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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基艺术学校执行“明天博爱基金”资助孤贫 

儿童职业教育项目的检查和回访情况报告 

 

巡视员  邓津 

 

“明天博爱基金”成立于 2008年 4月，由中国红基会与明天更

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旨在关注孤儿的生存发展状况，帮

助孤贫儿童获得职业教育和发展能力。“明天博爱基金”定点学校是

北京盛基艺术学校，从 2008年 9月开始，北京盛基艺术学校开始接

收来自 5.12地震灾区四川阿坝州的孤贫儿童，这些孤贫儿童的学费

和生活费由“明天博爱基金”资助。 

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明天博爱基金”累计募集资金 203.04

万元，已经拨付 169.84 万元，其中 101 万元用于资助 18 名孤贫儿

童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为进一步了解北京盛基艺术学校执行“明天

博爱基金”资助孤贫儿童职业教育项目的工作情况，应中国红基会

社会监督办公室的邀请，我和中国红基会的工作人员等一行 4 人，

专门对北京盛基艺术学校进行了巡视和检查，并对受助的孤贫儿童

进行了探访和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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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访方法 

（一）回访时间：2010 年 12月 7日 

（二）回访地点：北京盛基艺术学校 

（三）回访人员：邓  津（社会监督巡视员） 

薛  原（专项基金管理部部长） 

胡星奇（社会监督办公室主任助理） 

王  硕（专项基金部主管） 

（四）回访方式和内容： 

1. 与“明天博爱基金”及北京盛基艺术学校的负责人进行座谈，

了解基金运行和项目执行情况，讨论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2. 巡视受助孤贫儿童的学习、生活环境，即北京盛基艺术学校

的教学环境、住宿条件、食堂伙食等； 

3. 检查受助学生各项费用开支的财务情况； 

4. 观看受助学生学习成果的汇报演出； 

5. 与 17名受助学生对话，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二、回访情况 

（一）“明天博爱基金”资助孤贫儿童情况 

2008 至 2010 年，“明天博爱基金”共资助来自 5.12 地震灾区

四川阿坝州的 18名孤贫儿童到北京盛基艺术学校学习（其中，泽让

南木甲因个人原因在入学一年后退学），目前尚有 17 名学生在校学

习。“明天博爱基金”全额资助这些学生在该校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孤

儿每学年 3万元，贫困生每学年 2万元），累计支出 101 万元（见表

1），具体情况如下—— 

2008 年，资助 7 名孤贫儿童（5 名孤儿、2 名贫困生）2008 学

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共计 19万元； 

2009 年，资助 17 名孤贫儿童（7 名孤儿、10 名贫困生）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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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共计 41万元； 

2010 年，资助 17 名孤贫儿童（7 名孤儿、10 名贫困生）2010

学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共计 41万元。 

表 1  明天博爱基金资助地震灾区的孤贫儿童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生属性 资助标准 已资助 已资助总额 

1 王松英 女 羌族 孤儿 3万元/学年 2年 6 万元 

2 拉姆基 女 藏族 孤儿 3万元/学年 3年 9 万元 

3 加拉姆 女 藏族 孤儿 3万元/学年 3年 9 万元 

4 泽仁机 女 藏族 孤儿 3万元/学年 2年 6 万元 

5 牟晓琴 女 藏族 孤儿 3万元/学年 3年 9 万元 

6 洪木叶 男 藏族 孤儿 3万元/学年 3年 9 万元 

7 喻登磊 男 藏族 孤儿 3万元/学年 3年 9 万元 

8 甲特泽让 女 藏族 贫困生 2万元/学年 3年 6 万元 

9 贾超 男 羌族 贫困生 2万元/学年 3年 6 万元 

10 八尔单勒尔乌 男 藏族 贫困生 2万元/学年 2年 4 万元 

11 泽让八尔姆 女 藏族 贫困生 2万元/学年 2年 4 万元 

12 罗珍机 女 藏族 贫困生 2万元/学年 2年 4 万元 

13 优任克江 女 藏族 贫困生 2万元/学年 2年 4 万元 

14 仁青拉姆 女 藏族 贫困生 2万元/学年 2年 4 万元 

15 小玲 女 藏族 贫困生 2万元/学年 2年 4 万元 

16 八尔真哈姆 女 藏族 贫困生 2万元/学年 2年 4 万元 

17 更昌八尔姆 女 藏族 贫困生 2万元/学年 1年 2 万元 

18 泽让南木甲 男 藏族 贫困生 2万元/学年 1年 2 万元 

总计 18人 —— —— —— —— —— 101 万元 

2010 年 4月青海玉树地震发生以后，北京盛基艺术学校再次接

收了来自玉树灾区的 30 名孤贫儿童。“明天博爱基金”准备近期向

中国红基会申请资助，以解决这批学生在北京盛基艺术学校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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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费用。 

（二）北京盛基艺术学校执行项目情况 

1. 北京盛基艺术学校概况 

北京盛基艺术学校位于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康定街 18号，是一

所具有 15 年历史、国家承认学历的中等职业学校。2004 年在北京

市教工委、市教委的民办教育机构评选中，曾获得中职类第一名。

学校聘请演艺界的知名专家、教授和著名演员任教，主要开设舞蹈、

音乐和戏剧影视表演等专业。学生通过考核毕业后将获得中专学历，

目前在校学生约有 200多人，从该校毕业的学生已有 80多名。 

北京盛基艺术学校的教室、办公室、食堂和学生宿舍皆为租赁，

其中教室、办公室、食堂都在一幢大楼内（该校租借了其中的 4层），

学生宿舍离该大楼约 500 米远。女生和男生宿舍按楼层分隔，宿舍

基本上是 8 人一间，每人配储物柜，房间内有卫生间，学校给学生

们配备了空调、电视、插卡电话等设施。 

2. 北京盛基艺术学校项目执行情况 

受“明天博爱基金”资助的孤贫儿童在北京盛基艺术学校主要

学习舞蹈、音乐和表演，目前在校的 17名学生中有 15名是藏族，2

名是羌族，学生们的学制主要分为 3年制和 5年制两种。 

王松英等 9 名受助学生刚来到学校时，学制本来是 3 年制，因

为他们的年龄较小，如果学习 3 年后就毕业，不符合北京市规定的

就业年龄，因此学校将他们的学制延长到 5年。 

受助学生中，贫困生仁青拉姆参加“中华情歌会”全国歌手选

拔赛，进入“全国十佳”；孤儿加拉姆参加了“都市形象小姐”比赛，

获得了“最佳拼搏奖”。 

经过检查，学校财务室对于资助学生的费用支出有具体的明细

账，详细列出了每一笔支出款项。资助款的账目支出比较清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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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专用，有专人审核。 

（三）受助学生学习和生活情况 

受“明天博爱基金”资助的 18名孤贫儿童中，泽让南木甲在学

习一年后因为个人原因退学，现在校学习的有 17 名，其中：有 7

名已学习 3年，有 9名已学习 2年，1名学习了 1年。 

在排练厅，17 名受助学生和来自青海玉树灾区的 30 名孤贫儿

童一起给巡视组展示了他们的学习成果，仁青拉姆和加拉姆演唱了

《青藏高原》等民族歌曲，学生们还表演了藏族舞、蒙古族舞、傣

族舞等节目，演出非常精彩。巡视组向学生们取得的学习成绩表示

了祝贺，并向 17名受助学生分别赠送了励志书籍 1套和文具 1盒，

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会。 

巡视组还仔细询问了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学生们反映，

他们学习的课程包括舞蹈表演、音乐表演和基础文化知识。业余时

间老师们经常带他们观看一些文艺表演，组织他们参观鸟巢、国家

大剧院等北京名胜。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格，要求他们不能独

自外出，不发给其它补贴或零花钱。由于他们年龄较小，学习表演

艺术时间较短，外出商演的机会几乎没有。 

学生们对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比较满意，虽然他们年纪小，话

语不多，但他们心情愉快。他们认为中国红基会的帮助使他们能够

来到北京，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有机会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内

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们参观学校的办公室时发现，学生们崭新的练功服、演出服

等专业用品码放整齐。参观女生宿舍时，我们看到生活用品齐全，

并有专门的老师负责管理、适时补充。 

（四）北京盛基艺术学校的意见和建议 

1. 学校表示，目前物价涨幅较高，“明天博爱基金”资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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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用比较紧张，尤其是伙食费比较高，目前这些学生正是长身体

的时候，练功也比较辛苦，目前学校正考虑向中国红基会申请增加

受助学生的伙食费用。 

2. 按照合作协议，受助学生的医疗费目前规定为每人每年 200

元，可学生一旦生病，这些钱远远不够，目前学校正考虑向中国红

基会申请增加受助学生的医疗费用；学校还提出，希望中国红基会

能够帮助联系一些医院，对这些孤贫学生减免部分医疗费用。 

三、问题和建议 

（一）加强项目运作的规范性 

“明天博爱基金”的负责人和北京盛基艺术学校的法人代表都

由荆跃一人担当，而且“明天博爱基金”只有北京盛基艺术学校唯

一一家定点资助学校，这种项目运作方式不够科学规范，也不利于

对项目执行进行有效监督。 

按照中国红基会加强专项基金规范管理的工作原则，巡视员建

议厘清“明天博爱基金”和北京盛基艺术学校之间的关系，各自保

持独立运作。对此建议，荆跃表示认同，并将尽快采取解决问题的

相关措施。 

（二）严格履行合作协议 

根据中国红基会 2009 年 7 月 16 日与北京盛基艺术学校签订的

合作协议的第二条，“北京盛基艺术学校承诺除中国红基会资助的孤

贫少年儿童外，对进入北京盛基艺术学校就读的其他贫困学生减免

10%的学费，每年 10个名额”。 

巡视员就上述条款的履约情况进行了询问，校方表示此条款并

未实际履行过。巡视员建议，校方应该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

应条款，对进入该校就读的其他贫困学生减免学费，并就减免情况

向中国红基会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以作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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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教学环境 

学校教学环境虽然有一定基础，但教学条件还比较简陋，还不

够完善。对此，学校表示还会扩大教学场所，增加教学设备，以利

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四）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 

巡视员向校方询问了受助学生毕业后的就业规划，尤其是发展

潜力一般的学生的就业问题。学校表示，发展潜力较大的学生可以

参加艺术院校的高考，也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国家的艺术团体；发展

潜力一般的学生可以安排到学校设立的艺术团工作。 

就业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未来发展，尤其是这些学生作为来自四

川阿坝州的孤儿或贫困生，在北京几乎都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建

议学校重视学生就业问题，加强就业指导，确保学生将来的就业率

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不辜负灾区人民的厚望和嘱托。 

 

 

 

 

 

 

 

 

 

 

 

送：总会领导、中国红基会理事、监事、监督委委员、巡视员 

发：明天博爱基金办公室、北京盛基艺术学校 

                                                  共印 8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