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7 日， 由 SK Sunny 发
起的“一米阳光 SK Sunny 故事
征文大赛”活动成功落下帷幕。 6
位 SK Sunny 成员的三个短篇微
博和三个长篇微博， 从 57 位参
赛者的作品中胜出。

SK Sunny 成员积极参赛

为了鼓励更多的大学生用
自己的年轻和知识给社会上的
弱势群体带来阳光，并锻炼大学
生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团队合作
精神，SK Sunny 发起了“一米阳
光 SK Sunny 故事征文大赛”活
动。 大赛针对的对象是自 2010
年 9 月至今 SK Sunny 的所有活
动成员。

活动的参赛方式是，前缀活
动话题 # 一米阳光， 我的 Sunny
故事 # 发布内容， 并 @ SK
Sunny 即为参赛。 可配图增加吸
引力，超过 140 字使用长微博发
布。 2013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6
日为征集时间，6 月 19 日公布入
围名单。 网络票选的时间是 6 月
19 日至 6 月 23 日， 公布获奖名
单的时间为 6 月 27 日。

据主办方 SK 的相关负责人
透露， 自活动公布后，SK Sunny
活动成员积极参与，“总计约有
57 名学生投稿，而且投稿作品的
质量都比较高，大部分学生使用
了长微博， 带着丰富的感情，用
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下了他们
参与 SK Sunny 活动的那段时光
的青春记忆。 ”

在综合网络人气和组委会
的评选意见， 对入围的 20 篇作
品进行网络评选后， 最终评出 6
个大奖。 分别是长篇赛区的林立
群、沈少伟、方成；短篇赛区的魏
燕尔、习思怡、沈潇男。

无处安放的青春找到归宿

Sunny 给年轻的大学生们带
去了什么？ 青春的驿站、快乐的
相伴、看问题独特的视角……

林立群在长微博《Sunny 旅
途不散》里写道：在 Sunny 的这些
日子里我感觉到生命是属于自己
的，青春是活着的，那种酣畅淋漓
的感觉比什么都重要。 以前大家
聚会的时候我会很害怕曲终人散
那种凄清的感觉， 现在每次通宵
却可以享受几个人挤一张床摆各
种素面朝天的姿势……我们无处
安放的青春， 终究在 SK Sunny
中找到了归宿，并乐此不疲。

沈少伟的长微博《向日葵开
过旧夏天》里洋溢着快乐：Sunny
的追求是与义工有别的，不单是
做公益，还要快乐地去做。 所以
Sunny 带着青春的热情、 疯狂和
无节操。 能够最高浓度地跟着一
群人无节操地疯一次，哪怕只有
十秒，每一个笑，每一颗泪，都将
成为此后人生的珍宝……阳光
志愿，快乐同行。

在 Sunny， 大学生实现公益
梦想的同时， 也在锻炼着看问题
的独特视角。方成在长微博《为什
么不再给他玩》中，记录了不给一

个留守儿童玩用来清理镜头用的
“气吹”的故事。方成在文中感慨：
这些留守儿童缺乏亲情与贫穷让
他们适应了被关爱，被接济，被照
顾， 但是这无形中也让孩子们有
了理所当然的惯性思维， 当他们
直接地抓起手机玩游戏时， 我们
无奈地把手机递了出去； 当他满
不在乎地说着对不起要玩我的
“气吹”时，我……拒绝了，我不知
道用什么样的话语才能让他明
白： 自己的弱小不应是你去理所
应当索求帮助的借口。

大学生志愿服务时间累计
超 10 万小时

“一米阳光 SK Sunny 故事
征文大赛”成功落下帷幕，但是属
于 SK Sunny 活动成员的那段做
志愿者的日子，永远不会落幕。

林立群在长微博里感慨：我
想我会在每个无聊的时刻，想起
我们一群人， 在这个多雨的夏

天， 一起走过的学校每个角落
……那些回忆点点滴滴烙印在
我心里，比天空还远，比季节还
长……

沈少伟在长微博里说：那一
个个美好的日子，那些总也忘不
掉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快乐和忧
伤，如今又在哪里呢？ 最后一个
夏天，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说再
见……未来有一天，翻着我们的
照片，想念若隐若现，那些年，我
们一起奋斗的 Sunny 时光。

无论怎样，正如魏燕尔在微
博中所写： 满脑子只有那句话：
“只可遇见，不可预见。 人生有很
多意外，遇见你们是我最美丽的
意外。 ”对于所有参加 SK Sunny
活动的成员而言，SK Sunny 都是
“最美丽的意外”。“初见，惊。 相
处，执。 回首，念。 惊于大家无限
的能量。 执于大家共同的目标。
念于大家散落的节操。 ”习思怡
的微博作品道出了 SK Sunny 活
动成员的心声。

SK Sunny 是大学生参与的
志愿服务， 其全称为 SK Sunny
中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行动。 为了
实现“培养人才，贡献社会”的 SK
社 会 公 益 理 念 ，SK Sunny 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正式启动。 旨
在为弱势群体带去帮助，同时培
养大学生的组织领导能力及团
队合作精神。

自 2010 年在中国实施以
来，已有北京、上海、四川、深圳
等地 15 所大学的学生参与。 他
们前往敬老院、孤儿院、留守儿
童学校、贫困地区学校和灾区开
展支教、 敬老等多种多样的活
动。 截至 2013 年 3 月，受助人数
达 6600 多人， 大学生志愿服务
时间累计超过 10 万小时。

作为韩国三大集团之一，SK
集团在发展业务的同时， 在教
育、环保、赈灾等领域开展了一
系列公益项目，得到了社会的广
泛认可。

（徐辉）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一）资助专项课题研究和开发项目；（二）支持与奖励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资助培养青年教师；（三）支持教学与研究设施改
善和校园文化设施建设；（四）对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予奖励，对经济困难的学生进行资助 ；（五）资助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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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20,267,224.26

本年度总支出 3,732,645.0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721,655.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10,990.0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8.3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室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29%

� � 本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7,115,935.00 0.00 7,115,935.00

6,875,905.00 0.00 6,875,905.00

57,250.00 0.00 57,250.00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20,267,224.26 23,898,167.45 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20,267,224.26 23,898,167.45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负债合计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20,267,224.26 23,898,167.45

资产总计 20,267,224.26 23,898,167.45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0,267,224.26 23,898,167.45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200,000.00 3,594,28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0,067,224.26 20,303,887.45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47,653.19 7,115,935.00 7,363,588.19
其中：捐赠收入 0.00 7,115,935.00 7,115,935.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0,990.00 3,721,655.00 3,732,645.00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3,721,655.00 3,721,655.00
（二）管理费用 10,990.00 0.00 10,990.00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236,663.19 3,394,280.00 3,630,943.19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陕西中庆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五、监事：孙升辉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4 日

获得微博短篇赛区大奖的沈潇男的作品

一米阳光 SK� Sunny故事征文大赛 6博友胜出
SK� Sunny成员用微博记录“那些年”

11Topic专题
２０13．7.2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继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