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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丰田阳光博爱助学金”项目资助 

大学生回访情况报告 

 

社会监督员  刘福本 

 

“广汽丰田阳光博爱助学金”项目自 2007年开始，至今已经持

续了 6年，累计为 18所高校的 428名贫困大学生提供了助学金，为

这些大学生解决了“交不起学费”的问题。正是这份执着的公益热

心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促成了广汽丰田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博

爱助学计划”长达 6年的合作。 

为了解该项目资助款的到账情况，我（刘福本）作为社会监督

员，以抽查的方式对“广汽丰田阳光博爱助学金”2010 年度（2010

年—2011 年）、2011 年度（2011 年—2012 年）3 年间所资助的 193

名大学生进行了电话回访。现将回访情况报告如下： 

一、回访方法 

（一）回访时间：2013 年 4 月 15日至 4月 19日 

（二）回访地点：中国红基会社会监督办公室 



- 2 - 

（三）回访人员：刘福本（社会监督员） 

（四）回访方式：从项目管理部提供的 193 名资助大学生名单

中随机抽取，以电话方式询问资助款到账及使用情况等。 

二、回访情况 

（一）回访对象：抽查询问“广汽丰田阳光博爱助学金”

2010-2012年间资助的 193名大学生中的 74名，抽访数量约占样本

总量的 38.3%。 

（二）回访内容：核对资助款到账时间、款项数额、使用情况、

项目存在的问题及评价等。 

三、回访结果 

2010年至 2012年间，“广汽丰田阳光博爱助学金”通过中国红

基会，累计向山东大学等 12所大学的 193名大学生提供助学金，按

照每名学生 4500 元/年、连续资助 2 年的方式进行资助。本次共回

访到其中的 74人，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 2010年度（2010年—2011年）助学金的回访 

2010 年 11月 30日，中国红基会广汽丰田“阳光博爱助学金”

捐赠仪式在山东大学举行，本次助学金发放范围包括山东大学、东

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河南大学、重庆大学及西安交通大学等 6

所高校共计 95名品德良好、家境困难的贫困大学生。具体回访情况

见表 1。 

表 1  2010年度（2010 年—2011年）助学金回访情况 

学校名称 
受助

人数 

回访

人数 
抽查率 

收到

情况 

收到

次数 

收到总金额

(元) 

资助款主要 

用途 

山东大学 20 4 20% 收到 2 9000 学费及生活费 

东南大学 15 4 26.7% 收到 2 9000 学费及生活费 

合肥工业大学 15 4 26.7% 收到 2 9000 学费及生活费 

河南大学 15 8 53.3% 收到 2 9000 学费及生活费 

重庆大学 15 3 20% 收到 2 9000 学费及生活费 

西安交通大学 15 3 20% 收到 2 9000 学费及生活费 

合计 95 26 27.4% —— —— 85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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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 2011年度（2011年—2012年）助学金的回访 

2011 年 11月 16日，中国红基会广汽丰田“阳光博爱助学金”

捐赠暨受助大学生回访活动在广州南沙区广汽丰田工厂举行。广汽

丰田在本次活动上宣布，再次通过中国红基会向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燕山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

东北林业大学等 6所高校的 98名贫困生提供助学金，帮助他们顺利

完成学业。具体回访情况见表 2。 

表 2  2011年度（2011 年—2012年）助学金回访情况 

学校名称 
受助

人数 

回访 

人数 
抽查率 

收到

情况 

收到

次数 

收到金额

（元） 

资助款主要 

用途 

天津职业技术师

范大学 
16 6 37.5% 收到 2 9000 学费及生活费 

北京理工大学 18 10 55.6% 收到 2 9000 学费及生活费 

燕山大学 16 10 62.5% 收到 2 9000 学费及生活费 

太原理工大学 16 5 31.3% 收到 2 9000 学费及生活费 

大连外国语大院 16 6 37.5% 收到 2 9000 学费及生活费 

东北林业大学 16 11 68.8% 收到 2 9000 学费及生活费 

合  计 98 48 49.0% —— —— 88200 —— 

四、受助大学生的评价和感言 

（一）受助大学生受益明显 

受助大学生中很多来自中国西部及老少边贫困地区，包括汉族、

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受访大学生对“广汽丰田阳

光博爱助学金”项目的资助表示非常感谢，感谢广汽丰田企业慷慨

相助，祝愿博爱助学金项目越办越好！“90 后”的同学们在回访中

表示，助学金增强了自己继续学业的信心，激励着自己更认真的学

习，去实现上完大学的梦想。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134091 班的受助大学生赵洁琼说：

“博爱助学金不仅解决了我们生活上的困难，也更坚定了我们的信

念，今后我们将会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他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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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自己的爱心，将你们对青少年的关爱之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传递并发扬下去。” 

（二）受助大学生项目感言摘录 

1.“我是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10 级建筑工程 9班江泽平同

学。首先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感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感谢博

爱助学金，贵机构的资助款我已于 2011 年收到，共计 9000 元人民

币。对于这笔善款，我主动拿出了三分之一分给了跟我一样困难却

没得到资助的同学，并告诉他们对于这笔钱真正需要感谢的是红十

字基金会，是这个充满爱心的社会，剩余的 6000元我尽可能节约用

以补贴我贷款后需缴的学费，以及书本、住宿、生活等费用。这笔

资助款对于改善我的学习以及生活情况，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

此，我再次向资助我的贵机构，向这个温暖的社会道一声谢谢，这

一份情我没齿难忘。” 

2.“我是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11级学生买合皮来提·坤杜孜，

获得广汽丰田的博爱助学金，这对于我这个来自遥远的新疆少数民

族来说是很大的支持。我来自新疆喀什地区的一个小村庄，父母都

务农，没有家庭收入，姐姐和我都在上大学。然而，提供两孩子的

生活费对于像我们这样普通的家庭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在校

通过努力得到老师们的认可，把家庭情况说了以后通过他们获得了

这笔助学金。对此很感谢你们。我的助学金后基本用在生活方面，

由于我们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习俗的不同，在生活和饮食方面遇

到困难，所以在饮食方面的花费较多。助学金在生活方面有了很大

的帮助。我认为这样的慈善工作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安慰和经济上的

帮助。让我们意识到社会还是挺关心我们的，我们不是社会最底层

的，我们和社会是一个整体的。” 

3.“我是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国际贸易）09-3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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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李永辉，我非常感激博爱助学金对我的资助。我来自陕西省宝

鸡市陈仓区的一个小山村，通过高三的努力，我如愿考上了我心目

中向往的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大一开学时的上学费用家里历经

周折帮我筹集到，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的父母把整整一万块

钱给到我手里时的表情，我那时候哭了，因为这些钱大多数都是向

亲戚朋友借的，我好感动，因为父母为我上学付出了所有，所以从

那时起我就发誓，我到学校后要努力赚钱，尽量减轻家里的负担。

大一开学初我通过竞选当上了辅导员助理，挣上了为数不多的工资，

我好高兴，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个月向家里少要点钱了。虽然工作

很累，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轻松，但是我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必

须努力。通过一年的努力，我的学习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老师也认

可了我的工作，通过一年的相处，我的辅导员老师了解了我家里的

情况。所以在大二时有博爱助学金项目资助的时候，老师推荐了我。

博爱助学金连续两年，每次 4500块钱，都是在每年第一学期期末的

时候打到我的卡上，有了这笔钱，再加上我平时的兼职，大二和大

三两年多的时间我很少向家里要钱，大大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因为

在我上大二的时候，我妹妹也考上了西安理工大学。家里要同时供

两个大学生，压力可想而知。父母都是农民，家里的收入很微薄，

当妹妹考上大学的时候我都有了退学的念头，但是我很幸运，博爱

助学金帮助了我，让我能安心的上完大学。” 

五、受助大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一）愿意作为志愿者参与公益活动 

同学们积极表示：今后，中国红基会和捐助企业在举办相关公

益活动时，如需要志愿者的时候，可以通知他们这些受助同学进行

参与。虽然他们现在没有经济能力去回馈社会，但他们均表示，十

分愿意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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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扩大助学金项目受益面 

同学们十分诚恳地要求：希望中国红基会加强与他们学校老师

的沟通。为争取帮助更多的同学顺利完成学业，资助金额可以适当

减少，从而扩大资助人数，让更多经济困难的学生受益。 

（三）调整资助款的发放形式 

受助大学生希望发放资助款的程序能有所改变。现行程序是由

中国红基会通过银行直接汇入学生账户。同学们建议，增加中国红

基会、捐赠单位与受助者之间的沟通联系，提高对资助款的监督力

度，并使这一助学金项目的工作更加透明。 

六、巡视员的意见和建议 

（一）加强对受助大学生的资格审查 

学校应严格执行目前的资助审批程序；辅导员需要根据学生的

具体情况，做到全面深入了解，并组织班级、院级的讨论评议，由

同学们自下而上的推荐产生经济最困难的、最急需帮助的同学，让

博爱助学金的资助流程更加公开公正。 

（二）提高项目的品牌效应 

为了提高“博爱助学金”项目以及捐赠单位公益事业的品牌效

应，我们建议：以签字确认承诺的形式提高受助大学生回报社会的

责任心，在校勤奋学习，努力完善自我，将来以实际的行动帮助他

人、报效国家。 

（三）适当调整助学金标准 

与我国其他高校对学生进行资助的现行政策相比较，广汽丰田

汽车有限公司所捐赠的助学金金额是比较高的，我们除了要考虑入

学同学的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同、家乡地域的贫富差异外，也要均衡

各类助学金发放标准及要求。我们建议：适当降低资助款数额，如，

资助每人 6000 元（3000 元/年，连续资助两年），受助学生自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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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一部分学费，或再争取其他助学金的帮助，平时做些勤工俭学，

完全可以解决大一、大二的学费问题，对大多数受助学生是可以接

受的（本次回访中多位同学已主动提出），也能让更多贫困学生受益。 

（四）让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作为社会监督员，在关注中国红基会整体“博爱助学计划”

的同时，对广汽丰田的“阳光博爱助学金”项目的发展过程进行了

特别的关注与分析。该项目资助大学生的数量从最初的 60名到今天

的 428名，合作高校也从最初的 2所扩展到现在的 18所。广汽丰田

与中国红基会的多年合作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对当代大学生尤

其是对来自贫困边远地区的学生们给与了很大的鼓舞和影响。根据

回访了解到的情况，决大多数受助大学生在得到资助款后，能更加

安心、努力的学习，能够用实际行动参加公益活动，并均表现出有

回报社会的意愿。希望博爱助学金项目能够实现科学、持续性地发

展，这是受助大学生们的心愿，也是监督员们的心愿。 

 

 

 

 

 

 

 

 

送：总会领导、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中国红基会理事、监事、监督

委委员、社会监督员 

发：会领导、各部门 

                                                  共印 8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