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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六个核桃.读书慧”公益基金

社会监督回访报告

社会监督巡察员 王洁 王瑄 岳岩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与爱心企业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签署了“六个核桃.读书慧”公益基金项目的三年赠书协议，其

宗旨是为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小学捐赠图书和配套设施，让更多贫

困地区的孩子体验阅读的乐趣，梦想的力量。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年度捐赠价值 1000 万元的图书及配套设施定向资

助辽宁、山西、陕西、浙江、广东、广西、四川和河北八省区贫困

地区的 463 所学校。受赠学校包括完全小学 308 所、不完全小学 49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106 所。受益学生达 25 万余名。

为了解 “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执行情况，2018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9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称中国红基会）社会监督巡

察员王洁对全部受助学校进行了电话回访。2018 年 11 月 12 日 至

12 月 21 日，中国红基会法务风控部邀请社会监督巡察员王洁、王

瑄、岳岩对项目实地巡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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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话回访

2018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9 日，社会监督巡察员王洁对全部受

助学校进行了电话回访。根据博爱助学项目中心提供的受赠学校信

息，以省为单位逐一学校进行电话回访。回访对象均为受捐学校校

长，各地校长接到电话后纷纷表示：非常感谢“六个核桃”企业和

中国红基会的善举，你们给学校给孩子送来图书的同时送来了希望

和梦想! 成功回访的学校都收到了捐赠图书、图书目录、书架和捐

赠牌匾。个别学校因地处偏僻山村、交通不便、又正逢暑期，图书

发送受到影响延迟收到。电话回访成功率 95.03%，较前两年的回访

成效明显。各省市电话回访情况如下(见下表)：

“六个核桃·读书慧” 公益基金 2017 年度项目

电话回访情况统计表

序号 省 份
资助学校

（所）

电话回访数

（所）

回 访 成 功 数

（所）

回访

成功率
备 注

1 辽宁省 80 80 73 91.25%

2 山西省 80 80 74 92.5%

3 陕西省 80 80 72 90%

4 浙江省 59 80 58 98.3%

5 广东省 80 80 79 98.75%

6
广西壮族

自治区
80 80 80 100%

7 河北省 2 2 2 100%

8 四川省 2 2 2 100%

总计 463 463 440 9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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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地回访

2018 年 11 月 12 日—12 月 21 日期间，三位社会监督巡察员与

法务风控部工作人员分组对辽宁、山西、陕西、浙江、广东和广西

6省区 49 所受赠学校进行了实地回访和督导。各省各校回访情况如

下：

（一）辽宁省

我们走访辽宁省的 9 所小学分别是：本溪市溪湖区后石小学、

沈阳市法库县太阳升小学、法库县十间房镇中心小学、沈阳市冯贝

堡镇中心小学、抚顺市东州区哈达九年一贯制学校、抚顺市育才小

学、抚顺县海浪乡九年一贯制学校、葫芦岛市连山区白马石乡九年

一贯制学校和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老官卜中心小学。

回访组和地方红会和教育系统工作人员一起查看了 9 所学校的

图书室、班级图书角和多功能教室。详细了解各学校现有图书拥有

册数、图书室管理和借阅等情况，并且和学校的学生们进行了座谈。

尽管条件有限，但每个学校都特别重视孩子们的阅读，都会把最好

的资源用于图书室和阅览室。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图书管理方面的

特点和经验。回访组在发现个别学校没有按照捐方和项目要求执行

的情况后，立即提出了规范、整改意见。12 月份，辽宁省红十字会

发来报告和照片，个别学校已经提前完成了整改。

例如： 沈阳市法库县太阳升小学、十间房镇中心小学和抚顺市

育才小学的图书到校后，分别放在各个图书角和图书阅览点，学生

可以借回家阅读。社会监督巡察员代表回访组和捐方，要求学校尽

量按照捐方意愿和项目规范书架、图书、标牌的使用和摆放。

冯贝堡中心小学图书管理员（兼职）李老师介绍项目捐赠的

1119 册图书、4 组书架、1个匾牌是 2018 年 4 月底由物流送到学校

的。学校当时准备按照教育局的要求对图书室进行改造，所以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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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后没有开包。回访组要求尽快让学生可以看到。

本溪市溪湖区后石小学对留守儿童特别关注，该校学生 220 人、

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不少，对图书的需求是刚需。图书到校后，

即组织老师按照到校的图书目录清点整理，登记上架，并且开始借

阅。和图书管理员李慧英老师交谈得知，项目捐赠图书、书架、匾

牌是由物流送到校的。

在和学生交流过程中，听到最多的是这批图书新知识点多，涉

及面广，同学和老师都喜欢。还有漂亮的低年级同学喜欢的绘本图

书。感谢捐方和红基会，希望图书可以按年更新。

抚顺市抚顺县海浪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在图书管理方面非常重

视，学校不仅窗明几净、校园整洁，学校所有楼道走廊都贴满了学

生的各种题材的习作。有图画、剪纸、书法，最多的是书香园地里

面的读书心得，笔记给巡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图书管理员叶莉

老师介绍，学校是今年 4 月底收到物流派送到学校的项目捐赠图书

1119 册、书架 4组、标牌一块。图书到校后，叶老师马上按照书目

核对后输入计算机，编码，即可开始借阅。对于项目捐赠的图书，

学生十分喜欢，借阅踊跃。在和学校的八年级、六年级、五年级的

同学座谈过程中，同学们纷纷表达了对这批图书的赞扬，他们对这

批图书的喜欢溢于言表。在这批图书中，同学们最为感兴趣的是军

事题材、伟人传记、新科技图书、教辅图书等。座谈过程中，学生

们踊跃发言，积极的告诉主持座谈会的巡察员王瑄他们喜欢的图书

和怀揣着的远大理想，大家都想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最后，巡

察组给予了参与座谈会学生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最为可贵的是，为了配合项目捐赠，抚顺县红十字会努力筹措

资金，配套捐赠图书。让红基会，省市红十字会巡察组十分感动。

葫芦岛市连山区白马石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塔山乡老官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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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执行情况比较好。回访组不仅看到项目捐赠图书、书架、匾

牌，三位一体整齐排列在图书室明显的位置，便于学生借阅，而且

还看到学生借阅图书登记手册完整，清晰反映了学生借阅项目捐赠

图书的情况。回访组在与学生、老师的短暂交流中，我们了解到，

孩子们十分喜欢项目捐赠的新书，每个同学都可说出看过和喜欢的

的图书名字。校长拿出了同学们写的观后感和读书笔记。学校教育

学生要知道感恩，感谢捐方，感谢红基会。在此过程中，回访组深

深的体会到，偏远山区农村孩子们对图书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

(二)山西省

回访组走访的 8 所学校分别是忻州地区代县上馆学区瓦窑学头

学校和东北街小学校、繁峙县北城中学和南关小学校、榆社县南河

底小学和北翟管学校、沁县故县小学、武乡县洪水中学校。

回访组在山西省红十字会同仁的陪同下到达了忻州地区代县上

馆学区瓦窑学头学校和上馆学区东北街小学校，分别对“六个核桃•

读书慧”项目捐赠的书籍及书架进行巡查回访。“六个核桃•读书慧”

项目捐赠给这 2 所学校的图书共计 2238 本书籍（每所学校 1119 本）

全部到位；书架 8 组 2 个标牌（每所学校 4 组书柜和 1 个标牌）全

部到位；学校条件有限，图书室即阅览室；图书管理员均为兼职。

回访组走访的另外 6 所学校的每一位校长和老师都积极配合回

访工作。虽然有的学校房屋十分简陋，但学校图书馆里面干干净净，

图书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不但有“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的图书印

章，而且还有学校图书室的印章，图书有目录有编码，学生借阅图

书时有登记记录，借书和还书时间记录，学生还可以带回家去阅读。

回访时我们分别与学校 4 年级以上的学生进行了交流，我们了

解到：学生们都非常喜欢阅读，男生女生喜欢的书有所不同；有喜

欢名著的，有喜欢童话书籍的，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假如给

ABL
还有剩余几所学校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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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天光明》。他(她)们的思想在书的海洋里得到了升华，同时他(她)

们还可以将书借回家给弟弟、妹妹们阅读。他(她)们知道只有养成

阅读的良好习惯，长大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才能为建设家乡做出

自己的贡献。他(她)们对“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捐赠的书籍表示

感谢，同时也对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善举行动表示感谢。在回访过

程中，同学们思想非常活跃，积极参与，踊跃发言，当问到他(她)

们将来的理想时，有的回答想当警察、军人，有的想当考古学家、

老师、医生，还有的同学想成为大学老师、国际翻译、小学老师、

物理学家、航天员等等；其中有一位同学喜欢小动物想当饲养员；

另一位想当公交车司机的小同学说道:“要让公交车开进山村，让更

多的人走出山村。”最后一位同学想当一名厨师，问他为什么？他说：

“我要开一个救济站，让好多吃不饱饭的人都到这里来吃饭。”在这

些朴实的话语，都体现了每一位同学的爱心。同学们的理想是远大

的，他(她)们说:“我们会在捐赠来的书中不断地吸取知识财富，将

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在回访过程中，我们发现该项目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上馆学区瓦窑学头学校将“六个核桃•读书慧”

项目捐赠的书架上摆放了与图书不相关的科普一类的东西，学校将

专门的书柜与项目捐赠的书籍统一摆放在一起；在对繁峙县北城中

学进行回访时，回访组发现捐赠的图书少了 50 本；而在繁峙县南关

小学校回访时发现他们多出了 50 本图书，通过回访组与这两个学校

进行沟通后，南关小学将多余的书籍送还给了北城中学；在对榆社

县南河底小学校巡查时，发现没有“六个核桃”的标牌；与此同时，

沁县故县小学校的 4 组书柜，缺了 2 块书柜顶板；另外有5 所学校

的图书室和阅览室没有分开；8 所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均为兼职老师

担任；其中有一所学校不知道“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有捐赠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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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孩子能够

“读好书、 多读书”的同时宣传红十字会的精神、推动红十字青少

年工作在学校的开展。但回访时我们发现山西省红十字会将此次图

书捐赠项目交给了教育厅，区县教育局为最终执行方。

(三) 陕西省

回访组走访陕西省的 10 所学校分别是：咸阳市长武县初级实验

中学和初级实验小学、淳化县十里塬中心小学和方里镇中心小学、

周至县哑柏镇中心小学和骆峪九年制学校、鄠邑区蒋村中心学校（原

甘西小学）和涝店镇中心学校、蓝田县焦岱镇中心学校和小寨镇西

坡学校。

回访组和地方红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查看了 10 所学校的图书室、

班级图书角和多功能教室。详细了解各学校现有图书拥有册数、图

书室管理和图书质量等情况，并且与学校的学生和老师进行了交流。

尽管条件有限，但每个学校都特别重视孩子们的阅读，都会把最好

的资源配备在图书室和阅览室。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图书管理方面

的特点。但与此同时回访组也发现个别学校收到的捐赠书架一直放

在库房里，没有按照捐方和项目要求执行，在回访组与学校反映该

情况后，学校立即提出了规范、整改意见和措施。

例如：周至县骆峪九年制学校，是西安 40 所农村标准化寄宿制

学校之一。大部分学生是打工子弟，常年父母不在身边。项目捐赠

图书在今年 4 月底由物流完整送到学校。在和老师同学交流中得知，

他们十分喜欢这批新图书，争先借阅，并且写了大量的读书心得笔

记，现场展示给我们看了部分学生的作品。学校班级还设立图书角，

定期轮流放置我们项目图书，使学生下课休息和午休时间都可以看

到图书。同时学校还建有少年宫，并组织了多项读书、美术、音乐、

舞蹈园艺等文艺活动，满足学生的课外生活。另外，学校还设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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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家长通话的语音设备，为学生和家长通话提供方便。

鄠邑区蒋村中心学校（原甘西小学）是一所由革命烈士李萃亭

于 1930 年创办的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现已经有 89 年的

悠久历史。“九一八”事变后，李萃亭积极倡导改变学制，将“静修

学舍”更名为“私立甘西小学”。项目捐赠图书和书架标牌是由物流

送到学校的。学校图书室正中间摆放着我们项目捐赠的四个书架的

新图书和标牌。在座谈中，校长老师同学称赞项目图书类别齐全同

学们特别喜欢。校长特别告知校方一定让捐赠图书在学生中传看，

不辜负捐方的意愿。

焦岱镇中心学校也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始建于 1932 年，巡

察组到校后，校长介绍项目捐赠的图书和书架、标牌都是物流送到

学校的。但也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由于学校是新楼，图书室全

套的书架和项目捐赠的书架不匹配，所以项目捐赠书架一直放在库

房里，标牌悬挂在图书室侧面墙上。在和学生座谈中，巡回组了解

到项目捐赠的图书，同学们都非常满意，图书类别齐全，满足学校

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读书需求。

蓝田县小寨镇西坡学校、鄠邑区涝店镇中心学校、淳化县方里

镇中心小学、淳化县十里塬中心小学、长武县初级实验小学等学校

均设立了图书角以及学生借阅图书登记手册等，方便同学们借阅图

书，老师和同学们都反映这批图书内容新颖，印刷制作精美，同学

们都十分喜欢，他们都非常感谢捐方和红基会的帮助。

周至县哑柏镇中心小学原有图书不少，特别是学校现在有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连环画（小人书）几千册；还有相同年代的故事书

籍。但原有图书大都是西安高校淘汰后捐给学校的，大部分已经过

时。“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捐赠的图书填补了时间上的差距，图

书质量好、种类齐得到了同学和老师们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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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组不仅看到项目捐赠图书、书架、标牌，三位一体整齐排

列在图书室明显的位置，而且还看到学生借阅图书登记手册完整，

清晰反映了学生借阅项目捐赠图书的情况。在与学生、老师的短暂

交流中，回访组了解到，孩子们十分喜欢项目捐赠的这批新书。捐

赠的图书类别齐全，满足学校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读书需求，还涉及

了很多英语和中英文对照方面的图书。同学们阅读新书后都认真写

了许多观后感和读书笔记。回访组深深的体会到，偏远山区农村孩

子们对图书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

在回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目前一些学校对不同类型图书的

不同需求。在和淳化县十里塬中心小学校长、图书管理员张老师及

学生们的座谈中，高年级同学反映捐赠的图书中，涉及英语、中英

文对照以及英语故事等方面的图书比较少；还有低年级的绘本图书

量也不够多。

（四）、浙江省

浙江省共有 59 所学校受到资助，回访组选择回访的六所学校

是：海宁启航学校、海宁市安定学校、武义明招小学、武义县柳城

小学、缙云县坑沿小学、缙云县胡村小学。

近年来，国家正逐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改造计划，但是在

此过程中，完善教学硬件设施成为了主要关注内容，而最为关乎孩

子们的学习环境与条件却未曾得到充分关注。学习的权利是平等的，

虽然身处山区，他们也一样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翱翔。“胸中有丘壑，

腹内有乾坤”，希望可以尽我们的绵薄之力，积沙成塔，去帮助这些

孩子走得更远，更宽。

例如：武义明招小学有 108 年建校史，校领导十分重视“六个

核桃•读书慧”项目，强调学生要充分利用捐赠的图书多读书，学校

老师要认真准备图书室，并开展对教室到走廊的图书角进行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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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的图书 1119 册，每本图书都有“六个核桃”项目的图章，唯独

缺书架 4 组。校长和老师解释，因学校原有些图书和书架较多，地

方又不够，捐赠的书架在现有图书室安放不下。于是学校就将这组

书架放置在体育室用于摆放体育器材。回访组当即表示学校没有更

多的教室摆放书架可以理解，但书架必须在明显位置标明捐赠方。

缙云县坑沿小学坐落在乡镇，“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捐书之

前，学校曾经号召学生带来自家图书与其他同学分享，但是数量有

限。这次“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为乡村学校带来了福音，图书新

颖，数量足够，学生们阅读兴趣极大提高。图书存放在图书室，以

班为单位借阅；每班教室都有图书角，在教室走廊、在楼梯斜角下

也开辟了特色图书角，学生随时可看到取到图书。图书室摆放的书

架和图书规整、干净、有序，标牌放置明显处，提示着此图书由中

国红基会和“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捐赠。该校收到图书目录一套，

保管得当，图书首页都有“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图书专用章。坑

沿小学校长极力倡导阅读，努力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和作文水平。

海宁启航学校、武义县柳城小学的同学们借书以班为单位，每

周交换图书，每班教室有图书角。尽管学校条件差，但孩子们自强

发奋，努力学习，有明确目标和理想，这样的学校正是本项目的目

标对象。在回访时，我们发现武义县红会工作人员虽少，但能量大，

合作精神强，努力为武义县的学校争取各种援助。这次该县有 10

所学校获捐，这些获捐的图书和书架已于上学期如数收到，弥补了

部分中小学校图书不足之短板。为扩大“六个核桃”项目和红会的

影响力，传播红十字精神，县红会组织了上百人的志愿者队伍参与

活动。

回访组在巡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海宁市安定学校硬件设

施较简陋，师资储备相当缺乏。图书室里有图书（册数不详）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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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4 组，无图书目录，未见到标牌，“六个核桃”的标牌图是图书管

理员自己打印贴到墙上的。因该校校长调动，现任校长及图书管理

员等老师均无人知晓具体情况。

（五）广东省

回访组走访了 8 所学校，分别是广州市增城区小楼镇竹坑小学和

小楼镇庙潭小学、恩平市良西镇鹤坪岑维休学校和旗风学校、茂名

市浴德小学、高州市根子镇高田小学、信宜市新宝甘利小学、罗定

市连州镇五和小学。

回访组详细了解了各回访学校的学生对图书的借阅情况，并且

与学校学生和老师进行了座谈交流。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有意

义的活动，希望借助此次活动“书”送梦想，传递爱心。全国人民

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时，捐赠书籍不仅能输送正能量，帮助贫

困学生圆读书梦，还培养了青年学子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时

代精神。

例如，竹坑小学是小楼镇最偏远的一所农村小学,该校现有在校

学生 95 人，其中三分之一是留守儿童。“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捐

赠的图书是 2018 年 5 月去区里物流中心取回来的。图书到校后，核

对了图书目录，共计图书 1119 册，书架 4 组，标牌 1 个。由学校图

书管理员牵头，全校 6 名老师共同加班加点将图书上架，便以班级

为单位开始借阅了。学生反映图书种类广，知识新，学生们都十分

喜欢，感谢捐方。

庙潭小学创建于 1930 年，校园环境优雅。“六个核桃•读书慧”

项目的图书整齐的码放在项目统一配备的书架上，唯独没有见到标

牌。校长和图书管理员介绍，图书和书架是当年 5 月由学校雇车去

镇上物流中心取回来的。取回的书和书架里面就没有标牌。校长反

映，这次项目捐赠图书书目新颖、内容涵盖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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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良西镇鹤坪岑维休学校，现有在校学生 179 人。我们来

到学校后了解到，项目捐赠图书、书架、标牌都在今年 4 月底由物

流完整送到学校了。到校后立即整理、登记、上架，并且开始按照

原有的图书管理规章借阅。为了便于图书更便捷的让学生下课即可

看见图书，学校将部分图书和书架安放在楼道拐角的空间，并且放

置了塑料小凳以便学生舒适阅读。在和五年级部分同学座谈了解到，

学生普遍感觉这批图书新颖、知识丰富、装帧精美。

茂名市浴德小学位于茂名茂南区高山镇。在校学生 750 人。学

校在今年 5 月雇车去的高山镇物流，取回的图书、书架和标牌捐赠

物品完整。项目捐赠的书架已经拆了外包装，但是没有组装，被放

在楼梯拐角处落满灰尘。与校长沟通了解到，其原因是:项目捐赠的

书架和学校原来的书架不匹配,摆在一起不美观。今年 4 月图书到校

后，经过整理登记就开始借阅给学生了。学校图书管理员陈晓良老

师介绍 ，项目捐赠的图书，配书科学，适合学校各个年龄段的学生。

经过和高年级同学交流，学生普遍反映良好。

高田小学远离繁华市区，相对其他学校，校舍破旧，没有操场，

缺少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但在学校却有朗朗的读书声。目前，在校

学生 206 人，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学校过去自有图书不多，且大多

都是过时和破旧的图书，项目捐赠图书可谓雪中送炭。通过读书让

他们感到生活、学习的乐趣和美好。特别是四年级一位女生在回答

我的提问时候，哭着告诉我他是留守儿童，他想在海南的爸爸妈妈

和家。因为项目图书，我和千里之外的小姑娘结缘。孩子们因为有

新的图书，吸引他们天天早到校读书。这个学校是我们项目捐赠图

书最成功的一例。

甘利小学在校学生 84 人。该校长和图书管理潘老师介绍项目捐

赠图书在今年5月由物流送完整送到学校。回访组看到1119册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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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书架和标牌均已到位，图书整齐码放在书架上，楼道和班级的

图书角的墙壁上都展示有同学们的读书心得笔记，有的心得笔记旁

边还有学生画的图书中的人物、景物等，图画十分生动。在和学生

的交流过程中了解到，他们十分喜欢项目捐赠的图书，感觉这批图

书类别齐全。还希望多一些低年级的绘本图书。

罗定市连州镇五和小学,学校迄今已经成立 80 年，现有在校学

生 178 人，回访组看到图书室整洁明亮，“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

捐赠的图书和书架放在图书室最正面明显的位置。在和学生老师交

流座谈过程中，每个同学都能够明确告知，他读过每一本图书的梗

概；还有同学告知，他喜欢军事题材的图书，长大的理想是当一名

警察，而且是特警去抓坏蛋、小偷保护老百姓、保卫祖国。通过图

书借阅登记簿，我们看到中国红基会捐赠的图书借阅量和在班级之

间的传递速度是最多最快的。项目捐赠的图书得到老师和同学的一

致好评。

（六）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自治区受捐 80 所学校。回访组走访了 8 个学校分别是桂林

地区龙胜县乐江小学、龙胜镇小学、全州绍水镇洛口小学、绍水白

沙中学小学、南宁市明天学校,五里亭第一小学，坛洛镇东佳小学和

江南区翠湖路小学。

回访时采取询问、察看、分别与校长、图书管理员、高年级学

生座谈等方式详细了解图书、书架、中国红基会 “六个核桃•读书

慧”标牌收到时间，送达方式、物流服务、图书登记、借阅时间、

管理制度，掌握学校对项目的执行情况，了解师生的阅读需求，及

时解决环节中存在问题，以利于更好地管理和使用所赠图书，使师

生受益。受捐学校师生充满热情地表达了对所捐图书的喜爱。

乐江小学扎根在龙胜大山中，学校刚修建了新教学楼，设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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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室、阅览室，有专职图书管理员，有计算机和扫码枪。学校收到

图书 1119 册，书架 4 组，目录存档，标牌正规安放在书架上。图书

室连着阅览室，出入口处安装防盗报警门，此设备在该项目连续三

年的回访中是第一次看到，可见学校增加配备了必要的设备及对图

书管理的重视。

龙胜镇小学在校生有 2000 人之多，学校位于镇里较繁华之地。

几年前该校接受过红十字书库的捐书，红十字书库的匾牌依然保留。

今年“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捐书，学校以为两批书是一家，将图

书放到一起，回访组在图书室、阅览室转了 2 圈都没看到“六个核

桃”的匾牌。询问后澄清了误解，将“六个核桃”标牌放置书架上

与红十字书库赠书并列。全校师生都喜欢“六个核桃”捐赠的图书，

图书由负责任的老师监管。

南宁市明天学校、五里亭第一小学和江南区翠湖路小学为市区

学校，校园状况、教学条件和师资优越且充足，对六个核桃的捐书

十分喜欢且珍惜。明天学校刚搬入新校区，“六个核桃”匾牌收藏着

未按要求展示。回访组在学校多处寻找多时，最后终于在储藏室找

到。即刻展示在图书室。翠湖路小学图书室约 300 平米，读书环境

很宽敞舒适。该校收到图书、书架、目录和匾牌均按要求放置。兼

职图书管理员操作存储图书计算机和扫码枪（由教育局配置）。学校

还在图书室出入口处安置了防盗报警器。

南宁地区共受捐 12 所学校，回访组回访了其中 4 所学校。南宁

地区的学校与桂林的村镇学校相比而言城乡差异巨大。结束回访，

经过短暂交流，大家一致认为“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是一个心系

贫困地区教育儿童的利国利民好项目，帮助山区学校改善读书环境，

让孩子更好地放飞“少年中国梦”。

三、收获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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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签约之际正是习主席提出消灭

贫困，精准扶贫之时。项目执行省、区红会和教育局都将捐赠学校

确定在贫困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捐赠项目紧密围绕中央的大政

方针，使受捐学校的贫困学生从中受益。湖南省红会将 60 所学校都

安排在全省最贫困的湘西、怀化和张家界地区。大山里的学生因此

项目有书读，读好书，读有意义的课外书。图书丰富了学生们的课

外生活并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扶贫助学授之以渔，捐图书即雪

中送炭。

（二）“六个核桃•读书慧”是助学扶贫项目，受益的目标人群

是在校中、小学生。地方红会与当地教育部门合作，从推荐、遴选

到确定项目学校，再到回访、督导项目，教育部门参与全过程是管

理项目、实施项目的有效保障。湖北省鄂州市凤凰街道菜元头小学

陈四群校长介绍说，他兼任思品课老师，讲授《思想品德与社会》

课程。《思想品德与社会》六年级下册中的“世界大舞台”一章里介

绍了国际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的概况。陈校长将中国红基会与“六

个核桃•读书慧”捐赠图书活动结合进行宣传，是一次切身感受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从小培养助人为乐、甘于奉献优良品德

的好机会。“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捐书的善举不仅倡导了读书快

乐的理念，同时也宣传了红十字精神，促进孩子们争做有道德、有

担当、乐于奉献、有利于人民和国家的新一代。

（三）基层红会逐步发展壮大，在实施“六个核桃•读书慧”项

目基础上，动员社会的力量，建立健全红会志愿者队伍，宣传红十

字精神和理念，吸引更多有志有才人士加入红十字帮扶救助、扶贫

救灾等慈善活动。

（四）因地域和各地交通、经济发展等原因，3 年来项目实施

的瓶颈是物流运送。前一两年，因受捐学校地处偏僻而物流常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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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学校只好自力更生，自找门路将图书运回学校。还有的个别

学校因无交通工具只能被物流要求再补付几百元才能给送到学校。

每当我们在偏远贫困地区学校谈及为捐书补交运费一事时，受赠学

校校长总是知足地说到“补交的运费比起千余册图书和书架，还是

合算的，愿意交付，这几百元值得；否则那么好的书运不进山里，

运不到学校，孩子们都盼着。”

“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在中国红基会的领导下，在各省红

会积极配合下，18 省 1411 所学校 774821 人直接受益，得到各地学

生、学校和社会充分认可和赞扬。 “六个核桃•读书慧” 项目已经

成为中国红基会品牌项目，也是利国利民的优秀项目，值得大力宣

传和进一步吸引捐方和社会力量坚持做下去。

送：总会领导、中国红基会理事、监事、社会监督巡察员、河北养元智

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发：项目执行有关省、市、县红十字会

共印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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