的公益项目，目前已

建设五栋综合体。

2021 年，呈香专项基金召集合伙人 24位，筹集 207295.28 元善

款（其中香友善款 184000 元，腾讯配捐增值 23295.28 元），往期结

余款 307527.01 元。完成两座呈香公益综合体的竣工交接，迎来了项

目重大转型，所筹款项扣除基金会及秘书处行政成本后 488522.365

元将全部用于帮助事实孤儿和困境儿童方向。首期与南昌市妇联达成

合作，借助政府的平台力量，让项目资金更加聚焦，并计划在春节期

间开展针对贫困生的慰问走访。

5 月 19 日上午，秘书处前往南昌县蒋巷镇立新村调研呈香公益

综合体建设情况，与村书记等会谈了目前的情况以及下一步安排，为

验收工作推进做好前期准备。

5 月 22 日上午，历时一年多的贺家呈香公共活动中心重建竣工，

启用庆典仪式在吉安市埠前镇紫雾源村隆重举行。当天上午，紫雾源

村锣鼓喧天、鼓乐齐鸣、彩旗招展、人海如潮，一派热闹的节日景象，

一座全新的贺家呈香公共活动中心展示在各位莅临嘉宾和村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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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南昌市南昌县蒋巷镇立新村立新村呈香乡村公益综

合体验收工作推进会在党员会议室召开。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呈

香专项基金第六期轮值主席及香友代表、秘书处工作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会议通过了立新村乡村公益综合体后续使用方向，重点将结合当

地禁捕后全村养殖的特点，建议村委招商引资食品加工企业，推进新

农村建设进程，填补加工场地不足的现状。

6 月 12 日，由共青团南昌市委主办，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

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推出“中国米粉原产地公益反哺计划”

在第一届米粉节主会场顺利发布，呈香村村播不停作为主要项目之一

进行了现场路演。

7 月 1日，九江市彭泽县邻都村在呈香颐养之家内举行了隆重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活动，旨在迎接建党百年，致敬光辉岁月，向党的

一百周年华诞献礼，村民齐聚一堂、欢声笑语。

7月 7日，呈香第六期轮值主席李云桥，副主席叶水平同秘书

处，与立新村刘少华书记，扶贫企业代表刘延军就立新村综合体使用

问题进行了初步磋商。

8月 22 日下午，呈香专项基金第六期轮值主席李云桥在崛美公

益 706 会议室主持召开了 2021 年度第四次主席团会议，主要讨论了

第六期轮值主席换届以及招募第七期香友计划。

8 月 26 日，呈香秘书处前往九江市濂溪区、南昌市红谷滩区、

青山湖区，拜访了企业合伙人江西赣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和香友黄德

兵、胡莉芳，汇报了第六期项目报告，香友们给予了第六期工作高度

肯定，共同展望了呈香专项基金第七期工作.

8 月 28 日，呈香专项基金第六、七期轮值主席交接仪式在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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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青山湖区珉轩智能大厦圆满举行。莅临此次活动的香友分别对呈香

专项基金第七期公益方向进行想法互通，充分发挥合伙做公益的特质，

在表态决议后计划将整体思路聚焦在事实无人抚养子女及孤儿的成

长教育中，依托崛美公益名著小书包发放群体，提炼其中典型个案进

行帮扶。

9 月 5日至 9月 9日，崛美公益动员了 1868 名志愿者参与，为

第七期呈香专项基金筹集 207295.28 元善款（其中香友善款 184000

元，腾讯配捐增值 23295.28 元），将用于第七期帮助事实孤儿和困

境儿童方向！

2021 年 9-11 月，呈香专项基金“光明心”计划（由李联峰主席

个人出资）向九江市彭泽县杨梓中心完小、邻都小学、海形小学、浩

山小学、东升小学、黄岭小学、黄桥小学等六所学校捐赠总价值约十

万元公益物资，包括电脑 3 台、空调 2台、12 米高杆灯 1 套、6 米

太阳能路灯 80套。

11 月 24、25 日，呈香专项基金秘书处在九江市修水县岭下、靖

林、黄荆三个村走访慰问了当地贫困学生，深入贫困学生家中进行走

访调研。以下是通过走访了解到的四位贫困生基本情况：

二年级的子翔家属于因病致困，他去年被汽车撞到，经过半年的

治疗，一直在家养伤；妈妈也在去年被检查出有病在身，只能靠爸爸

一人在外工作，家庭状况日益趋下。但这名学生非常懂事，就算一个

学期没来学校，一直在家自学课程，回到学校后，学习成绩依然优秀。

邓子阳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父母离异，他是

判给爸爸，爸爸长期在外工作，只能跟着年长的爷爷奶奶生活。他品

学兼优，各科成绩优秀。但非常腼腆，年纪小不怎么说话，他说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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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的课是数学课，因为不需要社交只有奇妙的数字运算。

平曹庆是一个二年级的小女孩，父亲坐牢，母亲四年前打工就不

再联系，由奶奶拉扯四个孩子长大，目前三个已经读大学或者打工，

只有她和奶奶相依为命，靠叔叔和国家低保 3000 元/年救济，但姐姐

读大学生活费就要 1600 元，生活得很拮据。每天放学就是写作业，

看电视，成绩很好，就是腼腆爱哭，奶奶说就算借钱也要供他们读书。

（详情请扫码观看视频）

姐姐冷欣怡四年级，弟弟冷欣宇 8 岁，本应上三年级，但因为天

生残疾——听不见，导致语言系统没有锻炼，只会哭闹不会说话。姐

弟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父母离异，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弟弟曾去过修

水县特殊学校十个月，因为没钱又送回来了，现在一直呆在家里，有

时情绪不稳定会自残咬自己。

（详情请扫码观看视频）

12月 3日上午，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呈香专项基金携手南

昌市妇联、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在南昌县蒋巷镇三洞村三洞小学，开

展“春蕾陪伴 牵手成长”小候鸟助飞帮扶计划暨南昌市名著小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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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女童”推选启动活动，呈香专项基金第七期轮值主席李联锋出

席本次活动。

本次名著小书包励志女童推选活动系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

呈香专项基金第七期资助励志少年儿童系列活动的第一步，结合“名

著小书包”公益项目，面向全市征集“爱党爱国、诚实守信、品学兼

优、勤奋好学、助人为乐、尊敬师长、孝老爱亲”等良好道德品质的

留守、流动及困境家庭女童，呼吁更多的社会关爱汇聚到困难儿童群

体上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成长力量，走向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三）老农万岁发展情况回顾

乡村 70岁以上的老农，是牵着黄牛拖着犁的农耕文化最后的亲

历者，是见证祖国沧桑的一代人，他们默默耕耘建设着，却没能享受

太多日新月异今天带来的福利，许多人离世时，只能翻拍身份证作为

人生最后的影像。为了向这一批大地的脊梁致敬，我们推出了“老农

万岁”影像计划，希望记录他们最甜美的笑容，记录这个时代。老农

万岁计划十年时间拍摄一万名 70岁以上的老人，为他们送去笑脸的

照片，形成影像志。2021 年，老农万岁走过了南昌县罗舍村、南新

乡团结村、安义县老下村、新建区象山镇河林村三地四村，共计拍摄

558 位老人，并为他们洗印 16寸照片装框后送到他们手中。

1.赴南昌县罗舍村发放老农万岁照片

2021 年 1月，崛美公益联合南昌市小鲜鹭志愿者协会，在原十

三五省级贫困村南昌县幽兰镇罗舍村，为口喻村、下魏村两个自然村

215 名老人发放了 2020 年底拍摄的相片。

2.赴安义县老下村发放老农万岁照片

2021 年 2月 24 日，崛美公益联合江西鹭鹭行科技有限公司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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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省级贫困村安义县长埠镇老下村，为 111 位老人发放 2020 年

底拍摄的艺术照。

3.赴南昌县南新乡团结村开展老农万岁

2021 年 9月-10 月，在南昌市民政局指导下，南昌市崛美公益发

展中心联合南昌市西湖区苹心志工社、南昌市社会组织党委第一联合

支部在南昌县南新乡团结村开展“老农万岁”活动，为村内八十余位

70岁以上老人拍摄半身照。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2周年，2021 年 10 月 1 日上午，

在南昌市民政局指导下，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联合南昌市西湖区

苹心志工社、南昌市社会组织党委第一联合支部在南昌县南新乡团结

村开展第二批“老农万岁”拍摄活动，为村内一百位 70岁以上老人

拍摄半身照。在此次拍摄完成后，志愿者将会为该村所有 70岁以上

老人挑选出最美照片进行 16寸彩印，配框后再赴团结村免费发放。

2021 年 10 月 14 日，正值重阳佳节，崛美公益携手南昌市民政

局，为南昌市南昌县南兴乡团结村 181 位爷爷奶奶送来上周为他们拍

摄洗印装框好的半身照片。九点四十五活动正式开始，村委门口人声

鼎沸，大家围观着地上铺满的照片，互相欣赏点评着。在志愿者和村

干部的有序组织下，老人们都喜笑颜开地领到了自己的笑脸照片。

4.赴新建区象山镇河林村开展活动

2021 年 12月 3日，崛美公益携手南昌市政府办驻河林村工作队、

南昌市小鲜鹭志愿者协会，前往新建区象山镇河林村，为 51位七十

岁以上老人拍摄半身照片。

2021 年 12 月 20 日，在南昌市政府办公室驻村工作队的协调下，

崛美公益携手南昌轨道交通集团、南昌市小鲜鹭志愿者协会再次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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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区象山镇河林村，为51位古稀老人发放拍摄好的16寸装裱相框，

送来冬日的温暖。

第二部分 荣誉及媒体报道
一、2021 年荣誉情况

1.【中国社会组织等级评估】5A级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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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组委会】2021 年“根与伢计划”荣

获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百强奖

3.【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组委会】“根与伢计划”入选资源联

动优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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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2021 年优秀公益伙伴

二、媒体报道

（一）机构报道

【新华社】每年倒贴工资十多万，“公益瘾者”阎志强 26 年的

公益人生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4472735959209393&wf

r=spider&for=pc

【澎湃新闻】初心 50城|江西南昌:英雄之城如何炼就爱心气质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749562779070238&wf

r=spider&for=pc

【江西省民政厅】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社会组织党委、南昌市

崛美公益发展中心联合开展九九重阳节活动

http://mzt.jiangxi.gov.cn/art/2021/10/15/art_34587_3689

291.html

【中国青年报】南昌西湖区：新春送温暖 为环卫工人拍暖心照

片

http://df.youth.cn/dfzl/202102/t20210222_12722836.htm

【今报网】世界读书日 让我们一起阅见美好——联想会员公益

捐书

http://www.jinbw.com.cn/jiadiannews/2021-04-25/n_161934

1838213223.html

【南昌日报】志愿者为古稀老人免费拍摄艺术照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3143022404/bb56b74

402000ynk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749562779070238&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749562779070238&wfr=spider&for=pc
http://www.jinbw.com.cn/jiadiannews/2021-04-25/n_1619341838213223.html
http://www.jinbw.com.cn/jiadiannews/2021-04-25/n_1619341838213223.html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3143022404/bb56b74402000ynk3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3143022404/bb56b74402000ynk3


23

【南昌新闻网】在脱贫攻坚中彰显省会担当——南昌全力推进脱

贫攻坚走深走实

https://cbgc.scol.com.cn/place/894770

（二）项目报道

1.名著小书包

【人民网】“名著小书包”助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512679486318676&wf

r=spider&for=pc

【新华社】为 5000 老农拍肖像，把名著送进乡村孩子书包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1-03/17/c_139816411.h

tm

【中国青年网】送“名著小书包”进乡村党员爱心公益活动在南

昌启动

http://df.youth.cn/dfzl/202104/t20210405_12831355.htm

【央广网】送“名著小书包”进乡村党员爱心公益活动在南昌启

动

http://jx.cnr.cn/dslb/20210403/t20210403_525453199.shtm

l

【中国公益新闻网】广丰区举行“名著小书包”发放爱心公益活

动

https://www.sohu.com/a/446615221_449497

【中国公益记录者在线】南昌市珠市学子参加送“名著小书包”

进乡村公益活动

https://www.sohu.com/a/459357511_10026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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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网】募集善款 175071 元!洪大集团开展“名著小书包”爱

心捐赠公益活动

https://www.360kuai.com/pc/9caf5b99d106ff702?cota=3&kua

i_so=1&tj_url=so_vip&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大江网】楞上村人大代表送“名著小书包”进校园

https://www.360kuai.com/pc/90c846b8fe1abb58b?cota=3&kua

i_so=1&tj_url=so_vip&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人民网江西频道】南昌：“名著小书包进乡村”公益活动启动

https://www.360kuai.com/pc/9b6309f36e9ca4a44?cota=3&kua

i_so=1&tj_url=so_vip&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中国江西网】梅岭镇开展“学党史”名著小书包进乡村六一爱

心公益活动

https://www.jxcn.cn/system/2021/06/01/019294874.shtml

【大江网】“我为群众办实事”-“名著小书包”爱心公益捐赠

日活动

https://www.360kuai.com/pc/99685e9a0e246bd28?cota=3&kua

i_so=1&tj_url=so_vip&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江西新闻网】为梦前行！“名著小书包”助力乡村孩子摆脱阅

读危机

http://www.jx.chinanews.com.cn/news/2021/0531/50582.htm

l

【中国江西网】南昌：首次发行“名著小书包”红色基因版 首

批 114 个进乡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948390243090114&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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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pider&for=pc

【潇湘晨报】送“名著小书包”进乡村，推动全民阅读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899349547

9717983066

【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送“名著小

书包”进乡村党员爱心公益活动走进南昌县黄马乡中心小学

http://edu.jxntv.cn/2021/0407/9533945.shtml

【消费在线江西】南昌轨道集团开展“名著小书包” 爱心捐赠

活动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QPLM3AG0552OFCC.html

【大江网】书香四溢，情暖六一--“送‘名著小书包’进学校”

爱心公益活动走进朝阳小学

https://www.360kuai.com/pc/9981af66f498737cd?cota=3&kua

i_so=1&tj_url=so_vip&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江西广播电视台】南昌：寻找励志女童 妇联牵手成长

weixin://resourceid/prepare/app.html

【江西广播电视台】南昌：送教下乡 关爱困境女童

http://pc.yun.jxntv.cn/p/494588.html

【南昌广播电视台】300 名孩子收到“名著小书包”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2621553

【昌南建设】送名著小书包 育童心爱党情

http://www.jxcnjs.com/?news_35/291.html

【九派新闻】高新二小举行名著小书包发放仪式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9115715611453098&wf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9115715611453098&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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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pider&for=pc

【九派新闻】送“名著小书包”进乡村 推动全民阅读

https://www.ncnews.com.cn/sp/yhnc/ncmrnews/202104/t2021

0414_1694261.html

【中新网江西新闻】南昌红谷滩城投集团开展“名著小书包”捐

赠仪式

http://www.jx.chinanews.com.cn/news/2019/0614/26715.htm

l

【大江网】献爱心、润童心 红谷滩区开展“名著小书包”捐赠

公益活动

https://tt.m.jxnews.com.cn/news/1273225

【大江网】“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送名著小书包进校园”

党员爱心公益活动走进新建区特殊教育学校

https://edu.jxnews.com.cn/system/2021/06/02/019296558.s

html

【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江西省首家乡村小学名著小书包科普图

书馆开馆仪式在进贤县前溪小学举行

http://fa.jxntv.cn/2021/0601/9548505.shtml

【中新网江西新闻】南昌青山湖区举行“名著小书包”爱心捐赠

活动

http://www.jx.chinanews.com.cn/news/2021/0512/49791.htm

l

【教育信息速报】品读经典名著 传承红色基因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8381699855825081&wf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9115715611453098&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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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pider&for=pc

【中国江西网】南昌大学“名著小书包”科普总动员捐赠仪式在

两小学举行

https://edu.jxnews.com.cn/system/2019/09/25/018603277.s

html

【南昌市妇女联合会】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南昌市送“名

著小书包”进乡村党员爱心公益活动启动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2034592

【上饶市广丰区广播电视台】名著小书包带你“遨游”知识海洋

https://www.sohu.com/a/446892966_120055570

【南昌青云谱发布】关于开展“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送‘名

著小书包’进乡村”党员爱心公益活动倡议书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383644

【彭泽在线】“关爱贫困儿童 让爱回家”名著小书包爱心捐赠

活动

https://www.sohu.com/a/447885441_262067

【抚州日报】“名著小书包” 助力乡村孩子读好书

http://www.zgfznews.com/news.html?aid=515771

【南昌市妇女联合会】洪大集团开展“名著小书包”爱心捐赠活

动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172077

【南昌经开区】“名著小书包”进校园 助力乡村孩子读好书

http://fenyi.yun.jxntv.cn/p/65787.html

【进贤县人民政府】李渡镇开展名著小书包捐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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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xx.nc.gov.cn/jxxrmzf/gzdt/202112/9b92cbb64dc640

f5bbaaa7bcfe8ae688.shtml

【共青团安义县委】安义县 “名著小书包科普手抄报大赛” 表

彰仪式顺利举行！

https://mp.weixin.qq.com/s/TiHPS_jTDtQlQNEoCZ5XCg

【澎湃号 南昌高新区】书本传递爱心！南昌高新区举行“名著

小书包”党员爱心公益活动！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28148

【南昌共青团】青云谱区召开“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名著

小书包党员爱心公益活动部署会

http://www.ncyouth.org.cn/article/9255.html

【南昌共青团】“爱心传递 筑梦未来——‘名著小书包’进村

小”志愿服务活动举行

https://www.163.com/dy/article/EAARJGEF0514X3EF.html

【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募集款物

总额突破一亿！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8939268244157223&wf

r=spider&for=pc

【南昌新闻网】南昌日报社党员为名著小书包募捐

https://www.ncnews.com.cn/tk/knc/202104/t20210421_16971

15.html

【智慧红谷滩】“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红谷滩区消防救

援大队送“名著小书包”进乡村小学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8J17UF30514UEV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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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新建发布】爱心公益活动等您来参与！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297982984

52146

【南昌青云谱发布】关于开展“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送‘名

著小书包’进乡村”党员爱心公益活动倡议书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2383644

【南昌共青团】名著小书包科普手抄报大赛表彰仪式在南昌县各

个学校陆续举行！

http://www.ncyouth.org.cn/article/9335.html

【南昌县人民政府】爱心助困，送教下乡，照亮乡村女童梦想—

—市妇联开展“春蕾陪伴 牵手成长”小候鸟助飞帮扶活动暨南昌市

名著小书包“励志女童”评选启动

http://ncx.nc.gov.cn/ncxrmzf/xydt/202112/a7488c58f5524c

bb99b1e1e9b5d8bf40.shtml

【南昌妇女之声】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 送“名著小书包”进

乡村党员爱心公益活动动员部署会召开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7IL6HQF0514Q7IF.html

【南昌县发布】学党史 润童心 做先锋——送“名著小书包”进

乡村党员爱心公益活动在南昌县启动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027866

【南昌县发布】东新乡开展名著小书包进学校暨助力点亮微心愿

活动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82489

【新余市教育局】水西逸夫小学工会开展“名著小书包”捐赠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82489


30

动

http://jyj.xinyu.gov.cn/jyj/xqdt/2021-06/21/content_e88

597fa35594f35b2152433e8a137a1.shtml

2.呈香专项基金

【中国妇女报】爱心助困，送教下乡，照亮乡村女童梦想

http://weixing.cnwomen.com.cn/share/news/detail_index.html?

contentType=5&contentId=206484&cId=0

http://pc.yun.jxntv.cn/p/494588.html

【江西 5 套】南昌：寻找励志女童 妇联牵手成长

http://pc.yun.jxntv.cn/p/495356.html

【江西都市广播】“中国米粉原产地公益反哺计划” 在第一届

中国米粉节主会场顺利启动

https://mp.weixin.qq.com/s/RbOWyQ-8Wm8ZHsN3Z2pGkA

【南昌美食】“中国米粉原产地公益反哺计划” 开始启动！

https://mp.weixin.qq.com/s/E20e7yNp5BFBEmXEw0gBcQ

3.老农万岁

【江西新闻网】九九重阳节！他们这样为老人庆祝

http://www.jxxw.com.cn/index.php/welcome/show_news?id=1

24472895&type=1

【大江网】“老农万岁”走进新建区象山镇河林村

https://tt.m.jxnews.com.cn/news/1459317?app=yttt

【南昌市乡村振兴局】“老农万岁”活动走进市审计局定点帮扶

村

https://mp.weixin.qq.com/s/SFjOPOhs-oYAZbtO_42Vvw

http://www.jxxw.com.cn/index.php/welcome/show_news?id=124472895&type=1
http://www.jxxw.com.cn/index.php/welcome/show_news?id=124472895&type=1
https://mp.weixin.qq.com/s/SFjOPOhs-oYAZbtO_42V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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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社会组织】“老农万岁”走进南昌县南新乡团结村

https://mp.weixin.qq.com/s/5GjAXP862M8v69_PiAmlVQ

【安义发布】您笑起来真好看！“老农万岁”走进长埠镇老下村

https://mp.weixin.qq.com/s/ENWDiBzxlslGljrsRDrQLQ

【崛美公益】“老农万岁”走进南昌县南新乡团结村！

https://mp.weixin.qq.com/s/qr50dUDbwYIs3P9-PvKYPw

【南昌市新联会】市新联会第四小组开展 “老农万岁”照片发

放公益活动

-https://mp.weixin.qq.com/s/ONql4ygVGNxUq4Ck31yasg、

【南昌日报】志愿者为古稀老人免费拍摄艺术照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3143022404/bb56b74

402000ynk3

https://mp.weixin.qq.com/s/5GjAXP862M8v69_PiAmlVQ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3143022404/bb56b74402000ynk3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3143022404/bb56b74402000ynk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