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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大山里的留守儿童
———河北卫视《你要去哪儿》公益在行动
� � 梦想 本应该是五彩斑斓的

然而对于山里的留守儿童
梦想只是需要父母的陪伴
只是想看看飞机的模样……

作为一档全国首创询问式
盲游节目，河北卫视《你要去哪
儿》两组人马竞速问路，看谁能
率先抵达木兰围场，他们走过的
每一步旅程，都将作为公益基金
帮助路上需要帮助的人。 在近期
的节目中， 方程组合越走越靠
南，一路直奔邢台隆尧万亩香菜
园，一路领先的王小骞与夏天却
爆出弃赛传言。 节目接近尾声，
是什么原因引发二人弃赛呢？

深入大山
只为留守儿童的飞机梦

一句“你要去哪儿”， 王小
骞、夏天被打工妈妈一路带入大
山深处的世外桃源———保定市
岭后村。 这个小山村是太行山脉
中一座依山而建的村庄，村子不
大，一百多户，三千多人。 沿着县
级公路，需要穿过一个狭长的山
洞， 才能走入四面环山的岭后
村。 据打工妈妈介绍，这个山洞
长约 340 米，是在全村老少爷们
的不懈努力下， 历时八年开辟
的，这个山洞也成为进入岭后村

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车子向光而行， 驶出山洞，

进入大山里的学校———岭后小
学。 原来，王小骞、夏天偶遇到的
是一位岭后小学的学生家长。

岭后小学坐落在四面环山
的保定顺平县岭后村， 学校 200
多名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 校
长陈文水为了给这些孩子营造
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几经奔走，
联系社会爱心人士建造爱心工程
阳光暖房。北方山里的天气寒冷，
冬天室外的水管容易冻裂， 在爱
心人士的捐助下， 学校建造了阳
光暖房， 一年四季保障孩子们用
上了热水。 为了让孩子们吃饱穿
暖，更加营养健康，陈校长还申请
了国家营养餐补助计划， 每天给
每个孩子补贴 4 元钱的伙食费。
正是因为这些坚守山区的努力，
在《你要去哪儿》节目的镜头下，
我们才看到这样一个整洁明亮、
充满温馨的山区校园。

在这位打工妈妈急切期盼
的神情中，夏天了解到她是给两
个孩子送迟到的生日礼物———
遥控小飞机。 妈妈介绍说，孩子
就喜欢飞机。 尽管一年见不到妈
妈几次，但是短暂时刻的重逢依
然掩盖不住孩子们童真的喜悦，
留守在大山里的男孩女孩见到
妈妈孺慕之情油然而现，王小骞

忍不住想许诺孩子们一个小小
的愿望。

女孩回答：“我晚上对着天空
许愿，许愿妈妈早点回家……”

男孩回答：“我想看大飞机，
要做发明家，发明飞机带妈妈周
游世界……”

听到孩子们如此简单朴实
的梦想，性情中人的夏天找来导
演 ， 商量带孩子去就近的机
场———大兴机场，可是，导演回
答：“现在是在比赛。 ”

曾经，为了获胜，两人不计
代价，流落街头；曾经，胡子拉
碴，情绪崩溃，只为尽快抵达木
兰围场。 如今，全部败给了一个
留守儿童充满希冀的眼神。 两人
决定，今天不比赛了，今天只为
圆大山深处一个孩子的“绚丽
的”飞机梦。

“心有光芒，必有远方”，夏天
王小骞为公益弃赛一天， 河北卫
视《你要去哪儿》本就是一场公益
之旅，又怎么会不去协调支持呢？
一个浑身散发着人性光芒的人，
一定是一个有梦想， 有着独特人
格魅力的人，更是一个善良的人。

香飘致富路
帮老乡摆摊卖香菜

王夏组合还奔波在圆梦飞

机之旅，方程这一队却误打误撞
来到了邢台隆尧的万亩香菜园，
谈香菜色变的方琼豁出去，深深
体验了一把田间地头挖香菜的
酸甜苦辣。 从未干过农活的程成
被老乡吐槽：“这是来帮忙的，还
是来捣乱的？ ”被如此瞧不起，程
成哪里肯甘心，对着挖香菜的阿
姨一句“你要去哪儿”， 直接被

“发配”到菜市场摆摊卖香菜。
鬼点子从来不缺的程成，带

着方琼上演了一把“买香菜送合
影的优惠福利”，在明星效应下，
老乡的香菜瞬间秒光。 虽然一路
嬉笑看似没有帮上太多忙，但
是，老程一颗向善向富的赤子之

心，老乡们由衷地感受到了。 方
琼、 程成也都克服各自的弱点，
走上田间地头、街头闹市靠自己
一双手走向致富路。

从岭后村到白洋淀，从爱情
山到隆尧香菜园，两组嘉宾每一
步脚印相知相惜，踏着彼此的梦
想，记录在节目的每一个篇章。在
嬉笑互动的“囧途”中，《你要去哪
儿》 追逐着路人一个又一个的小
小愿望， 怀着一颗向上向善的赤
子之心，时刻印证着“每一步都不
白走”，最终两队所有行走的里程
数都将兑换为等额的公益基金，
由胜出者捐赠给旅途中遇到的有
需要帮助的路人。 （皮磊）

� � 本基金会(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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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大学镜春园 75 号

010-62756497 邮政编码 100871

基金会名称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53100000500018012R登记证号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业务范围 接受和管理社会各界的捐赠，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奖励教师、学生，资助教学，
科研等。

原始基金数额 2,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邱水平

互联网地址 www.pkuef.org 成立时间 1995-07-04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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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8,180,611.75 3,738,124,477.99 流动负债 13,403,418.68 13,384,739.84

其中：货币资金 170,892,075.08 156,124,621.21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786,634,965.36 1,911,828,161.54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70,086,364.68 65,814,964.22 负债合计 13,403,418.68 13,384,739.84

净资产合计 4,801,498,523.11 5,702,382,863.91

资产总计 4,814,901,941.79 5,715,767,603.75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814,901,941.79 5,715,767,603.75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4,309,157,649.23 5,212,296,279.02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492,340,873.88 490,086,584.89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22,900,399.02 1,238,066,747.63 1,460,967,146.65

其中：捐赠收入 222,900,399.02 1,238,066,747.63 1,274,982,032.38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75,492,799.45 472,799,918.10 548,292,717.55

（一）业务活动成本 855,191.87 472,799,918.10 473,655,109.97

（二）管理费用 74,129,229.38 0.00 74,129,229.38

（三）筹资费用 -1,632,113.24 0.00 -1,632,113.24

（四）其他费用 -1,632,113.24 0.00 2,140,491.44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49,661,888.50 137,871,800.26 -11,790,088.24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2,254,288.99 903,138,629.79 900,884,340.80

投资收益 183,006,962.37 0.00 183,006,962.37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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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4,982,032.38 0.00 1,274,982,032.38

726,626,486.60 0.00 726,626,486.60

45,761,759.57 0.00 45,761,759.57

2．公益支出情况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4,801,498,523.1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74,129,229.38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9.86%；综合两年；综合三年 10.71%

行政办公支出 1.00
其他支出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13.52%；综合两年；综合三年 13.52%

本年度总支出 548,292,717.55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473,655,109.97

四、审计机构：北京神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五、监事：闫敏,张旋龙

买香菜，送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