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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者行动 2011 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一、 全年工作综述 

 

2009 年是担当者行动的项目启动年，2010 年是担当者行动的品牌建设启动年,2011 年是

我们项目提升专业建设年。这一年来，尽管面对很多困难，但担当者行动前进的脚步从不曾

停下，我们理性务实的理想主义情怀也从不曾改变，我们进步的变化有以下三点： 

1、至年底，“班班有个图书角”助学项目将实现在 100 所小学建立 1000 个图书角的目

标，这是项目启动时设定的第一个阶段目标，我们圆了全国各地的 30000 多名小朋友的读书

梦，当时觉得这是很难完成的一个目标，今天在大家的努力下已经实现。 

2、经过 2010 年暑假的实验，我们今年将图书角后续运营的“未来英才夏令营”项目推

向全国，全国各地包括海外共有 86 所大学的 486 名大学生志愿者报名参加，经过三轮挑选，

最终 87 名志愿者入选，奔赴福建、贵州、云南、广西、广东五个省份的 8 所图书角项目点

学校开展暑期夏令营短期支教。我们也因此走出了小圈子，真正地走向了全国，变成“大家”

的担当者。 

3、注册问题，经过和厦门市民政局的几轮协商后，我们也和福建省民政厅取得了对接，

有望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实现注册。 

这是因为有理事会坚定不移的支持，没有理事们的行政经费捐款，执行团队就没有办法

全心身地投入项目运营中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把小朋友们和志愿者服务好。我们共有 20 位

理事，每人捐献 1 万元支持了全职团队行政运营，加上刘瑞明的 1 万元定向捐款，我们全年

获得了 21 万的行政支持经费。 

这是因为有余炳廷、张春亮、季倩芸三位优秀的全职工作伙伴的加入，他们的到来壮大

了担当者行动的力量，给我们机构和项目带来了新的变化和成长。炳廷对公益怀有执着的梦

想，对细节精益求精，正是他完美主义的风格给我们的互联网平台带来了全新的体验。春亮

活泼开朗，多才多艺，亲和力很强，现在带领志愿者建设图书角已入佳境。季倩芸对公益和

教育充满热情，外语很好，能够沉下心来做深入研究和设计，目前和杨美琴共同组成咱们的

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 

 

二、 全职团队建设 

 

总干事官文宾，项目建设部张春亮，项目运营中心余炳廷，少儿阅读推广与研究中心（2

名全职杨美琴和季倩芸）、品牌部黄丽香，建立了与项目相匹配的完整的执行团队架构。 

   项目建设部，负责图书角建设工作，已经实现流程化建设，图书角管理员遴选、借阅培

训流程和管理手册都进行了升级，实现了配置一名全职工作人员加上志愿者就可以完成全年

的图书角建设。其余部门人员都把中心放在图书角后端的支持系统上面。项目运营部开始建

立系统性的图书角运营工作，包括日常的电话回访、实地回访、特色回访等工作。 

   少儿课外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完成书目修订、推出教师图书角书目、启动阅读与成长

讲座项目，发布中国少儿课外阅读精品排行榜。 

   品牌部黄丽香不但负责全年的视觉形象设计、品牌推广，而且兼负责志愿者工作，我们

许多优秀的创意和作品都来自于她创造性的工作。 

 

三、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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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1 版书目修订完成 

两个概念：分级阅读  知识营养套餐。通过新的书目修订，我们提升了我们图书角助学

的项目质量，图书的质量和分类受到了同行、项目学校师生、志愿者的广泛赞赏。 

   2011 年，我们完成了第四次的书目修订工作。新的书目中，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每个班

级配书 70 种，小学五六年级每个班级 80 种，初中每个年级 80 种，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班班

有个图书角共推荐配置课外图书 680 种，其中小学阶段 440 种，初中阶段 240 种。图书角的

这些课外图书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系列，包含科学、人文、地理、历史、文化、儿童文学、经

典名著、中国传统文化、当代社会、公民常识等各种类型，书组合在一起由低到高的完成现

代社会公民各个方面的基本素质的培养，包括现代社会需要的基本知识、观念和价值，为未

来的中国社会培养高素质公民做出应有贡献。 

   我们要特别感谢参与这次书目修订的全体志愿者和专家，感谢美琴和张老师对此付出的

大量工作，尤其是美琴，在结婚和生子的压力下，依然坚持工作，完成了预定的工作目标。 

 

2、图书角建设 

2011 年年初，我们开理事会的时候，我们图书角的建设数量是 46 个学校 580 个图书角。

现在数量是77所学校901个图书角。已经立项在建图书角的数量是48所学校321个图书角。

年底这批在建的图书角建完后，我们捐建的图书角总量将超过 110 所学校 1200 个图书角，

实现了项目启动时候定下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 

   因为我们现在图书角项目点已经有这样一个全面性铺开的体量，因此我们图书角项目点

的设置战略从“到处开花”转向“重点区域覆盖”。这样有助于后期图书角后期运营管理成

本的降低，同时也能更好地做出典型效果。当然，对于公众、企业、基金会指定的限定性捐

赠，只要所指定的学校符合项目要求，我们都照收不误。我们将把项目重心放在福建、江西、

云南、贵州、广西五个省份，其余视捐赠者情况兼顾。 

   我们图书角建设的流程已经实现了流程化和标准化，今年具体的细节改进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加强择校考核环节，大部分项目学校都进行工作人员或者志愿者的实地考核。 

2、改进图书角借阅管理培训流程，进行图书角小管理员的选举，调动学生自我管理图书

角的积极性，让管理员成为一名小担当者。 

3、改进了图书借阅管理手册，以图书为基点元素，能有效地查阅每一本书被借了多少次。 

   4、组织参与图书角建设的志愿者进行活动前的培训和活动后的评估总结，培养一些稳定

的、熟练的图书角建设核心志愿者队伍。 

 

3、未来英才夏令营 

    在 2010 年夏令营的基础上，2011 年未来英才夏令营项目，围绕前期图书角的书目配置，

我们开发了演讲与朗诵、阅读与写作、小学生的艺术课、科学小实验、思维游戏与素质拓展、

小学生的地理课等 6 门夏令营课程。在我们捐赠合作伙伴兴业全球基金的支持下，我们在全

国48所高校招募87名优秀的大学生志愿者作为志愿者老师将这6门精彩的夏令营活动课程

带进我们福建、广西、贵州、云南三省 8 所已经建立图书角项目的小学，带领、引导 480

名小朋友们开展关于自然、社会、自我的探索和发现，全面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正是 2011 年的夏令营活动，使担当者行动实现了从“我们”的担当者到“大家”的担

当者的转变，由此从熟悉人的圈子走向全国各地陌生的志愿者，大大扩大了担当者行动的影

响力。 

全国各地 48 所大学 87 名大学生志愿者，集中厦门培训 3 天，再分队伍到福建、广东、

广西、云南 4 个省份的 8 所项目学校，覆盖 480 名小学生，开展为期 7 天的夏令营活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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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各个队伍的志愿者再返程回到各自学校和家里。如此的时间、地域、人数跨度，大大考验

和锻炼了全职团队的项目操作和组织能力。最终，夏令营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所有的志愿者

和学生不但都有序、安全地完成了项目活动，而且项目效果很好，受到了志愿者及项目学校

师生、家长及捐赠方的很高评价。2012 年，兴业全球基金将继续扩大对我们夏令营项目的

捐赠，资金总额增加到 25 万至 30 万，项目服务覆盖学校增加到 15 所小学。 

 

4、图书角助学体系完善和后续项目开发 

就在上一周，我们阅读推广与研究中心推出了教师阅读书目，设计了教师图书角，以后

我们在捐建图书角的项目学校都会增加捐建一个教师图书角，放在教师公用备课室或者办公

室，让老师阅读。这样，咱们“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内涵进一步丰富，全面改善项目受助

学校师生的阅读条件，推动师生共读，建设书香校园。 

我们设计了阅读与成长系列名师走进山村小学的讲座和示范课活动，目前已经完成了名

师的遴选，上一周已经完成 2 讲，接下来的几周都会连续进行。我们设计了少儿阅读活动中

心项目，引进了多媒体的电子阅览资源，围绕多功能的阅读活动中心研发、开设阅读辅导课

程。目前，第一个阅读活动中心已经完成签约工作，明年开学初就开始捐建，该项目的第一

个捐赠者是我们上海的理事杨颖。 

 

四、网络平台的建立（网站改版、微博、校内） 

 

   2011 年，担当者行动租用了自己的服务器，对官方网站进行了全面的改版升级，改版升

级后的网站在互动性及美观方面，比原来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同时我们还建立了校内、新浪

微薄、腾讯微薄、豆瓣等机构宣传平台，将担当者行动升级为 web2.0 时代的公益。 

这些网络推广平台的建立，提升了我们在公益领域的行业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借助

与这些网络平台，我们发动了大量的志愿者参与到我们实体的公益活动当中，成为我们志愿

者招募最为重要的一个重要通道。同时，这些网络平台的搭建，也促进了我们机构自身财务

和各项活动的公开性、透明性，便于社会公众理解和认同我们的事业。 

 

五、对外品牌宣传 

 

在对外的品牌宣传方面，2011 年开展了 3 次大型公益展出，分别是深圳公益博览会展出、

厦门网交会展出、万科公益联展。这三次公益展出，我们都以极低的成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深交会的展出，我们申请了专项的项目经费补贴 1500 元，后面两个展出，都是联合厦门 5

家公益机构的联展，用的都是去年厦门 5 家公益机构联合感恩答谢会上爱心拍卖的部分余

款。 

尤其是深圳公益博览会的展出，我们获得了全面的公益行业领域的信息，学习和参考了

别人的经验，同时也更坚定了我们自身的公益模式——做一个教育领域的专业化的公益项目

执行机构。在深交会上，我们还开拓了深圳市民政局、腾讯公益基金会、上海联合劝募公益

基金会等三个资源，并和这三家单位都建立了联系。 

 

六、地方志愿社交流 

 

   2011 年，担当者行动总部执行团队对厦门大学志愿社、漳州师院志愿社、泉州师院志愿

社、同济志愿社、浙江工商大学志愿社等都进行了至少 2 次的访问交流，同时建立了江西于

都和泉州华侨大学等两个新的志愿者联络点，配合我们公益项目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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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师院志愿社、泉州师院志愿社、同济志愿社、浙江工商大学志愿社分别开展了 1 次

担当者行动公益活动的主题图片展。我们还将我们优秀的合作伙伴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请进了同济大学志愿社进行分享交流。我们将左敏理事长、陈晓伟理事、陈坚秘书长等理事

请进厦门大学志愿社和志愿者进行交流，开展志愿者沙龙活动。 

 

七、2011 年行政办公费用决算 

   A\2011 年 4 月理事会召开至今捐款支持全职团队行政运营的理事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1、陈坚、左敏、陈绍章、葛俊、叶剑生、白静丽、黄朝英、周而辉、陈晓伟、贺春利、

蔡亮、陈静阳、杨颖、陈丽园、刘茂锋、何美玲、刘瑞明、蓝东、万强、张秋龙、肖育滨等

每人 10000 元理事费捐款，总计 21 万。 
2、刘瑞明理事定向捐款 10000 元用于支持 2011 年全职团队行政运营； 
3、陈静阳理事以厦门大学校友总会名义捐的 1000 元讲课费； 
4、2010 年行政结余 67931.03 元； 
5、加上其他费用 15453 元（包括真爱梦想书目修订费用） 

因此全年行政收入总计 304384.03 元。 
 

B\2011 年全职团队运行至今行政经费支出情况简报： 
   1、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1 月 5 日，全职工作人员工资支出总计 155350 元； 

2、美琴、文宾、丽香社保支出 16346 元； 
3、固定资产投入（空调一台 4612 元、品牌部电脑一台 4753 元）总计 9365； 
4、机构网站服务器 3447 元； 
5、2010 年下半年及 2011 年办公室租金 12500 元； 
6、全年代理做账费 3600 元； 
7、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1 日，其他差旅、书目修订等各项支出 71574 元。 

因此，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1 日行政总支出 272182.00。 

目前，行政账户余额 32240 元。 

 

 

 

总支出：303311 元 

1、 全职人员薪酬与福利 194610.00 元；  

2、 全职员工生育补贴 1950 元； 

3、 通讯补贴 16500 元； 

4、 公交补贴 2100 元； 

5、 行政办公费 23745 元； 

6、 2010 年下半年及 2011 全年办公室租金 12500 元 

7、 差旅费 14488 元 

8、 固定资产投入总计 9365 元（空调一台 4612 元、电脑一台 4753 元）； 

9、 公司管理费 4000 元； 

10、真爱梦想书目修订合作项目 16200 元； 

12、代支图书角项目 378 元； 

13、其他支出 747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