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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摘要 

2008年夏天，有这样一个团队，这样一群大学生，他们睡在门板上，他

们忍耐着蚊虫的叮咬，他们被孤儿们喊作“老师”。他们在王家玉孤儿院进

行了三十天的支教，他们把孩子带到合肥体验生活，他们在酷暑下为孤儿院

募捐宣传。这个夏天，这段非凡的经历将永远成为他们无法抹去的记忆。 

因为他们是志愿者，因为他们快乐着，感动着。 

关爱孤儿，共拥蓝天，王家玉孤儿院关爱行动结束了征程……让我们一

同去回首这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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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述介绍 

1、整体概况 

三十天里，有很多心酸；三十天里，有很多留恋……三十天，二十个人睡在门板上，

常常被蚊虫扰的一夜无法入睡；三十天，最大的奢望就是能洗个热水澡；十五天，饭菜

是稀饭、冬瓜、大馍、豆角；三十天，五个女生住在不过 10平米的房间里；三十天，原

来时间是如此漫长又如此之快，当我们离去时才发现，我们全哭了……因为三十天里，

有一群可爱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度过；因为三十天里，有一群可怜的孤儿教会我们生活；

因为三十天里，我们彼此偎依相互搀扶，共同度过了一辈子的最好时光…… 

                                                     ——前言 

 

 

2008 年暑期，“关爱孤儿，共拥蓝天，王家玉孤儿院关爱行动”来到阜阳颍上王家

玉孤儿院，在艰苦的孤儿院生活中，坚持了 30天，在孤儿院进行开展了支教、军训、联

谊、素质拓展、社会调研等活动，并在合肥进行了宣传募捐和体验生活的活动。 

两个月里我们主要做了以下活动： 

（1）进行校内外的募捐和宣传，增加王家玉孤儿院的社会影响力。 

（2）在王家玉孤儿院开展了为期 30天的活动，主要为支教、军训和素质拓展，同

时开展了体育周、艺术文化周、读书周、生日联谊周，在提高文化课程的同时提高孤儿

的综合素质。 

（3）组织合肥体验生活，拓展孤儿的视野，让他们对生活充满信心。 

同样我们的活动也有许多特点 

（1）艰苦的志愿服务环境，超负荷的志愿服务工作。 

王家玉孤儿院属于个人建立，孤儿院严重缺乏资金，作为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在孤儿

院中与孩子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吃的是大馍、咸菜，睡的是门板、储藏室，在炎炎酷

暑下开展了长达 400 多小时的志愿服务，进行了 6 次长途外出调研，每个志愿者每天工

作 15个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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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的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进行大规模的募捐和宣传活动，我们在安徽大学校内和合肥市区进行了四天的募捐

活动，主要是衣物和物品，当中，我们共募集了 10 大袋衣物，约为 1000 件，募集了礼

物娃娃等近百个，募集学习用品的数目之多更是无法统计；对孤儿院孤儿进行为期 30天

的帮扶活动。同时在四周时间里，分别开展体育周（奥运走进孤儿院）、文化艺术周、读

书周、生日联谊周四项文化周活动。组织孤儿院走进合肥体验生活 

 

 

 

 

 

 (3) 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安徽大学在校庆八十周年之际对本次活动十分重视，先后推荐为“08年安徽省暑期

实践省级重点团队”、“08年安徽省暑期实践省级先进团队”、“08年安徽省大学生三下乡

先进个人”。本次活动受到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江淮晨报》对此活动进行了跟踪

报道，共报道 3次，同时对王家玉进行了专访，《安徽青年报》《新安晚报》、合肥电视台、

阜阳电视台、颍上电视台、合肥在线网站、《安大青年》等给予了报道，阜阳市团委、县

民政局、团委十分重视，县团委更是多次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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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团队人员介绍、分工 

 

“关爱孤儿，共拥蓝天，王家玉孤儿院关爱行动”团队成员 

说明： 

由于活动的负责性和团队成员多大 20人，分工较为复杂，主要分为三块： 

 

（1）活动负责人分工 

职责 分工说明 人员 备注 

队长 负责所有活动的统筹安排 魏健 全程活动跟踪 

秘书长兼财务组

长 

协助队长和负责财务问题 李卉 全程活动跟踪 

副队长 负责组织工作 何慈胜 负责支教前 15天 

副队长 负责宣传工作 任珉 负责支教后 15天 

 

（2）支教期间分工 

说明；支教期间，由于条件艰苦性，队员分为两队进行活动，分别支教 15天 

 

 

 

 

 

 

职责 分工说明 一队队员 二队队员 

小队队长 负责该团队一切事

物 

任珉 何慈胜 

副队长 协助该小队队长 李方然 

（兼聋哑班班主任） 

李田 

（兼五年级班主任） 

秘书兼会计 负责文案、记录等秘

书工作和财务工作 

方俊 

（兼四年级班主任） 

胡贺 

（兼一年级班主任） 

教学 负责支教工作 张毛翠 李寒 

宣传 负责宣传工作 姚莉 

（兼五年级班主任） 

程龙 

（兼三年级班主任） 

后勤 负责后勤工作 张杰 尹奇 

组织 负责组织各项活动 郑磊 

（兼三年级班主任） 

司文姝 

（兼四年级班主任） 

外联调研 负责外出调研和联

系单位 

诸葛柳青 

（兼二年级班主任） 

方振 

（兼聋哑班班主任） 

素质拓展 负责素质拓展、军训

和兴趣小组 

刘田 

（兼一年级班主任） 

王明明 

（兼二年级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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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募捐和体验生活期间分工 

分组 职责 组长 组员 

宣传一组 负责联络媒体和单位 任珉 姚莉  李田 

宣传二组 负责宣传材料的制作和宣传活动的

安排 

方俊 郑磊 尹奇  

组织组 负责各项活动组织安排与分工 何慈胜 张毛翠 刘田 

体验组 负责体验生活期间的安排与组织 王明明 程龙 诸葛柳青  

后勤组 负责体验生活后勤工作 张杰 方振  司文姝 

交通组 负责体验生活期间交通问题的解决 李方然 李寒 

财务组 所有财务的开支与记录 李卉 胡贺 

 

 

后左为张杰、魏健、李方然、方俊 

中左为任珉、姚莉、李卉、张毛翠 

前左为郑磊、刘田 

 

后左为方振、尹奇、何慈胜、程龙 

中左为李卉、李寒、胡贺、王明明 

前左为司文姝、李田 

 

 



关爱孤儿，共拥蓝天——王家玉孤儿院关爱行动 

益暖中华——谷歌杯全国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 8 

3、流程及时间安排 

         活动流程                               活动时间安排 

 

 

 

 

 

 

 

 

 

 

 

 

 

 

 

 

 

 

 

 

 

 

 

 

 

 

志愿服务事项 志愿服务时间 

参加活动大赛  

组建团队 6月 22日 

联络孤儿院 

确定总方案 

6月 24日 

校内宣传与募捐 6月 22、23、24日 

市区宣传与募捐 7月 8日 

支教活动前期准备 7月 9日—14日 

支教军训活动启程 7月 15日 

孤儿院第一周 体育周 7月 15日——20日 

孤儿院第二周 文化艺术周 7月 21日——27日 

孤儿院第三周 读书周 7 月 28 日——8 月 3

日 

孤儿院第四周 生日联谊周 8 月 4 日——8 月 10

日 

支教军训结束 8月 11日 

体验活动 9月 5日—9月 8日 

宣传募捐活动 安徽大学处于校庆阶

段活动待定 

活动总结 9月 14日 

活动推广 长期活动 

宣传募捐 

参与大赛 

申报活动 

组建团队 

为期一个月支教、

军训 
 

体验生活 

进行活动宣传 

申请优秀团队 
 

推广孤儿院事迹 

建立合肥联络点 

 

支教

前期准备

宣传募捐

体验生活

支教用品购臵 

活动前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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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资安排 

 

 

 

 

 

 

 

 

 

 

 

 

 

 

 

 

 

我们的捐赠合影                        我们的物资 

 
送给孩子的书                          我们的捐赠仪式 

 

图书

学习用品

体育用品

交通费用

宣传费用

体验生活

工作餐费

活动用品

其他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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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关机构支持 

（1）学校和安徽省团委机构的支持 

安徽大学对本次活动给予高度重视，获奖新闻在安徽大学网站和《安大青年》报纸

得到报道，体验生活新闻在安徽大学八十年校庆网站得到报道。 

共青团安徽大学委员会对活动进行了全力帮助，团委书记王丁凡亲自过问，团委副

书记李敏进行指导，团委办公室主任刘存磊具体辅导。在校团委的重视下，共青团安徽

省委员会也对此活动进行了指导。在校团委推荐下，团队被批准为“2008 年安徽省大学

生暑期三下乡活动”省级重点团队，在暑期实践评优中，团队被推荐为“安徽省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先进集体”，负责人魏健推荐为“安徽省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2）阜阳市、颍上县政府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 

阜阳市团委书记亲自过问此次活动。 

颍上县团委多次前往王家玉孤儿院慰问团队。 

颍上县民政局、三十里铺镇政府多次关注团队活动。 

（3）社会各界媒体给予了多次关注。媒体单位有《安徽青年报》、《江淮晨报》、《新安晚

报》、合肥电视台、阜阳电视台、中安在线、颍上电视台、中安教育网等媒体的关注。尤

其是《江淮晨报》对本次活动做了三次报道，采访王家玉新闻更是列为新闻头版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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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实施 

  1、准备阶段 

 

    团队对于本次活动做了充足的准备，由于春晖学社已经连续五年前往王家玉孤儿院

进行支教活动，因此对整个项目较为熟悉，也总结出了较多经验，在准备阶段，团队重

点放在新增活动和资金使用上。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6月 22日前往王家玉孤儿院进行联络工作。 

（2）在全校招募志愿者，组建了健全的团队，当中有专业的军训、美术、音乐志愿者。 

（3）向校团委提出申请，获得暑期社会实践省级重点团队，在校庆八十年之际学校作为

重要新闻在新闻发布会上推广。 

（4）7月初在炎炎酷暑下，在合肥市苦苦寻找批发门市，节约利用了活动资金。 

（5）联络新闻媒体单位和慈善组织单位。 

 

 2、执行阶段 

 

a)过程介绍 

 

（1）6月 22日—7 月 14日，第一阶段，募捐宣传阶段。 

A 6 月 22日—24日，团队在安徽大学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募捐宣传活动，募捐到大量学习、

生活用品。 

B 7 月 8日，团队在合肥市国购广场（家乐福）前进行了宣传，并募捐到少量资金。 

 

（2）7月 15日—8 月 11日，第二阶段，孤儿院支教军训阶段。 

     20名志愿者分两批进驻王家玉孤儿院，在孤儿院开展支教和军训活动。同时在每周

开展相应的主题周活动 

A 第一周，体育周，适应性支教开展，组织奥运走进孤儿院活动。周末进行了体育比赛。 

B 第二周，艺术文化周，重点开展美术、音乐等兴趣小组，周末组织了联谊会。 

C 第三周，读书周，针对捐赠图书开设读书课，同时正式进行了为期 15天的军训，周末

举行讲故事大赛。 

D 第四周，生日联谊周，孤儿院的孩子从来没有过过生日，在孤儿院孤残学校建校 9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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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际，组织了生日联谊会。 

（在这四周时间里，志愿者始终坚持支教为主，同时有针对性在素质拓展、组织纪律、

视野心态等进行调试，每天志愿服务活动达到 15小时以上，基本上除了休息，连吃饭都

在关爱孤儿） 

 

 

（3）9月 1日——9月 9日，第三阶段，孤儿合肥体验生活阶段。 

     9月 5日团队负责人魏健再次前往孤儿院，带领了 11名孤儿来到合肥体验生活，在

大学中体验大学生活，同时参观了徽园（历史文化熏陶）、科技馆（自然科技熏陶）、烈

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大蜀山（活动参与主动性）、安徽大学八十周年校庆纪念馆（体

验大学）、江淮晨报报社（社会工作单位）等有教育针对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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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所遇困难、挑战及解决方法 

（1）条件艰苦，孤儿院属于私人建立的孤儿院，尽管政府给予了资金支持，但是各种原

因，孤儿院条件十分艰苦，所有志愿者睡在门板上、五个女志愿者的房间不到 8 平米、

男生房间不透气、晚上蚊虫较多酷暑难当。而伙食方面只有大馍、冬瓜（或豆角等）、稀

饭，志愿者靠吃咸菜才能勉强度过。 

     志愿服务难免会吃苦，孤儿院的条件仍旧出乎我们的意料，但令人欣慰的是，志愿

者坚持进行志愿服务。 

（2）对王家玉个人事迹的怀疑，活动期间有讨债人散布王家玉谣言，导致部分队员失去

活动动力。 

     团队及时与王家玉沟通，并进行了座谈会，同时做了大量调研，坦诚的解决了疑虑。 

（3）与聋哑儿童无法沟通，志愿者对手语均不熟悉。 

     及时学习手语，自爱三十天 20名志愿者都熟悉了基本手语。 

（4）孤儿纪律极差，缺乏组织纪律性，甚至出现气哭志愿者现象，出乎团队意料。而面

对孤儿，志愿者往往因为可怜其身世而无法从严教育。 

     从严支教，严格要求志愿者对孤儿进行组织性纪律性教育，并加大军训重视力度。 

（5）孤儿院管理漏洞较多，由于孤儿院为农民所办，而除王家玉老人外其他人员为雇工，

管理上有很大的问题，志愿者有对某些事情表示异议。 

     及时召开座谈会，与王家玉老人探讨孤儿院的管理，提出可行性意见。 

（6）媒体关注度降温，由于王家玉事迹在早时的报道和奥运会期间新闻工作特殊性等原

因，媒体对此次活动关注较少。 

     加大体验生活力度。 

 

c)具体实施与原计划的出入 

（1）时间问题，在活动尚未进行时，竟然有多达 4个学校 40人到孤儿院同一时间进行，

而且时间短无任何效果，导致团队最终决定在 15日出发，以保证活动的效果，而由于团

队中绝大多数要参加暑期军训，导致了时间上的缩短。 

（2）图书问题，团队发现孤儿院实际拥有图书，只是没有利用起来，为此团队缩短图书

经费，将其中部分经费用于购买孤儿院生活用品、视频播放机、生日蛋糕等。 

（3）募捐问题，汶川地震正值发生在大赛尾声阶段，由于大量为地震募捐活动的出现，

导致王家玉孤儿院的募捐活动无法正常进行。活动改为募捐以物品为主，宣传和募捐不

再列为活动重点。 

（4）宣传问题，团队计划了多次宣传活动和宣传角度，但是不得不承认，本次活动的宣

传远远没有达到原计划。 

 

3、项目收尾、总结工作 

A 总结活动，学校推荐为“安徽省 08 年暑期社会实践先进集体”和“安徽省 08 年暑期

社会实践先进个人”两项殊荣（无差额推荐）。 

B 宣传推广阶段，由于安徽大学 9月 16日八十年校庆，宣传推广尚未举行，主要宣传王

家玉孤儿院的事迹。 

C 持续帮扶阶段，尝试在合肥市建立王家玉孤儿院联络点，为孤儿院联络慈善家和媒体

组织，当前正与新华社进行联系中。团队成员也正在通过各种渠道为孤儿院联络慈善人

士和帮助王家玉老人建立福利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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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队收获、总结 

     1、团队对参赛、获奖、及项目实施的总结意见 

     团队在两个月里完成了王家玉孤儿院关爱行动，当中有成绩也有遗憾，总体上我们

是成功的，但也有很多缺点，应该吸取和总结。 

2、团队本身的不足和项目实施中的不足 

（1）团队本身不足： 

     A 缺乏专业人才，在活动中团队严重缺乏新闻宣传、手语教学、文艺教学、财务会

计等专业人才，导致了团队在新闻宣传等方面做的不够充分。 

     B 团队成员过于年轻化，团队多大为 07 级同学，缺乏有丰富活动经验和经历的同

学。 

     C 团队组成结构单一，大多为没有受到专业义工培训的大学生，对各个方面在职责

不甚熟悉。 

     D 缺乏管理人才和组织人才，大多队员属于“被动型”，很少出现积极做事的队员，

导致队长和副队长的工作量过大。 

     E 来源单一，大多为春晖学社社员，虽然保证了团员之间的熟悉程度，但是同时缺

乏新想法、新力量。 

     （2）项目实施中的不足。 

     A 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和募捐活动，没有形成社会影响力。 

     B 活动结构单一，活动缺乏新意。 

     C 团队负责人工作失误过多，尤其是做事效率较低，不能及时完成工作。 

     D 孤儿院体验生活人数过少，仅有 11 名，体验生活由于安徽大学处于校庆阶段，

也没有做的更加精彩。 

3、对项目核心公益目标的达成情况及该项目未来发展的分析 

     （1）核心目标的达成情况 

      本团队较为现实一点的近期核心目标是让孤儿院的孩子有一个快乐的暑假，这一

目标，我们基本达成，我们带给孩子大量书籍、学习用品、体育用品，保证了孩子的学

习；我们在一个月里给孩子带去了大量知识，让他们开拓了视野；我们开展了大量活动，

让孩子提高了素质。应该看到孤儿院的孩子是快乐的。 

      但从长远的目标来看，即孤儿院的发展，效果在近期没有显示出来，尽管新闻媒

体做了宣传，甚至出现第二天就有人打电话到报社领养孤儿，但是对于孤儿院的宣传还

是不够，我们也没有找到一条长远的发展之路，孤儿院的关爱行动仍旧任重道远。 

      （2）对该项目未来发展的分析。 

       这里可以确认的是，不管有没有社会的援助，安徽大学春晖学社仍旧会一如既往

的将“关爱行动”进行下去，这保证了该项目的生命力。 

       但应该看到，随着王家玉老人年龄的增加，孤儿院的变化会很大，我们要随时做

好应对准备。 

       在以后的发展中，团队还应该以增加社会影响力、寻找社会资助、拓展活动内容

作为重点。 

     4、团队在参赛过程中的所学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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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二十名志愿者参加完活动，最大的感受一定是“我们是多么的幸福”，是三十

天的生活教会了我们生活，教会了我们珍惜，教会了我们感动。至于其他的所学所得，

已经不重要了，还有什么比教会我们活着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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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辅导员评估意见 
 

 

1、要对暑期项目实施的评估  

由魏健等同学组建的安徽大学春晖学社赴阜阳颍上王家玉孤儿院暑期支教团，在谷歌

杯全国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中获奖，从而保证了活动资金的充足。 

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中，二十名志愿者不顾酷暑，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了支教任务。

更加可贵的是志愿者们还将孤儿们带到合肥体验生活，使得活动更加新颖和多彩。 

当然活动中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活动宣传和募捐中途停止、图书活动书籍

的后续利用、活动内容的创新性。 

 

2、对团队的评价 

团队二十名成员义务支教、志愿服务的精神令人感动，同时他们也在活动中充分发挥

团队作用，积极出谋划策，使得活动丰富多彩。而当中团队精神的历练，对于整个春晖

学社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财富。 

当然，在团队组建中，更应当注意专业人才的寻找和分工的合理性，尤其是团队构成

的合理性，团队成员不仅仅面向社团，更应面向全校，甚至其他院校。 

 

3、对项目长期发展的意见 

王家玉孤儿院自 04 年以来为安徽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基地，我校团委领导也多次前往

慰问，春晖学社每年都会到孤儿院进行暑期实践，这保证了孤儿院关爱行动的可持续性。 

在该项目长期发展中，团队应该充分考虑活动内容的创新，尤其注意实际效果。同时

团队要注意到，经费问题始终是该活动的关键，团队要积极寻找各种社会力量，只有充

足的经费才能保证活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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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项目的可持续性及可推广性评估 
 

 在对项目进行评估之前，团队负责人强烈建议谷歌公司能够对王家玉孤儿院进行实

地调研，建议在其社会公益活动中能够把王家玉孤儿院纳为直接关注对象，无论从资金

上还是物品上，对孤儿院来说都是很大的帮助。 

 

1、对项目持续发展的评估 

该项目有着较强的可持续性，主要原因有一下几点： 

（1）春晖学社作为安徽大学最大的公益社团，长期关注王家玉孤儿院，这保证了社

团每年暑期进行孤儿院支教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2）王家玉孤儿院为安徽大学暑期实践基地，王家玉老人对春晖学社更是十分青睐，

保证了孤儿院院方对活动的支持。 

但同时活动的发展必须注意一下几点： 

（1）经费问题，面对孤儿院这一艰苦的单位，没有足够的经费是无法从根本上对孤

儿院进行帮扶的。 

（2）活动内容问题，五年来的活动由于时间、资金等因素导致内容基本相同，这也

导致了活动效果不好的结果，活动在长期推广中必须注意活动的更新和创新。 

（3）组织人员问题，大学生这一社会群体不可能专业性的去关注孤儿院，这也导致

了每天前往孤儿院的志愿者都不同，因此活动中必须要注意活动组织人员问题。 

（4）时间问题，应该看到暑期实践对于志愿者来说并不长，尤其是安徽大学有暑期

军训的传统，因此可以考虑活动不仅仅是一个暑期实践活动，更可以是一个大学生实习

活动，当然这需要与学校进行沟通。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其中的最大致命因素，那就是王家玉孤儿院的主人王家玉已经 68

岁，也就意味着孤儿院的情况不可能一直不变，很有可能会转向政府公办孤儿院，届时

活动的变动性将很大，甚至是无法继续进行。 

 

2、对项目推广的分析、建议 

 

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王家玉孤儿院关爱行动的可推广性并不大，主要是王家玉孤

儿院属于私人孤儿院，在全国恐怕不多，而孤儿院又属于院校合一（生活学习一体），我

们将自己的活动推广到每个孤儿院的可能性并不大，毕竟中国没有那么多孤儿。 

但从发展的角度出发，该项目在推广上，仍旧有以下可取之处： 

（1）孤儿心里与成长的研究对汶川地震孤儿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考虑到王家

玉孤儿院进行实地调研，其中对孤儿的抚养方式一定会有可取之处。 

（2）大学生暑期前往孤儿院进行支教和心理调适活动，可以推广到各地。但当中必

须要注意的是与政府单位的联络、活动的具体内容，这都需要考虑。 

推广设想： 

由谷歌公司发起，民政部门主办，组织大型公益活动“关爱孤儿，共拥蓝天，全国孤

儿院关爱行动”。（在没有政府部门支持下，活动可行性不大，虽然争取到政府是个未知

数）谷歌作为总实施人，在各地招募大学生团队若干个，在暑期同时开展活动，活动可

包括支教、辅导、素质拓展、捐赠、军训、心理调适、建设图书馆、读书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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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束语： 

被风吹过的夏天 

 

风吹日晒,艰难历练,我们高歌青春作伴; 

跋山涉水,携手并肩,我们笑看无边碧浪。 

 

三十天里，有很多心酸；三十天里，有很多留恋……三十天，二十个人睡在门板上，

常常被蚊虫扰的一夜无法入睡；三十天，最大的奢望就是能洗个热水澡；十五天，饭菜

是稀饭、冬瓜、大馍、豆角；三十天，五个女生住在不过 10平米的房间里；三十天，原

来时间是如此漫长又如此之快，当我们离去时才发现，我们全哭了……因为三十天里，

有一群可爱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度过；因为三十天里，有一群可怜的孤儿教会我们生活；

因为三十天里，我们彼此偎依相互搀扶，共同度过了一辈子的最好时光…… 

 

 华兹华斯说，一朵微笑的花可以唤起不能用眼泪表达出的那样深刻的思想。在这美

丽的土地上，我们有了从未有过的经历与感悟。孤儿院之行带给我们太多震撼与触动。

年轻的心在这一刻归于平静，我们有太多的感悟。 

 

一个月的奔忙，我们结束了征程。卸下尘埃累累的行囊，抹去脸上晶莹的汗水，看着

镜中黑黑瘦瘦的自己，幸福却像花儿一样在每个人的脸上绽放。因为我们懂得，我们身

上流淌的是这个夏日的风和阳光，是奉献的快乐，还有沉淀的思想。因为我们知道，那

些孩子会记住我们，那片土地会铭记我们，尽管我们的行为不是轰轰烈烈。 

我们赞颂的不是春晖的某一个人或其某一个集体，我们颂扬的是乐于奉献的春晖精神。

世界上有什么样的精神，能比一个人把自己的所有知识与文化燃成火把照亮贫困地区的

孩子们更至真至纯？ 

 

我们是大学生，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只是大学生，能够做到做好的也并不是

太多。我们更现实的做法是让春晖精神在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净土中生根发芽，让爱的

火种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广泛关注，掀起人文关怀的热潮。 

感谢学校能给予我们如此难得的机会，感谢苍天，感谢大地。 

是回忆，更是留恋，是思考，更是感悟，让我们留下了这篇厚厚的总结材料，愿它能

伴着春晖的成长，愿春晖人能从中汲取更多爱心与永恒。 

 

青春无敌,行者无疆。跋山涉水文明地,一路艰辛一路歌。看着厚厚的总结材料,一行

行,一页页,记录我们幸福的奔忙,透过字里行间,我们看到播洒的汗水,看到收获的希望。 

而今，我们整装待发，即将踏上新的征程，怀揣着梦想，在大千世界中释放我们的青

春力量 

 

最后，感谢春晖，感谢一路上支持我们的人们，因为这一刻，我们二十名志愿者拥有

的是幸福，是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