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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在芦山地震发生半小时内

迅速反应，启动响应机制，按紧

急救援、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三

个阶段开展赈灾工作。

紧急救援阶段以人员搜救转移、

救援物资分发为主。

过渡安置阶段主要围绕灾区儿童

开展心理支持、卫生健康服务和

儿童发展项目。

灾后重建以减灾为中心，开展为

期五年的灾后重建工作。主要项

目包括：抗震减灾示范校园，抗

震减灾示范社区，壹乐园和龙门

山地震带灾害管理中心等，致力

于创建一个人人具有减灾意识和

家家具有抗震能力的韧性家园。

壹家人芦山地震赈灾
工作框架   

壹乐园 运动汇

卫生项目 太阳能公共浴室 爱心洗衣房

温暖包 冬季温暖包

救援联盟

救灾物资接收整理 救灾物资调配发放联合救灾

社区减灾中心安全农家计划
抗震减灾
示范社区

抗震减灾
示范校园

音乐教室壹乐园

龙门山地震带
灾害管理中心

发放物资援救、转移伤员

灾后物资需求评估

儿童服务站

夏季温暖包

农村工匠培训

净水计划

排查险情

钢结构抗震农房

运动汇

减灾示范校园

灾害管理研究 公众减灾教育 民间救援培训

乡村幼儿园建设 避灾运动场

应急避难场所

抗震减灾学校建设

儿童服务站

紧急救援阶段
救在壹刻01

（2013年）

过渡安置阶段
快乐童心02

（2013年-2014年）

灾后重建阶段
安全家园03

（2013年-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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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18,079.14
实际支出

45,318,079.14
计划支出

年度计划：开展紧急救援，帮助受灾群众过渡安置，进行
灾后重建论证与规划。

103,166,231.77
实际支出

年度计划：全面启动重建计划，重点开展社区与学校的工
程建设，启动学校师生减灾与儿童发展项目培训和教育。

100,000,000.00
计划支出

年度计划：基本完成社区与学校的工程建设，展开学校师
生减灾与儿童发展项目培训和教育，全面推进软件项目。120,000,000.00

计划支出

年度计划：工程建设全部竣工，基本完成学校师生减灾与
儿童发展项目培训和教育，进行项目的评估与总结。90,000,000.00

计划支出

年度计划：全部完成灾后重建目标，系统总结重建经验。
移交和跟进灾区当地伙伴对项目进行后续运营管理。29,196,940.55

计划支出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一、壹基金芦山地震资金五年使用规划

（2013.4-2017.12）

单位：元

民政部《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民发【2012】124号]第（六）条规定：“对于指定用

于救助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受赠财产，用于应急的应当在应急期结束前使用完毕，用于灾后重建的应当在重建期

结束前使用完毕。”壹基金按照捐赠人意愿，将捐赠资金分别使用在紧急救援、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三个阶段。灾

后重建项目由抗震减灾示范社区、抗震减灾示范学校、壹乐园和龙门山地震带灾害管理中心组成，为确保项目质量

及示范性，规范化管理项目的规划、设计、选点、签约、招投标、建设、监理诸环节，确保将捐款转化为高品质的

减灾示范项目，为雅安及龙门山地震带的抗震农房、社区、学校及减灾教育做出示范。

壹基金对捐赠人捐赠的资金制定了为期五年（2013.4-2017.12）的使用规划，2013年在紧急救援和过渡安置

阶段，计划使用资金45,318,079.14元，2014年完成过渡安置工作同时全面进入灾后重建阶段，计划使用资金

100,000,000元，2015年计划使用资金120,000,000元，2016年计划使用资金90,000,000元，2017年计划使用

资金29,196,940.55元。

二、壹基金芦山地震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支出名称 阶段 项目 规划资金 已经支付资金 未支出资金

一、直接用于
受助人的款物

紧急救援 芦山地震紧急救援及物资援助  24,678,587.77  24,628,587.77  50,000.00 

过渡安置

芦山地震灾区夏季温暖包  380,652.80  380,652.80  -   

芦山地震灾区爱心洗衣房  698,648.05  698,648.05  -   

芦山地震灾区净水计划  892,860.00  860,397.50  32,462.50 

芦山地震灾区太阳能公共浴室  8,118,773.87  7,345,033.75  773,740.12 

芦山地震灾区壹乐园 - 儿童服务站  6,592,803.21  6,592,803.21  -   

芦山地震灾区公益映像节 - 雅安流动放映  2,040,000.00  1,514,722.10  525,277.90 

灾后重建

抗震减灾示范校园  164,618,749.85  69,533,739.84  95,085,010.01 

抗震减灾示范社区  29,855,680.44  18,489,255.25  11,366,425.19 

壹乐园（音乐教室、运动汇）  19,500,000.00  13,323,718.01  6,176,281.99 

龙门山地震带灾害管理中心  100,000,000.00  -    100,000,000.00 

芦山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研讨  178,046.70  178,046.70  -   

小计  357,554,802.69  143,545,604.98  214,009,197.71 

二、为开展公
益项目发生的
直接运行费用

 15,424,766.41  4,938,705.93  10,486,060.48 

三、不可预见
费（总规划资
金的 3%）

 11,535,450.59  11,535,450.59 

合计  384,515,019.69  148,484,310.91  236,030,708.78 

抗震减灾示范社区

壹基金芦山地震资金使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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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回顾 2014 年重建项目成果
2013年芦山4.20地震发生后，灾情

就是命令，壹基金在第一时间联合

壹基金救援联盟和壹基金联合救灾

开展紧急救援工作，同时开展过渡

安置项目和灾后重建需求评估、规

划和试点项目的实施。

2014年，壹家人坚守灾区，壹起行动，壹起改变。

受灾群众转移

600 名

救灾物资运输

125  车次

救灾物资发放

1,000  吨

钢结构抗震农
房建成 

244  套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运营

50 个

太阳能公共浴室完成

59 个

净水设备使用

70 台

洗衣机使用

459 台

农村建筑工匠
培训结业

2,054  名

温暖包发放

18,557 个

直接受益

227,851 人次

抗震减灾示范

学校动工建设

5  所
拼装地板运动场

建设完成

15  个

乡村幼儿园设计完成

11  所

社区减灾中心

动工建设

9  个

减灾示范校园实施

30  所

避灾运动场顶棚完成

选点和设计规划

19  个

太阳能公共浴室完成

16  个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运营

22  个

运动汇游乐设施投入

使用

76  座

壹乐园音乐教室

改造完成

47  间

钢结构抗震农房

建成

355  套

直接受益

117,947  人次

核 心 工 作 围 绕 人 员 搜

救 转 移 、 灾 情 评 估 和

救 援 物 资 分 发 等 ， 支

持 民 间 公 益 组 织 伙 伴

共 同 开 展 紧 急 救 援 行

动 ， 第 一 时 间 回 应 灾

区的迫切需求。

4月-6月

通 过 支 持 民 间 公 益 组

织，围绕灾区儿童及弱

势群体开展心理支持、

卫生健康，温暖过冬等

项目，保障灾区儿童的

生存、受保护、发展和

参与权。

5月-12月

通过专家参与和社区评

估，确定壹基金灾后重

建规划，并开展工匠培

训，钢结构抗震农房试

点、壹乐园游乐设施和

减灾示范校园的规划设

计等项目活动。

7月-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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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抗震农房 要减少未来地震带来的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首先要提高农村住

房的抗震能力，安全农房是最大的减灾。芦山地震灾区受损农房

大多使用简易的砖混、砖木等结构建造，没有满足抗震需求的基

本构造要求，加上砌筑墙体的黏结材料强度差，房屋整体性弱，

抗震能力低。农村亟需一种低成本、高抗震级别、适合农村工匠

乃至农户操作的新农房建设模式。

钢结构抗震农房项目搭建农房重建的合作平台，与政府、民间公

益组织共同合作，村民以自建、互助的模式，推广示范钢结构抗

震农房，其优点是抗震性好、建设周期短、成本适宜、村民参与

性强。

社区减灾中心 社区减灾中心项目建立“平灾两用”的社区公共服务和灾害应急

平台，平常发挥社区公共服务功能，灾时承担灾害应急避难管理

功能。项目内容包括社区活动中心、应急避难广场、应急救援设

施设备、社区救援队、减灾宣传和能力建设培训。

芦山县

宝盛乡 凤头村

清仁乡 横溪村

太平镇 大河村

清仁乡 芦溪村

雨城区

上里镇     箭杆林村

合江镇 徐坪村

碧峰峡镇
柏树村

名扬村

上里镇 六家村

宝兴县 灵关镇
建联村

新场村

天全县 乐英乡 盐店村

完成选点

开建244套

12个减灾中心规

划与设计全部完

成，9个开始施工

建成355套

将全部建成

2013年

2013年

2014年

2014年

2015年

住进355套钢结
构抗震农房的农

户分别来自

宝兴县大溪乡烟溪村

56 户

雨城区碧峰峡镇的 上里镇

芦山县龙门乡芦山县特困户

16 户 27 户

21 户235 户

社区减灾中心钢结构抗震农房 安全农家计划农村工匠培训

已完成钢结构抗震

农房建设

355 套

计划建立社区减灾中心

12 个
已开始施工

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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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示范校园 自 2008 年以来，从 5·12 汶川地震和 4·20 芦山地震的救援经验

可以看出，建立安全有效的校园减灾系统是应对自然灾害、保障

师生安全的重要手段。根据国务院 2013 年 7 月颁发的《芦山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要求，壹基金在雅安地区的灾后重建

工作中围绕“减灾”这一中心开展项目。其中“减灾示范校园项目”

计划在三年时间内，通过教师减灾能力建设、儿童课堂减灾教育、

校园减灾文化建设和应急与风险管理机制等活动，将雅安灾区内

100 所小学校园打造成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硬件与软件兼顾的

减灾示范校园。

减灾教育首先在于培养儿童对灾害的正确态度和对减灾活动的兴

趣与热情，其次是提升儿童应对灾害的应急能力、思考能力和行

动能力，同时学习灾害基本知识、应对方法以及设备工具的使用

技能。

已完成选点及实施

30 所

计划实施小学

100 所
计划援建学校

8 所
已完成选点及

设计规划

8 所
已经开工建设

5 所

天全县 城厢镇 城区一小

芦山县 芦阳镇 城区第二小学

雨城区 多营镇 多营中心校

名山区 新店镇 红光村小

芦山县 太平镇 春光小学

石棉县 新棉镇 石棉希望小学

汉源县 富庄镇 共和小学

汉源县 片马彝族乡 万坪小学

6月7日-8日

确定第一批30所项目学校，

各类活动全面启动

7月14日-16日 8月23日-25日

9月27日-29日9月至12月12月初

2014年6月

第一期骨干教师培训在北川

县举办，主题为“校园应急

物资与管理”

第二期骨干教师培训在雨城

区举办，主题为“校园儿童

减灾教育”

第三期骨干教师培训在汉源

县举办，主题为“校园应急

管理体系建设”

为第一批30所项目学校配

备应急物资，儿童减灾小课

堂、校园主题活动和应急演

练活动全面开展，各校教师

自主设计，全体学生积极参

与，形成了校园减灾的良好

氛围

国内外减灾机构专家、学校

代表和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一

期项目经验总结，为第二批

学校项目设计提供改进建议

完成选点，开始设计

规划

完成全部设计规划以

及招投标工作，其中5

所学校已经开工建设

8所学校全部完成

建设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第一批项目启动仪式举行

抗震减灾学校
建设

校园，绝对不应是钢筋水泥简单堆砌出来的呆板火柴盒，而应该

成为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场所和社区的活动中心。在灾难发生时，

它还要作为最坚固的民用设施，为受灾群众提供庇护所——不管

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学校都应是一个稳固的社区结构中最内核

部分。

抗震减灾示范校园
抗震减灾学校建设 减灾示范校园 乡村幼儿园建设 避灾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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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幼儿园
建设

在灾后重建阶段，壹基金计划在芦山地震灾区援建 11 所乡村幼儿

园，针对当地学龄前儿童迫切需求，建设符合国家标准、儿童友

好的幼儿园，为当地学龄前儿童提供安全、友好的学前教育硬件

环境，为该地未来学前教育发展提供示范样板。11 所幼儿园由大

陆和台湾地区 6 名著名建筑师负责规划设计。

11所幼儿园清单

汉源县
河西乡幼儿园

唐家镇集贤幼儿园

芦山县
大川镇幼儿园

飞仙关镇幼儿园

石棉县
草科乡幼儿园

团结村幼儿园

天全县 新场乡幼儿园

荥经县

民建乡幼儿园

石龙乡幼儿园

烟竹乡幼儿园

雨城区 碧峰峡镇幼儿园

避灾运动场 避灾运动场是在现有学校内援建避灾顶棚的运动场，平时可以作

为学生体育、校园文化活动公共场地，灾时可以作为学校和社区

的应急安置场所。该场所采用钢结构方式，抗震能力强，由北京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运动场的设计，由各区县教育局负

责实施。壹基金计划在雅安市雨城区、天全县、荥经县、石棉县、

芦山县 17 所学校建设 19 个避灾运动场。

完 成 项 目 的 选 点 、

立 项 、 协 议 签 订 和

方案设计

完成19个项目点

的选点和设计规划

深化设计，动工建设

完成建设，投入使用

2014年

2014年

2015年

2015年

计划援建

11 所
已完成全部项目的选点、

立项、方案设计

计划覆盖学校

17 所
避灾运动场

已完成选点和设计规划

1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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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乐园

儿童服务站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通过建立以社区为本的儿童服务体系，为儿童

提供安全的活动场所，缓解灾害对儿童的影响，探索重大灾害中

儿童保护的服务模式，帮助灾害中的儿童实现生存、教育、保护、

参与和发展的权利。2014 年壹基金公益映像节行走 6,500 公里，

为雅安地区 27 个灾后重建村庄超过 7,000 名的村民放映了 92 场

公益电影，为 27 名灾区志愿者和 28 名儿童提供影像拍摄培训。

第一期在23个乡镇建立了50个

服务站，为5,548名儿童累计开

展了1,027次以安全、减灾教育

以及儿童保护等主题的活动，

718次极具特色的儿童活动

第二期保留22个站点

继续服务于灾区儿童

和社区家庭

2013年 2014年

儿童服务站音乐教室 运动汇

运动汇 运动汇项目通过为灾后的儿童提供一整套精心设计的游乐设施，

将快乐重新带给灾区儿童。壹基金计划为雅安 100 所学校配备游

乐设施，2014 年已经建成 76 座壹乐园游乐设施场地，并完成了

15 个拼装地板运动场的建设 , 为灾区儿童提供安全、快乐的课外

空间，丰富灾区儿童的课外运动，通过运动促进儿童潜能的发挥。

同时，邀请首都体育学院希望九洲公益社团为运动汇游乐设施项

目进行教材开发，并在 2014 年 3 月和 8 月举办体育教师培训。

完成76个游乐设施的建设、

15个拼装地板运动场的建设

2014年

已经建成壹乐园

游乐设施场地

76 座
拼装地板运动场的建设

15 个

22 个
站点坚守灾区继续服务

音乐教室已经在雅安灾区建成47间。2014年3月和8月，来自雅安市的67

位教师分别参加了两次培训。来自北京柯达伊协会的田雨、李秀军老师，

北京千千树的赖昕老师，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治疗研究中心的王露洁老师，

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张卓、郑哲佳、田宇潇老师，分别进行了“柯达伊音

乐教学法的理论和实践”、“奥尔夫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治疗简介”

等内容的讲解和示范。预计将有超过10,000名儿童参与到更丰富多彩的音

乐课程中来。

音乐教室项目希望通过音乐教室内部环境改造、音乐教师培训、

音乐活动手册开发及音乐活动推广，创造儿童参与体验音乐的空

间和条件，鼓励灾区学校音乐活动的开展，促进儿童潜能的发展。

音乐教室

计划建音乐教室

80 间

已改造

47 间
完成47间音乐教室

的硬件改造，为67

位教师提供培训

完成余下33间音乐教

室的改造及教师培训

2014年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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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的那些人和事

生活的支撑，从木头变成了钢架

2014年7月9日的碧峰峡镇，竹林繁茂，氤氲在水气中的稻田绵延至远处

群山，连成一片层层叠叠的青色。地震过后一年有余，作为壹基金钢结构

抗震农房项目的第一批试点，碧峰峡镇建房的15户农户大都已经搬进了新

房。

下午3点，当我们来到七老村村民吴文元和李福秀的家时，穿着碎花衬衣的

李福秀正倚在家门边扒拉着半碗干黄的米饭，丈夫吴文元还在屋里忙活。

这是一个五口之家，夫妇俩，两个儿子，一位老人。50岁的李福秀患有先

天眼疾已近失明，家是她主要的活动空间。吴文元与妻子同龄，两腿的风

湿痛在地震后这一年越发严重。“去雅安的医院看过，也拿了药吃，好像

没啥用。”吴文元说。腿不太痛的时候，吴文元就去附近做点木匠零活。

家里还有4、5亩地，种了水稻和玉米，这是他们家另一收入来源。

震后的日子平淡如常，但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一家人住进了这幢两层的钢

结构抗震农房。

这天下午，坐在房子一楼的屋檐下，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的吴文元说得最

多的一个词，是“稳当”。

“这半年又地震过好几次。”吴文元说，“但就是听到地面下轰隆隆地

响，人在房子里面都感觉不到啥晃动，稳当得很。”  

4·20地震发生时，在屋里的吴文元来不及多想，拉起李福秀往外跑。身

后，砖木结构房子的砖瓦噼里啪啦往下垮。李福秀想起来仍有后怕，“差

一点就被一块砖打中脑袋，幸好被一根木杆挡住了。”

地震后为啥愿意建钢结构的房子？吴文元笑，“我是做木工的，一看到这

房子的结构就晓得了，这基本就是木头房子的结构嘛，框架搭好后再码

砖，好建！那些钢架子都是我自己一根根穿孔钉起的，只不过钢材比木头

更结实稳当。”

从平地基，挖基槽，组钢架，到把钢架拉起立住，铺楼板，夯底土，砌砖

这是震后这家人搬

进新家的第一个夏

天。他们的生活，

正与田里的谷物一

同生长，安稳若钢。

——钢结构抗震农房首批试点户吴文元、李福秀

墙……吴文元顾不上自己的腿病，每个环节自己参加。砌墙时，吴文元在

村里找来两个师傅帮工，李福秀每天负责照顾三顿饭，一家人前前后后忙

了40多天，将两层楼的墙壁码得整整齐齐。

农房的完工是在冬天，一家人用了大半年时间，把被地震震垮的生活重新

建了起来。这一次，生活的支撑，从木头变成了钢架。

在她身后，这幢230平米的钢结构抗震农房屋内，并没有过多的家具和装

饰，却能为这家人庇护未来几十年的风和雨，抵抗山地间的震荡。

临走时，吴文元特意指给我们看他后屋外墙根边，刚刚铺好的一排光滑的

青石板。“好多人都没有这么弄，但我还是铺了。我就是想，这是自己住

的房子，我是要整得巴适点。”吴文元说，一脸憨笑。

这是震后这家人搬进新家的第一个夏天。他们的生活，正与田里的谷物一

同生长，安稳若钢。



20 21芦山地震两周年报告

助人自助，自助助人

2014年9月1日是开学的第一天，雅安天全三小的“校园安全小义工”也迎

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次开工。8个身穿黄色马甲的小朋友在校园里穿梭，手里

拿着《安全隐患排查表》和笔记本，一路从宿舍楼检查到板房教室，在校

园各个角落里寻找安全隐患，记录风险情况。

这支义工队是2014年3月由壹乐园儿童服务站的志愿者陈龙号召发起，当

时正值老教学楼拆除时，校园内安全隐患不少，为了让孩子主动了解身边

的危险，并相互学习和监督，陈龙决定组建一支儿童志愿者小分队，让孩

子们自己来发现安全隐患，努力寻找解决办法。

从3月到现在，已经有近50名小朋友加入了校园安全义工的队伍。

2014年8月，壹基金“减灾小课堂”项目来到雅安市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通过生动有趣的五节课，让儿童了解到灾害、认识环境并识别风险，最后

启发儿童与小伙伴共同商讨制定一项活动计划，目的是排除身边的风险和

隐患。

开学后，小义工们再次行动起来，根据暑假里在减灾小课堂学到的方法，

对照《安全隐患排查表》一一排查校园中的隐患。志愿者说，小义工们已

经开始为新学期和新同学准备更加醒目的校园内建筑工地警示牌，针对有

些孩子们自己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小义工们已经制作了海报交给校长，希

望校长来帮忙解决。

小义工们已经开始

为新学期和新同学

准备更加醒目的校

园内建筑工地警示

牌，针对有些孩子

们自己没办法解决

的问题，小义工们

已经制作了海报交

给校长，希望校长

来帮忙解决。

——天全三小的小义工

李老师从培训课上

带回去的不仅是一

堂生动的音乐课，还

有全新的教学方式。

当学生自己成为了

课堂的中心，教学相

长，寓教于乐，带来

了可喜的改变。

在雅安市汉源县大庄小学，李淑秀本来教的是语文课，与大部分的乡村学

校的主课老师一样，李老师还兼了另一门课——音乐课。在这之前，李老

师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教育训练，对音乐的知识大多一知半解。“音乐课

是语文老师教的”这种现象在许多农村学校十分普遍。

2014年8月，李老师和雅安32位音乐老师一起参加了壹乐园音乐教室的培

训，培训师来自广东星海音乐学院。培训师把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传授给

老师们，开放式的课堂打破了课桌椅和讲台的距离，平日里教语数外的老

师不再严肃，尽情释放想象力和创造力。带着这样的教学理念，第一批参

加培训的32位老师回到学校，将不一样的音乐课带给同学们。

1个多月后，项目组去各个学校探访。我们和李老师也再次碰面，在她的

办公室里，她从抽屉里拿出厚厚一摞作文本递给我们，她说：“之前学生

写作文都只能写三百字左右，因为他们作文内容和生活太远，学生的想象力

又不够，所以写不了多少东西。后来我开始在课堂中引导学生用报纸给自

己设计衣服，让他们跟着音乐走T台。学生玩儿得都很开心，当天的语文

作业是把这些经历写成作文，学生突然就写了很多内容，字数也都到了

七八百。”

语文课里的难题，没想到最后在音乐课上得到了解答。李老师从培训课上

带回去的不仅是一堂生动的音乐课，还有全新的教学方式。当学生自己成

为了课堂的中心，教学相长，寓教于乐，带来了可喜的改变。

语文课的难题，音乐课来解决 ——大庄小学语文教师李淑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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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明涛终于回到陕西咸阳老家，陪着媳妇准备生产。6月3日，6斤

4两的宝贝女儿出生了。明涛给她取名：笑笑。

没过多久，明涛回到雅安工作。想女儿的父亲只能打打电话，通过视频看

看孩子。到了9月，女儿满3个月大了，明涛张罗着把媳妇、女儿接到身边

来，“这样心里不会那么愧疚了。”

团圆日子还没过半年，明涛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还是得把老婆孩子送回

家。平时憨厚的明涛，此时十分无奈：“其实根本照顾不到，晚上11、12

点才能回到家，那会女儿已经睡了。每天和她见面的时间，也就早上出门

那会，女儿醒了就逗她玩会，有时连周日也得加班。媳妇一个人带孩子太

累，我又帮不上。”

和明涛一起工作的同事看在眼里，也不是滋味：“明涛为了能晚上回家

陪女儿玩一会，9点左右先回家，等女儿睡了再开始工作，这一干就到了

半夜。”

现在，明涛只能通过视频逗女儿一下，“她不知道这个从哪儿冒出来的人

是谁，通常几十秒之后就不理我了。”

趁着小长假，明涛出差回来就立刻飞奔回家。抱在手里的女儿可是谁也抢

不走的。“三天回家去，感情深了又得走，然后又不认识我了，再回去三

天，反反复复这样。”明涛决定还是要把媳妇女儿接到身边来，“我还是

想陪孩子一起长大。” 

明涛其实记不清父亲节是几号，周围同事说起他才想起。他说：“能陪孩

子过周岁生日就已经很不错了，父亲节连想都不敢想……”明涛沉默了。

魏明涛是同事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凡事都亲力亲为。他能清楚地记得每

一次他救过的灾，他去过的乡镇，他做过的项目。这个西北的汉子并不

善于表达，他最常和同事们说：“责任重于泰山，要对得起捐款人的信

任。”

他 最 常 和 同 事 们

说：“ 责 任 重 于

泰 山， 要 对 得 起

捐款人的信任。”

魏明涛是位“救灾人”，同事们称他为魏主任，再熟悉一些的朋友则喜欢

调侃他是“魏救灾他爹”。因为女儿快出生时，他还在雅安救灾一线，当

时就有朋友说：明涛，你女儿干脆叫魏救灾得了。

明涛面对调侃总是憨憨一笑，一如他面对繁杂的工作。

2013年4·20芦山地震，明涛当天就从深圳赶往雅安，一头扎在了救灾

中。连续在乡间工作了一个月，魏明涛瘦了一大圈，比以往更黑。眼镜脚

架掉了，就找根鞋带绑着。实在累了，就躺地上眯一会。身边伙伴说他，

他又是憨憨一笑，用一口陕西话回答：么事么事！

这句话，一说就是一个月。

他能记住救过的灾，女儿却记不住他 ——“拼命三郎”魏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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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十步可以完成

的事情，而何芳需

要千百步。虽然走

得慢，但依然有许

多人在帮助她一起

走，一起扫除成长

路上的障碍。

她，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本应对未来满怀憧憬，充满期待。但她，却难

以体会青春炙热与梦想的缤纷，她是何芳，一个智力发育迟滞的女孩。

初见何芳，是在为建立儿童服务站选址那会。她寸步不离地跟着志愿者，

只有8岁智力的她热情地提供着她所知道的信息，她问的最多问题是什么时

候可以到服务站来玩。

在儿童服务站还没有建成时，何芳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在学校附近游荡，也

许对于曾经读过两年书的她来讲，学校是她最向往的地方。

后来，儿童服务站建成了，志愿者们带领孩子们活动、游戏、学习，何芳

每天总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才走，周末也来玩。

儿童服务站的志愿者在了解何芳的情况之后，对她特别照顾。小张老师特

意送给了何芳一些作业簿，每天都特地抽出时间单独辅导何芳，教她写自

己的名字，以及简单的文化知识。

为了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何芳在黑板上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写满了擦掉

再写，几个月下来，何芳终于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别人十步可以完成的事情，而何芳需要千百步，名字里的每一笔每一画都

充满了他人无法理解的艰辛。虽然走得慢，但依然有许多人在帮助她一起

走，一起扫除成长路上的障碍。

蜗牛赛跑，贵在坚持 ——儿童服务站何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关于雅安地震救援行动
阶段性捐赠收入和支出的

专项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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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数

(2014.1.1~2014.12.31) 
 累计数

(2013.4.20~2014.12.31) 

芦山地震紧急救援及救灾物资援助项目               968,700.00            24,628,587.77 

壹基金爱心洗衣房项目                49,115.90               698,648.05 

芦山地震灾区净水计划项目               255,583.70               860,397.50 

芦山地震灾区太阳能公共浴室项目             3,444,867.30             7,345,033.75 

芦山地震灾区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             1,879,608.21             6,592,803.21 

芦山地震灾后重建专家规划项目                21,685.70               178,046.70 

芦山地震灾区农村工匠培训项目               257,434.22             1,757,434.22 

芦山地震灾区夏季温暖包项目                24,652.80               380,652.80 

芦山地震特困农户轻钢房建设试点项目               315,693.88             1,804,627.08 

抗震减灾示范校园规划设计项目               726,070.00             1,577,858.00 

芦山县特困农户轻钢抗震农房项目                 5,700.00             3,005,700.00 

宝兴县大溪乡轻钢抗震农房及减灾示范社区援建项目               647,882.00             1,562,018.00 

雨城区上里镇箭杆林村轻钢抗震农房及减灾示范社区援建项目             1,144,637.60             1,144,637.60 

壹乐园 - 游乐设施项目             5,430,197.80             6,730,197.80 

壹乐园 - 音乐教室项目（第一期）             1,687,315.17             1,687,315.17 

壹乐园 - 运动汇项目（第一期）               818,691.55             1,358,091.55 

芦山县龙门乡古城村轻钢抗震农房钢材及减灾示范社区援建项目               532,002.00               532,002.00 

2014 年雅安减灾示范校园项目             2,949,657.00             2,949,657.00 

壹基金 420 芦山地震灾区社区服务中心援建项目             7,839,556.35             7,839,556.35 

2014 年度壹基金公益映像节 - 雅安             1,514,722.10             1,514,722.10 

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红光小学抗震减灾示范校园建设项目               952,000.00               952,000.00 

雅安市芦山县太平镇春光村小学抗震减灾示范校园建设项目               800,000.00               800,000.00 

雅安市雨城区多营镇中心学校抗震减灾示范校园建设项目             4,580,000.00             4,580,000.00 

雅安市芦山县芦阳镇第二小学抗震减灾示范校园建设项目            16,150,000.00            16,150,000.00 

雅安市天全县城区第一完全小学抗震减灾示范校园建设项目             9,835,000.00             9,835,000.00 

芦山县第二批特困农户轻钢抗震农房援建项目               843,280.00               843,280.00 

雅安市石棉县希望小学建设项目             1,950,000.00             1,950,000.00 

雅安市雨城区幼儿园援建项目             2,314,541.00             2,314,541.00 

雅安市荥经县幼儿园建设项目             3,482,193.74             3,482,193.74 

雅安市天全县幼儿园建设项目             2,406,994.60             2,406,994.60 

雅安市石棉县幼儿园建设项目             1,942,497.55             1,942,497.55 

雅安市芦山县幼儿园建设项目             4,344,688.95             4,344,688.95 

雅安市汉源县幼儿园建设项目             5,875,030.00             5,875,030.00 

雅安地震项目支出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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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数

(2014.1.1~2014.12.31) 
 累计数

(2013.4.20~2014.12.31) 

雅安市汉源县富庄镇共和小学抗震减灾示范校园建设项目             1,307,216.00             1,307,216.00 

雅安市汉源县片马彝族乡万坪村小学抗震减灾示范校园建设项目             1,571,704.00             1,571,704.00 

第二期雅安减灾示范校园项目             1,443,696.00             1,443,696.00 

避灾运动场顶棚项目             6,050,663.00             6,050,663.00 

2014 年壹乐园 - 音乐教室—雅安             1,375,051.09             1,375,051.09 

2015 年壹乐园音乐教室和运动汇 - 雅安             2,173,062.40             2,173,062.40 

小计  99,911,391.61 143,545,604.98

为开展公益项目发生的直接运行费 3,254,840.16 4,938,705.93

总计 103,166,231.77 148,484,310.91

审计报告全文可登陆壹基金官方网站 www.onefoundation.cn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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