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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监督回访报告 

 

社会监督巡察员   王洁 王瑄 赵红 

 

 “六个核桃·读书慧”公益基金是由爱心企业河北养元智汇饮

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养元公司）联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设立的公益项目，其宗旨是为贫困地区的

农村中、小学捐赠图书和配套设施，给更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带来阅

读的乐趣，梦想的力量。2016年 11月至 2017年 6月，河北养元公

司再次捐赠价值 1000万元的图书和配套设施给云南、湖南、重庆、

江西、贵州、四川及河北七省市贫困地区的 488 所学校，受益学生

达 27万余名。 

为了解 2016 年度“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执行情况，2017

年 9月至 12月，中国红基会法务风控部邀请社会监督巡察员王洁、

王瑄、赵红对项目进行了电话和实地回访。 

一、 电话回访 

2017 年 9 月 12日-25日，社会监督巡察员王洁根据博爱助学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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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心提供的受赠学校信息对“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资助的 488

所学校逐一进行了电话回访。 

电话回访显示，除个别学校没收到捐赠的图书和书架，其他学

校都收到了。博爱助学项目中心通过追踪、查询后，妥善解决了学

校没收到图书或书架的情况。此次电话回访成功率为 93.44%。各省

市电话回访情况如下(见表一)： 

表一：“六个核桃·读书慧” 公益基金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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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 8 8 7 87.5% 

8所学校均收到图

书和书架，并提交

了回执。 

2 江西省 80 80 75 93.8% 

9所未提交回执学

校经电话确认，均

收到图书和书架 

3 湖南省 80 80 79 98.75% 
1所学校电话无人

接，全部回执提交 

4 四川省 80 80 76 95% 

4所学校未打通，3

所没提交回执的

学校确认已收到 

5 云南省 80 80 68 85% 

未反馈回执的 17

所学校中的 16所

经电话确认均收

到图书和书架,1

所学校无回执，且

电话是空号 

6 贵州省 80 80 75 100% 

22所未提交回执

学校经确认均收

到图书和书架 

7 重庆市 80 80 76 95% 

全市 74所学校收

到图书和书架并

提交回执。其余学

校经回访确认均

收到图书和书架 

总

计 
 488 488 456 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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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地回访  

2017 年 11月 6日—12 月 16日，社会监督巡察员王洁、王瑄、

赵红分别与法务风控部工作人员组成回访督导组，先后对云南、湖

南、重庆、江西、贵州和四川等 6省市的 50所受赠学校进行了实地

回访。回访情况如下： 

（一） 云南省 

“六个核桃·读书慧”公益基金 2016 年度项目向云南省 80 所

学校捐赠图书，实现了贫困县全覆盖。督导组对云南省楚雄和大理

两州 8 个县的 9 所受赠学校进行了实地回访。云南省红十字会对该

项目十分重视，从项目选点开始就责任落实到人。省红十字会要求

捐赠图书及书架统一配送到县红十字会，由受捐学校前往自取，确

保了项目图书和书架发放无误。 

武定县狮山镇乌龙小学地处海拔 1600 多米的大山里。该校是一

所寄宿制学校，在校学生 223人。学生由苗族（占 60%）、傈僳族、

彝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组成。 

在学校图书室里，“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捐赠的图书整齐摆

放在配套的书架上。1200多册图书正在登记造册中。学校有延续多

年的图书借阅制度和借阅登记手续，并对在校住宿的学生开放图书

室，方便他们阅读图书。 

督导组与学校师生进行了座谈。学生们对项目捐赠图书十分满

意。其中一位 6 年级的学生谈到，在校 5 年里，他已经全部阅读过

学校所有的图书。这次“六个核桃·读书慧” 项目捐赠的图书，涉

及知识面广，知识点更新，生动有趣，还有科学科幻类的图书。图

书新颖，拓展了孩子们的知识兴趣面，使他们更喜欢阅读图书，喜

欢获取知识带来的乐趣。 

武定县狮山镇古柏招银希望小学是招商银行捐建的学校。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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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办学条件较好，各项设施相对比较完善。在校学生 204 人，图

书室内显著的位置摆放着“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捐赠的图书和

书架。2017年 9月刚刚轮岗任职的图书管理员（兼职）老师说，捐

赠图书信息还在整理登记中，但图书借阅手续已完备。老师和学生

都喜欢看这批捐赠的新图书，同学之间还互相推荐自己喜欢的图书，

很多学生还写了读书心得笔记。学校在各班教室设立了“图书角”，

班里的图书委员去图书室借回图书放在“图书角”，一周更换一次图

书，方便同学课间或午休时间阅读。学校为了更好更持久地发挥捐

赠图书的作用，专门对班级图书管理员进行了培训，加强了爱护图

书教育，指导学生合理的保管书籍，主要以防潮、防折、不涂划、

不污损为目的，做到爱护图书人人有责。 

大姚县新街镇团山完小位于海拔 1730 米的大山深处，学校有

124 名在校生。学校图书室整洁、宽敞且采光很好。学校对项目捐

赠的图书十分重视，对原有的图书管理办法进行了重新修订，借阅

手续完备。项目捐赠图书到校后借阅量明显增加。孩子们写的读书

心得、笔记大部分字迹工整，内容符合小学年龄段的认知水平，内

容丰富、积极向上。 

姚安县适中小学位于大山深处，森林茂盛，清泉潺潺，环境十

分优美。在校学生 121 人，图书室的阅览环境很好。项目捐赠的图

书、书架及牌匾均安放在图书室最显眼的位置，图书码放整齐，学

校图书借阅手续完备、管理到位。 

南华县北城镇明德小学位于南华县县城北部，在校学生 1104

人。学校图书室是新扩建的，按照图书分类排架、标识导引的方法

管理图书。项目捐赠的图书、书架和牌匾都按项目要求安放。据图

书管理员介绍，该校在图书管理上与时俱进，强化了管理水平，充

分借助计算机技术和图书管理软件对现有图书的采集、借阅、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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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信息系统自动化管理。从 2017 年 3 月 25 日捐赠图书到校后以

来，借阅量已经达到 4426人次。项目捐赠图书让农村留守儿童、贫

困户的孩子们有书读，有好书读，深受学生们欢迎。 

永平县博南镇老街第二完小位于永平县城西郊博南山下，银江

西岸。学校始建于 1910 年，现覆盖 18 个村民小组，在校学生 386

人。项目捐赠的图书和书架摆放在图书室的显著位置。6 月份收到

图书后，校长和图书管理员立即组织全校老师一起动手进行登记造

册、编号、录入电脑和打码上架，并在第一时间向全校师生推荐新

书。学校图书室周一到周五分中午和下午两个时间段开放，学生可

以自由借阅，交流读后感想。学生们以书为伴，以书为友，逐渐养

成阅读的好习惯。学校没有收到项目捐赠匾牌，需要补发。 

漾濞县苍山西镇沙河完小由于正在扩建，目前只有一年级到三

年级的 48位学生在校就读。学校图书室在改扩建范围内，已经拆除。

项目捐赠图书、书架及捐赠牌匾目前都保管在库房。校长承诺新校

舍建好后里将专门设置图书室和阅览室，项目捐赠图书、书架等都

会按照项目要求码放和借阅。 

弥渡县红岩镇红岩小学位于 1710 米的高山上，在校学生 324

人。学校设有的图书室兼具阅览功能。项目图书到校后即登记造册，

上架借阅，图书室有图书管理办法，借阅登记手册完备，学生涉猎

兴趣广泛，读书笔记干净整齐。 

南涧县南涧镇保安小学地处南涧县南涧镇和弥渡县宝华镇交界

地的碑么丫口新村，海拔 2320米，且交通不便，山路十分难走。现

有在校生 121 人，5 个教学班全部住宿制，彝族学生占了大多数。

负责图书管理的除了老师，还有学生志愿者。学生可以在图书室阅

览也可以把书借回班级传看。项目捐赠的图书很受学生和老师喜爱。 

在楚雄、大理州实地回访的 9所学校基本上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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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地处少数民族居住区域。以彝族村民居住为主的乌龙村为例，

驻村干部介绍该村近 700 户村民家庭基本没有图书，所以项目捐赠

图书的阅读和使用不仅仅在学校，而且在乌龙村也实现了使用最大

化，是事半功倍的利民项目。 

(二)湖南省 

督导组在湖南省共回访了 8 所学校。为进一步了解项目执行情

况，回访督导组与湖南省红会商议后，选择该省国家级贫困县多、

同时也是扶贫脱贫攻坚战之重点地区怀化市和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

州作为回访地。 

怀化市沅陵县共有 5 所受捐学校。捐赠图书送到县里后，县红

会及时联系教育局，并邀请分管副县长、县红会会长举行了捐赠图

书发放仪式。沅陵县是全省第一个收到图书的县，也是第一个举办

了图书发放仪式的县。 

督导组首先走访了怀化市所辖沅陵县凉水井镇中心小学、二酉

苗族乡落鹤坪小学、二酉苗族乡中心小学和麻溪铺镇九年一贯制学

校。4 所学校均收到图书 1200 余册、书架 4 组和“六个核桃.·读

书慧”捐赠牌匾 1块。其中两所学校收到图书目录,。 

沅陵县共有 5 所受捐学校。图书和书架运送到县里后，县红会

及时联系教育局，并邀请分管副县长、县红会会长举行了捐赠图书

发放仪式。沅陵县是全省第一个收到图书的县，也是全省第一个举

办了图书发放仪式的县。 

凉水井镇中心小学始建于 1982 年。现有教学班 23 个，在校生 

1023人，教师 76人。学校占地面积 228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0164

平方米，该校是沅陵县窗口学校，怀化市教育教学先进单位，湖南

省红领巾示范性学校和省生态文明校园。 

该校图书阅览室筹建近两年，自发筹集图书 3000 册。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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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中国红基会“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捐赠的图书 1200 余册和

4 组书架.为此后，学校专门成立了“六个核桃.·读书会吧”，置办

阅览室桌椅 60 套,并配备了一名教师兼职管理图书和置办阅览室桌

椅 60 套。学校同时加强了图书管理，制定了图书室管理的相关规

定。：该校规定每周四下午后两节课为阅读课，以培养学生阅读和写

读书笔记的习惯，有专门老师辅导，由教导处检查督导各班阅读，

以培养学生阅读和写读书笔记的习惯；同时，每个班级每月上交 5

篇读书笔记，教导处打分，得分数计入学校书香班级的总评分。学

校还全力打造校园文化，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为培养学生读书

兴趣、提高阅读能力，学校开展了“书香伴我成长”等丰富多彩的

主题读书活动。从 2017年开始，每月最后一周周四下午，在班内开

展“好书推荐”讨论会和“好书推荐”手抄报活动，让同学们互相

介绍各自看过的新书好书，交流读书心得体会，锻炼学生表达能力。  

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的泸溪县白羊溪乡中心完小和梁家潭中

心完小、凤凰县夯卡小学和三拱桥中心完小都位于群山深处、少数

民族聚集、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近期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加大扶

贫扶持力度，中国红基会“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的捐书对学校

教育脱贫达标很有帮助。泸溪县红会将物流运到县城的书和书架，

再组织分别送到学校。县红会经常联系教育局和受捐学校，熟悉受

捐学校情况，确保送达准确和图书高效使用。 

实地回访督导湖南省的 8 所小学都采取了询问察看和座谈交流

的方式。回访督导组分别与校长、图书管理员和不同年级的学生一

起座谈。座谈内容包括：了解图书、书架、“六个核桃.读书慧”捐

赠匾牌收到时间、送达方式、物流服务、图书登记、借阅时间、管

理制度；掌握学校执行该项目的过程和情况；了解师生的阅读需求；

及时解决各环节中仍存在的问题，以便于更好地管理和使用捐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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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受捐学校师生充满热情地表达了对所捐图书的喜爱。 

通过实地回访，督导组认为湖南省各级红会对项目抱有极大热

情和使命感，执行项目积极主动、认真负责；。湖南省红会项目负责

人在设立项目伊始就建立了全省“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工作微

信群，省地（市）县红会项目责任人和红会会长均在微信群中。建

群目的是方便随时沟通项目相关情况，各阶段如申报学校、核对校

名、交流经验、分享心得，并及时解决相关问题。 

（三）重庆市 

重庆市有受赠学校 80所。经重庆市红会推荐，督导组前往武隆

区和黔江区的 8所受赠学校实地查看执行情况。 

武隆区大洞河乡中心小学在校生 172 人。现任顾校长到任仅几

个月，因前任校长调离未交接图书捐赠事宜，故督导组到校之时，

图书和书架还未收到。经联系教育局项目负责人后才确定这些图书

和书架还存放在教育局资助中心。学校当即安排人将 18 包图书、书

架 4组和捐赠牌匾 1个运回，并安装好书架，把捐赠的图书摆放上

架。 

武隆区庙垭乡九年制学校和文复乡中心学校都收到图书、书架

和捐赠匾牌。学校设有独立的图书室，由年轻任课老师兼任图书管

理员；图书室定时开放，并且制定图书室管理制度，建立借阅制度。

因物流公司只配送到教育局所在地的县城，故这两所学校的图书是

学校自行安排车辆到县教育局运回的。 

武隆区仙女山希望小学地处深山，景色秀丽但交通困难。当天

分管红会的黄副区长和督导组一起前往仙女山希望小学进行回访。

该校教学楼刚刚交付使用，图书室设在最大的教室，几乎全天开放；

图书管理员由任课老师兼任，同时安排六年级学生协助图书管理员

管理图书室、登记借阅图书，维护图书室整洁、安静、有序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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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是志愿者，大都是班干部，放弃个人时间热心为同学服务。

武隆区红会秘书长告诉我们，撤县改区前的武隆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十九大前才刚刚摘帽脱贫。 

重庆市黔江区也是曾经的贫困区县，10 所学校获“六个核桃·读

书慧”项目捐书。考虑到学校都位于山区、交通不便、物流不可及，

学校亦无交通工具，区红会联系车辆，定时定点定收货人，把图书

送到学校，所有费用由区红会承担。黔江区教委很重视本次督导工

作，还专门发文做好相关安排。 

督导组对黔江区舟白街道舟白渡小学、蓬东乡麻田村小学、冯

家街道天枰小学和阿蓬江犁弯万向春蕾小学等 4 所学校进行了实地

回访。4所学校的项目捐赠图书、图书目录、书架和“六个核桃·读

书慧”捐赠匾牌完整到位。黔江区教委贴心地为所有学校的图书室

配备了小梯子以方便低年级、小个子学生借阅高层书架上的图书。

根据 2016年教育部印发的《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

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学校图书总量和学生人均图书占有量等是硬

性指标之一，“六个核桃·读书慧”公益项目的捐书量也帮助受捐学

校得以达标。 

座谈时师生们不约而同地称赞图书质量好、知识性强、类别广

泛、可读性强，适用于 1 年至 9 年级，利用率极高，非常吸引同学

和老师阅读，连家长也愿意看。该校学生基本上都是留守儿童，孩

子们座谈时特别开心和健谈。他们说，现在的图书好、图书室条件

也好，所以更加愿意读书。他们喜爱故事类、诗歌、童话、漫画、

笑话、侦探、文学、作文、科普、科幻、英雄人物等方面的图书。

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课外书可读。他们觉得好的课外读物在提高作

文水平、丰富文学词汇的同时，还能补充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激

励自己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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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西省 

江西省是革命老区。“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捐赠的 80 所学

校均地处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县。在校生也大多是贫困家庭的孩子

和留守儿童。督导组前往该省景德镇市和吉安地区受捐的 8 所学校

进行回访。 

景德镇市受捐的九年制学校有 2所：第十九中学（在校生 2004

人）和第二十六中学（在校生 2370 人）。虽然市教委给各学校配备

了一定数量的图书，其他爱心机构也有捐赠图书，但 “六个核桃·读

书慧”项目捐赠的图书却是最受师生喜爱的。 

第二十六中学配备了兼职图书管理员和图书管理系统，进一步

完善了图书管理制度。图书借阅以班为单位每周一下午开放，每班

每次可借 50本书，每班一本借书登记簿，班主任签字，学生图书管

理员助理协助扫码登记等。参加座谈的同学都有美好的人生目标，

希望考上本校高中后再考取大学。他们纷纷述说各自喜欢的图书类

型：文学名著、散文、诗词、讽刺文学、纪实文章、人生哲理；而

男生则偏爱科学科幻、励志和英雄人物类的图书。 

该校校长介绍学校留守儿童占 70%，能得到项目的捐助实在是

特别需要，也特别幸运！这批图书配书结构合理、内容广泛、思想

性强，既适合中小学生阅读，也适合教师阅读使用，非常受欢迎。 

景德镇市其它受捐的 4 所小学分别是：景德镇市竟成小学、珠

山区竟成镇曙光小学、丽阳镇丰田小学、鱼山镇徐湾小学。4 所学

校均位于城乡接合部，外来务工子弟占大多数。学校都收到了图书、

书架和捐赠牌匾。竟成小学的校长说，市、区教委和乡镇政府投入

七千多万元人民币修建了教学楼、多功能教室、操场及扩大校园园

区，硬件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但就是缺人才、缺图书，“六个核桃·读

书慧”项目送来的图书就是雪中送炭，对我们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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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安市实地回访的是思源实验小学和青原区天立实验小学。

督导组通过校长了解到，物流直接将图书 1293 册和 1262 册、书架

各 4组、捐赠牌匾各 1块直接配送到了两所学校。 

思源实验小学地处城市边缘，在校生 4000人，绝大部分为外来

务工人员、经济迁居房住户和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该校除了有图

书馆外，还有其他阅读场地。“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的图书很受

学生喜爱。为方便同学阅读，做到“随时、随地、随性（兴趣和便

利）”，学校将此批图书摆放在位于操场旁的活动大厅一层。这里是

开放式阅览室，四壁为透明玻璃墙面，面积一百多平米，专门配备

了阅读用桌椅。图书管理员以学生为主，互相监督，阅览室内图书

可阅读可记笔记，但不能带出、不能外借。校领导在培养学生良好

读书习惯的同时，更加注重培养自觉遵守规矩的思想品德、注重培

养感恩、奉献，传播红十字精神。回访结束前，社会监督巡察员还

向参与座谈的学生们介绍了红十字理念、中国红基会“六个核桃·读

书慧”项目的宗旨和内容，倡导大家学会感恩从小做起。 

青原区天立实验小学在校生 3156人。该校配备了专职图书管理

员，图书室每周开放，以班为单位，借书一周后可换另一批。学校

注重培养学生阅读和做笔记的好习惯，专门设立阅读有奖、阅读积

分、阅读存折，累计读书数量，奖励读书多的学生。 

（五）贵州省 

在安顺市和黔东南州督导组分别走访了 8所受赠学校。它们是：

龙宫镇炭窑小学、镇宁县简嘎乡中心学校、关岭县永宁镇中学、西

秀区北关小学、凯里市炉山二小、黄平县翁坪乡中心小学、施秉县

双井镇中心小学、镇远县青溪镇后山小学。实地走访察看了上述受

赠学校的图书室、阅览室；与学校负责人、老师和学生进行了座谈；

了解了受赠学校基本情况、受赠图书书架数量、物流时间及运输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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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校图书室设置及管理、老师和学生对本次捐赠图书的评价以

及阅读收获。 

龙宫镇炭窑小学整理了关于“六个核桃·读书慧”公益书库使

用情况的《汇报材料》。这所农村寄宿制学校，主要服务于炭窑片区

和相邻县区村寨的学生。现有教师 28 人，学生 306人，其中寄宿生

112 人，留守儿童 109 人。学校获赠图书 800 余册、书架 4 组，校

领导亲自动手安装书柜，图书管理员杨老师组织学生对图书进行登

记、盖章、分类上架工作。学校实行开放型借阅制度后，学生课余

随时都能到图书馆看书，大大激发了学生的阅读热情，满足了学生

课外阅读的需要，培养了学生读书的兴趣和能力，启迪了智慧。学

校还拟定期举办一次读书活动，以读一本好书、写一篇心得体会为

内容，激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提高写作水平。就在不久前，学

校提交学生作文 16 篇参加安顺市妙笔作文大赛，获得网络投票第一

的好成绩。学校师生表示感谢中国红基会和河北养元公司捐赠的图

书。 

凯里市炉山第二小学是新建的农村寄宿制学校，25个教学班，

学生 1249 人，其中寄宿生 583 人，留守儿童 114 人；教职员工 96

人，其中专任老师 73 人。本次获赠 1115 册图书，包括小说、工具

书、童话、自然、探险、科学、文化、旅游、健康、卫生等类型，

深受师生欢迎。学校 98%的学生属于农村家庭的孩子，没有坐过火

车、高铁等先进的交通工具，没有走出过大山。但是，通过阅读极

大拓展了孩子们的视野。学校采取了三种图书借阅方式：一是打造

了适合学生心理和实际需要的大型阅览室，安装了 2台大功率空调；

二是图书室的电子借阅；三是在教学楼走廊建立图书角，提倡“诚

信借阅”，以便随时借阅，全方位服务于师生，提高图书利用率。在

宽敞整洁的阅览室里，五年级的张慧颖同学朗读了《致中国红十字



- 13 - 

基金会“六个核桃·读书慧”的感谢信》，代表一群大山里的孩子感

谢中国红基会和企业捐赠图书的善举。这些图书开阔了视野，传递

了爱心，让孩子们更加珍惜时光，读好书做好人，努力追求美好的

未来。 

施秉县双井镇中心小学不仅整理了图书管理使用情况的书面材

料，还编发了相关简报。简报中写道：2017 年 4 月 10 日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向本校捐赠 “六个核桃·读书慧”图书 1262 册及书架 4

组，为同学们增添了新的阅读空间、开拓了视野、感受到了书本中

学习知识的乐趣。学校图书管理实行专柜管理，摆放在阅览室，建

立了借阅登记制度。这批图书种类丰富，内容全面，深受师生们的

喜爱。像《蜡笔小新》和《塞尔号最新动画片》这类的图书特别受

欢迎，有几本已经翻旧了，页面脱落了。虽然空间小，开放时间有

限，但短短 7个月阅读人数就达到了 1820多人次，可以想见这批图

书的受欢迎程度。 

根据督导情况，总结贵州回访的 8所受赠学校，有以下特点： 

1．除关岭县永宁镇中学为 9年制学校外，其余都是乡镇六年制

小学。大部分学校覆盖学生的地域范围广，山路崎岖，留守儿童多，

寄宿生多。由于国家近几年对贵州教育的投入较大，多数学校校舍

和硬件设施较新较全。受赠学校都表示经各种渠道接收的捐赠图书

很多，但远不如“六个核桃·读书慧”书库的图书受师生们欢迎和

喜爱。本次项目捐赠图书种类丰富多样、内容生动有趣，学生爱看，

借阅非常踊跃。有些学校还组织学生写读书笔记或制作手抄报，以

提升阅读兴趣。有些老师和学生反映，希望多配一些文学名著、故

事类图书、带拼音图画的低幼读物、字帖、新华字典等。 

2．有 6 所受赠学校均表示收到图书 1200 余册。只有龙宫镇炭

窑小学仅收到 800余册，而西秀区北关小学收到了 1600 多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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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后，安顺市西秀区红十字会分析可能是物流配送时领取失误造

成的。通过现场协调，西秀区北关小学同意将多出的 400 余册送回

龙宫镇炭窑小学。 

3．8所受赠学校均收到 4组书架和捐赠匾牌，其中 7所学校均

按规定安装摆放图书。而镇宁县简嘎乡中心学校收到的图书仍堆放

在库房没有使用；该校收到的书架则放在校内超市作为存货货架。

校方解释是，因学校土木工程建设尚未完工，图书室和阅览室面积

不够，因此图书和书架都未投入使用。 

4．除龙宫镇炭窑小学未收到图书目录外，其他学校均已收到。 

5．8所受赠学校无一按项目要求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六个核

桃·读书慧”捐赠铜牌安放在书架醒目位置。 

6．学校收到图书和书架的时间基本在 2017 年 4 月前后。图书

由物流发到市县红十字会后再通知学校自取。 

（六）四川省 

四川省受赠学校共 80所。省红十字会为确保捐赠图书及书架安

全抵达学校，要求物流将图书和书架统一配送到县红十字会后，再

由受捐学校分别到县红十字会自取图书和书架。电话回访时，甘孜

州九龙县湾坝片区寄宿制学校的校长告诉我们，因路途遥远，图书

送到时学校给物流公司交付了 4000元运费。 

回访督导组走访了其中的 9所受赠学校，回访情况如下： 

泸定县岚安乡中心小学始建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现在开设 9

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178 名。学校配有图书室、多媒体教室和计算

机房。按照捐赠标准，项目捐赠该校图书 1262册、书架 4组和捐赠

匾牌 1 块。但督导回访发现，该校实际收到项目捐赠图书仅有 441

册，书架 1组，未收到捐赠匾牌。座谈中,老师同学都称赞该项目图

书内容新颖，装帧漂亮，大家都很喜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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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县兴隆镇中心小学位于距离县城 27公里的大山里。校区所

在乡镇道路崎岖。在校学生 122人。督导组发现，“六个核桃·读书

慧”项目捐赠该校的图书没有按照捐赠标准领取，且书架和牌匾也

没有收到。经过督导组反复查找后，共清点到此批捐赠图书 835册。

学校设有图书室，借阅手续延续之前校规。学校正在期考中，因此

没有和学生进行交流。图书管理员由老师兼职，他转达了学生们的

需求，希望增加更多的科普图书。 

泸定县加郡乡中心小学是由两校合并而成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校舍整齐，设施完备，办学条件良好；在校学生 502 人。该校实际

收到项目捐赠图书 748 册，书架 4 组和捐赠匾牌 1 个。学校的图书

室和阅览室占了教学楼的一层楼且明亮宽敞，图书已经录入计算机

扫码借阅。督导组和学生及图书管理员袁老师进行简单交流，了解

到项目图书得到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书籍知识涉及广泛，知识

新，对老师学生帮助大。 

“六个核桃·读书慧”图书捐赠项目共资助泸定县 4 所学校，

督导组回访了其中的 3 所。发现这 3 所学校实际收到的图书和书架

数量与捐赠量不符。经现场与物流公司、县红会和 4 所学校沟通、

核实后找到了数据不符的原因。泸定县 4 所学校收到捐赠图书和书

架的总量是对的，但是在县红会举办的捐赠仪式后分发时，由于没

有沟通好，所以各校没有按照捐赠标准领取。参加回访的泸定县分

管领导当场表示马上协调 4 所学校按照捐赠标准重新分配图书和书

架。 

督导组在凉山州回访了 6所学校，都各自收到了捐赠图书 1262

册、书架 4组及牌匾 1个。 

昭觉县普诗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位于西昌市区相对较近的省道

边。因为学校正在变更属地待批中，所以图书基本上都没有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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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存放在储存室至今。 

昭觉县解放乡中心学校地处 307 省道边。学校位于海拔高度

2840米的高寒山区。在校学生 491人，学校师生以彝族为主，是“凉

山州寄宿制示范”先进学校。项目捐赠的图书和书架都整齐码放在

图书室，都已登记造册并开始借阅。与学生座谈中，6 年级彝族学

生吉支日作介绍了图书借阅方式、自己的读书心得和远大理想。他

说，等长大后，他会回到母校当老师，像他的老师一样，去培养更

多家乡的孩子，共同建设好自己的家乡。参加座谈的都是彝族学生，

老师和学生都希望项目捐赠的图书里能有彝文书籍和介绍彝族文

化、历史的书籍。 

昭觉县四开乡中心学校地处高寒山区，是一所民族寄宿制学校，

在校学生 2295人，都是彝族。校长勒苦弥芃桂明介绍，学校处于路

险、地薄、人稀的高山上，加上贫穷和语言交流障碍导致孩子们上

学难，学习成绩差的问题长期存在，教育还比较落后。学校原有的

图书已经不能够满足孩子们的阅读需求，此次项目捐赠的图书，对

于该校无异是雪中送炭。督导组看到图书借阅手续完备，学生的读

书笔记，字迹工整，内容详实。 

昭觉县比尔乡中心小学创办于 1958 年，距离县城 31 公里，是

一所民族寄宿制学校。校长罗布古尔介绍学校覆盖 9 个行政村，下

辖 4 所小学和 8 个教学点。在校学生 1384 人，其中寄宿学生 816

人。图书到校后，校长立即组织老师加班加点，整理图书上架，登

记造册借阅。学校沿用之前的图书管理办法，以班级为单位借阅或

在阅览室里阅读。项目捐赠的图书新颖、内容丰富，得到学校师生

的喜爱。与师生的座谈中了解到，学校开展了“以学会做人、学会

学习、学会读书、学会竞争”为主题的读书笔记竞赛，激发了孩子

们的阅读和写作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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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觉县竹核乡中心小学创办于 1956 年，是一所民族寄宿制学

校。在校学生 1087 人，彝族学生为主。项目捐赠图书均已登记造册

并按照学校图书室管理办法开始借阅。参加座谈的学生纷纷表示喜

欢项目捐赠的图书。读书是他们课外和寄宿生活的一部分，是主要

的业余生活。同学们说，家里基本上没有课外图书，所以十分喜爱

这些新图书。座谈结束前，几位彝族学生一起唱了一首彝族歌曲“祖

国之子”，以表达对中国红基会和“六个核桃·读书慧”公益基金的

感谢之情。 

昭觉县谷曲乡瓦洛基学校地处高寒山区，山路崎岖艰险。督导

组赶到学校时，学生已经下课放学。项目捐赠图书已经过老师们整

理登记后按照低、高年级分类，分别码放上架开始借阅，并按学校

原有的图书室管理办法和图书借阅制度进行管理。校长吉巴瓦哈和

图书管理员马黑子老师表达了对 “六个核桃·读书慧”公益基金的

感谢之意。 

三、评价和建议 

（一）“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执行日趋成熟，社会效益突显。 

1.通过对 6 省市 50 所学校的监督回访，督导组认为“六个核

桃·读书慧”项目不愧为正能量的优秀公益项目。它在协助地方“教

育扶贫”工作中起到积极推进作用，给受捐地区和学校带来了明显

的慈善效益、社会效益。 

2.中国红基会博爱助学项目中心从立项到考察、选择学校、招

标采购、物流配送等管理和执行流程都非常规范。为保证项目执行

的高效和透明，项目要求学校收到赠书后向博爱助学中心提交回执，

并邀请社会巡察员对受赠学校进行电话回访和实地回访。 

3.项目实施省市县红会在学校选择和执行中都认真负责、积极

落实。项目实施全过程实现事前确认、事中督导，事后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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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六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捐赠的图书种类齐全、内容生动

有趣。图书按年级和教师用书分类配比不仅提高了学生和老师的借

阅率，还方便了学生做读书笔记或制作手抄报。督导回访组亲身感

受到了学校师生对这些图书的渴望和喜爱，以及对捐方的感激。 

（二）不足之处与建议 

1．学校图书利用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建议“六个核桃·读书慧”

公益基金在受捐省份和学校范围内举办读书心得大赛等类似的活

动，以激励学生多读书爱读书，提升其写作能力，并提高学校对图

书管理和提倡阅读的重视度，进一步提高图书利用率，使得公益项

目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2．书目有待进一步优化。大部分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希望书库能

多增加一些文学名著、科技类、同龄人故事类及工具书类的图书；

低年级学生为主的村级小学则希望多配一些字帖和带拼音、图画的

读物。 

3．督导回访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仍是物流公司配送不能完全到位

情况。特别是山区和偏远地区的贫困学校，交通不便，也没有运输

工具。很多校长在获得捐书的通知后既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学校

图书更丰富了、孩子们又有新书看了；愁的是图书和书架怎么运到

学校。因为物流公司通常只将图书和书架送到县城（个别也有送到

镇上的），并且不承担从县城到学校间的运输或费用，这部分费用要

由学校负担。另外二次转运后一些学校发现领错图书包数，致使有

的学校实收图书数量不足、缺少目录或书架。为避免上述情况再发

生，建议今后要求物流将图书、书架和牌匾直接送到受赠学校。严

格的说，我们做的不仅仅是公益项目，同时也是重要的扶贫工作，

因此项目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服务意

识，以减少地方红会和学校的重复工作和费用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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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议下阶段项目执行中，给各学校配备标有中国红基会和“六

个核桃·读书慧”项目标识的图书借阅登记本等图书室和阅览室的

基本用品，可以增加项目的宣传力度，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5.建议中国红基会在每期或阶段项目执行后对各个省红十字会

项目执行经验进行总结，找出好的项目执行方法和经验，助力后续

项目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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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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