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命
陪伴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愿景
愿每个生命都被温暖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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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2 日，美国漫画界元老级人
物斯坦·李在好莱坞一家医疗中心去世，享
年 95 岁。美国队长，蜘蛛侠，雷神，绿巨人，
构成了我们这些 80-90 后的英雄梦。我们
也梦想因为某些特殊事件，获得超能力，
拯救那些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

而生活总不时给我们考验，我们挤过高考
的独木桥；经历过突然诸多选择，而不知
所措的大学生活；在即将就业之际，在家
人为你“着想”的安排下，和心中对自由
的追寻中，纠结；在工作两三年后，面对
职场的现实与人生的无奈，在下班后的某
一刻独处，才感到自己的存在。

我们悄悄把我们的英雄梦暗藏心底， 
至于自由和远方，更像遥远的誓言。

直至我们遇到了蓝信封，遇到这些孩子，
本以为我们要以成年人的成熟去帮助他们， 
没想到三年 24 封书信写下来， 最后成长的
是我们，收获最大的是我们。

关于陪伴的价值， 其实，并不是你用各种
从心理学到教育学的专业技能去帮助他们。 
而是，为了更好的陪伴他们， 为了更好去
建立这个连结（就是把信写起来这么简单）。
在面对孩子对每个大哥哥大姐姐的期待中， 
你决定不和生活屈服，你要成为自己你心
中超级英雄的样子。

什么是超级英雄，是：
你的阳光，你的坦诚，
你的干劲，你对未来的向往。
 
如此，在书信每一言每一语，你心中那超
级英雄的喜悦，才会直接影响孩子。

孩子一定会被你影响， 模仿你，最后，最
后的最后，孩子也一定会成为自己心目中
超级英雄的样子。

这就是陪伴，和构建连结的力量。

蓝信封在 2019 年，尝试给超级英雄定义，
也就是优质大使定义：不屈服，一直追寻，
活成自己最终想成为的模样。

蓝信封欢迎已经有这样特质的伙伴，或许
希望有这样特质的伙伴，来报名通信大使。

最 后 引 用 斯 坦· 李 先 生 的 寄 语 给 蓝 信 封
2008 年至今 1-22 期，及 2019 年 23-24 期
大使：

"You know,I guess one person can make it 
difference."

"I think whatever you do, you should do 
what you most want to do." 

——过客  总干事周文华

卷首语

做孩子的超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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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蓝信封



蓝信封简介
基于书信疗愈的蓝信封——见证孩子点滴的成长

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简称蓝信封），是一家专注留守儿童心理陪伴和研

究的专业公益机构。蓝信封通过培训志愿者，为留守儿童提供一对一长期（一年半以上）的

书信陪伴，引导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蓝信封书信陪伴项目自 2008 年发起，开展陪伴 11 年，已累计为湖南、广东、四川、河南、

西藏等地 232 所乡村学校共 12500 名留守儿童提供服务，被编入《中国公益蓝皮书》专题案例，

并在 2017 年入选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和权益保护示范项目。

在此前，蓝信封曾获“谷歌 - 益暖中华”全国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优秀项目（由谷歌中国颁发）、

首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由国家民政部、团中央、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颁发），

在 CCTV1 新闻联播、湖南卫视《天天向上》、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均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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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架构

登记注册信息
注册名称：
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
注册时间：2012 年 11 月 19 日
登记类型：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机关：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
统一社会代码：524401050565913725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0-34258106
电子邮箱：contact@bluelettercn.org
官方网站：http://www.lanxinfeng.org
官方微信：蓝信封邮筒（服务号）、蓝信封行动（订阅号）
官方微博：@ 蓝信封行动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新港中路 350 号之七影城花园 C 座 90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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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介绍

机构创始人
周文华

周文华，中山大学博士、广东省民政厅智
库专家组成员、广州市社会组织研究院特
聘研究员，于 2008 年 3 月受一则“留守
儿童因思念父母而自杀”的新闻而触动，
创立蓝信封，十年来一直专注留守儿童心
理陪伴一线工作，现全职投入蓝信封任总
干事。

理事会

周文华
执行理事，男，蓝信封创始人。

孙德寿
理事，男，温氏集团投资部总监，
负责资金筹集及薪酬管理。

曹尹南
理事，男，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
以专业企业管理知识推动蓝信封的
专业化发展。

吴艾思
理事，女，北京公益学院研究助理。

张   颖
理事，男，暨南大学老师。

理事会一个季度召开一次，时间为
每季度末最后一个周六。一般上午
理事会参与全职团队季度工作答辩，
下午为理事会会议；会后形成会议
记录，签字，并及时在机构网络公示。

08



钟嘉欣
监事，女，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前中石化法务，以
专业法律知识监督蓝信封发展。

林耿斌
监事，男，宝洁（中国）市场研究部高级
经理，以专业品牌分析的敏锐触角和专业
知识监督蓝信封品牌发展。

姚   杰
监事，男，上市公司总裁助理。

监事会

全职导师

蓝信封导师制度是蓝信封建设学习型、稳
定持久型团队的保证。我们认为，前行路
上，坎坷颇多，同伴鼓励和支持非常重要。
蓝信封为每名全职配备一名公益圈多年全
职的前辈，作为成长陪伴支持。同时，我
们将根据导师的建议，为每名全职每年推
荐 1 次长线 +2 次短线学习培训。

李妙婷
千禾社区基金会秘书长，女

刘海庆
微辣青年创始人，专注青年成长领域。

项目顾问

周晖
中山大学心理系副教授（儿童发展心理学
方向）。

陈香君
华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兼任蓝信
封全职导师。

徐   慧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专职博士后（心
理学精神分析方向），兼任蓝信封全职导
师。

王   鸥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林辉煌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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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团队

总干事，蓝信封创始人，中山大学博士，广东
省民政厅智库专家组成员，广州市社会组织研
究员，十年专注留守儿童心理陪伴，黄埔公益
领导力四期营员。

周文华

社群运营主管，蓝信封校区服务队 4 年核心志愿者，
2 年全职，主导蓝信封最近两年志愿者运营改革，
接触大量的大学生志愿者群体及高校公益性社团，
致力于陪伴青年人在公益实践中与孩子共同成长。

陈彩娇

项目研发部门主管，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
中级社工师，负责项目拓展、运营执行的制定
及培训课程开发工作。曾长期专注外来务工人
员和流动儿童的研究和实务介入，并致力于儿
童公益事业的发展。

杨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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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信封社群运营专员，5 年志愿者管理经验，
曾服务于某知名公益机构，现阶段致力于完善
通信志愿者端客服体验。

张美玉

项目运营专员，广东工业大学食品工程专业，
有 3 年的留守儿童公益项目运营及服务经验，
并组织多场志愿者培训，力图实现志愿者与服
务对象的共同成长。

蒙秀玲

项目运营专员，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
负责全国及广东区域的书信运营，并致力于儿
童公益事业的发展，与孩子共同成长。

邓兆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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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报告





▶  2018 年年度大事记
1 月
▶  召集人 2.0 名单公布
▶  维他奶携手蓝信封共同推出“维他奶陪伴的力量——守望相助”明信片活动

2 月
▶ 2017 年季度答辩

3 月
▶  春季通信大使招募
▶  广东石联小学开启“家长学堂”第一课堂

4 月
▶  蓝信封百公里
▶  蓝信封 × 有灵且美：新星学校书信陪伴项目正式启动
▶  开启“蓝朋友”月捐计划

5 月
▶  召集人 3.0 招募
▶  蓝信封 2018 年 Q1 答辩
▶  书信项目上线淘宝公益宝贝

6 月
▶  开展南阳项目学校考察工作，并于南阳民政局付振玉局长召开座谈会议
▶  开展第二期小信物日——“有声明信片”活动

7 月
▶  2018 年湖南怀化沅陵夏令营活动
▶  召集人 2.0 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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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  蓝信封 Q2 答辩暨全职团队协力营
▶  蓝信封 × 南头镇妇联——“笔心天使”夏令营

9 月
▶  秋季项目学校立项
▶  秋季通信大使招募

10 月
▶  开展“许我一张明信片看未来”活动
▶  億方公益沙龙

11 月
▶“风信子”乡土绘本体验营
▶  河源 20T 通信留守儿童回访
▶  召集人 4.0 青年行动者协力营暨通信大使培训
▶  蓝信封 Q3 答辩暨全职团队协力营

12 月
▶  20T 通信结业培训
▶  跨年夜爬
▶  大艺博“蓝色陪伴”公共艺术项目，爱心购画
▶  险峰公益机构能力大赛第四期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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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理事会部分重要决议
理事会一个季度召开一次，时间为每季度末最后一个周六。一般上午理事会参与全职团队季度工作
答辩，下午为理事会会议；会后形成会议记录，签字，并及时在机构网络公示。

项目产品化

项目需进一步提高项目运营效率，缩短通信前后端时间，加强对通信数据监测，个案跟进规范化客
服管理，提高项目地老师的支持力度。

研究知识生产型机构定位

确定蓝信封聚焦于提升项目质量，以其为留守儿童心理干预五年行动研究的核心，创造全职团队研
究氛围和研究能力。

筹资渠道多元化

以众筹为主的多元化筹资渠道，推出蓝信封月捐计划和加强平台众筹；在企业合作与政府 / 同行的
合作方面，将会更加积极地拜访和洽谈，主动出击企业型基金会。

协调各大业务模块比例关系

根据机构战略规划，对 2019 年度预算及五年规划进行讨论，明确 2019 年保持 200 所学校的规模化
不变，2020 年开始拓至 500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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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工作答辩报告

Q1
2018 年 Q1（2018 年 2 月 -4 月）
本季度蓝信封完成了 63 所项目学校的招募；更新上线邮筒 3.0 及项

目流程手册；加强了与企业 / 基金会的对接与探索，并加强了对外

传播。

Q2
2018 年 Q2（2018 年 5 月 -7 月）
本季度蓝信封共运营 126 所项目学校，前后收发信时间控制在 1 个

月内；召集人 2.0 顺利结业，243 个召集人在 180 天里携手蓝信封

招募到遍布 32 省市区的 15306 名通信大使；在研发上，更新了培

训体系，以便提高大使与孩子的通信体验；在品牌传播方面，支持

腾讯风筝文化节活动的开展，协助企业与留守儿童进行紧密联系。

Q3
2018 年 Q3（2018 年 8 月 -11 月）
蓝信封 Q3 季度收发信统筹 184 所学校，同时运营三期学校；在人

才培养上采用 2+5+X 模式，即 2 名运营专员 +5 名实习生 +X 名志愿

者；开展了秋季通信大使的招募，报名人数突破 1 万人次，同时明

确了召集人 4.0 的任务，带动大使社群，发展蓝朋友月捐人；在品

牌传播与筹资上，与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开展爱心公益合作项

目；与新华公益、腾讯公益以及米公益的合作项目也有序进行。

Q4
2018 年 Q4（2018 年 12 月 -7 月）
蓝信封从通信效率、通信质量和通信规模三个方面完成了 2019 年

年度核心工作的 12 个指标梳理；召集人 5.0 上线，定位更清晰，目

标更明确，设置打怪升级，在挑战中实现个人成长。我们坚信，积

极拥抱变化与挑战的蓝信封，一定会走得更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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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报告



书信陪伴书信陪伴
蓝信封品牌项目是留守儿童书信陪伴项目，项目通过系统培训志愿者，让志愿者和留守儿童

用一对一长期书信的方式构建朋辈关系，为留守儿童提供社会支持，引导留守儿童健康快乐

成长。截至 2018 年，该项目已经开展十年，累计为 232 所乡村学校共 12500 名留守儿童提

供服务，来往的书信数量超过了 10 万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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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项目执行情况

20

——2018 年度项目运营学校共 194 所，受益留守儿童共 9036 人。



▶  2018 年项目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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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项目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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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项目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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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项目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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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信项目动态

家长学堂
2018 年 3 月，蓝信封在广东石联小学校长的支持下首次开展家长学堂，动员家长们一起参

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多给孩子一份关心。前来参与的家长积极配合，在互动结束时认真填写

反馈，同时表示自己也希望能够更加了解孩子，帮助他们应对各方面中的难题。

家长学堂第一课的顺利结束，更加坚定了蓝信封在未来的日子里，探索更多合力为公益的可

能性。

蓝信封 × 南头镇妇联｜笔心天使夏令营
2018 年 4 月，蓝信封和广东中山市南头镇妇联合作开展了“笔心天使项目”，并在同年 8

月于南头镇全民公益园开展了为期两天的“笔心天使夏令营”。活动中通信大使与孩子面对

面，在共同参与中，建立深度信任，相互陪伴，共同成长。

南阳市民政局座谈会议
2018 年 6 月，为深化南阳市留守儿童陪伴项目，蓝信封创始人 & 理事长周文华先生邀请到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谭建光教授，一同到南阳项目学校开展考察工作，收集孩子们对

书信项目的反馈信息，并与南阳市民政局付振玉局长就合作项目深化事宜开展座谈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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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大使招募
2018 年，蓝信封总计开启了 2 次通信志愿者招募，春季招募以及秋季招募。

春季 21T 招募总计 2582 人，秋季 22T 招募 3337 人，覆盖全国 762 个高校校区。

▶  通信大使培训
蓝信封注重对通信大使的青年成长陪伴与支持，平均每个月定期为大使开展一期线上微课培

训课程，包含书信沟通与通信技能、公益事业与议题探索等方面内容，以更好地支持通信大

使陪伴孩子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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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蓝信封针对每一期大使建立了系统的培训框架，共包含 14 期线上培训。

▶  通信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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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不知道你，但是我真的好喜欢你呀！”

通信故事

第一封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写
因为要大使先写信（往期通信规则），不知道信的对面是谁，不知道能不能配对成功，我对着精心挑选了的信

纸突然晃了神，感觉就像要在虚空里捏出一朵花来。

我顿顿，写下“我好好奇你呀，不知道你是个可爱的小女孩还是一个机智的小男孩”，又忙拍拍自己的脑袋，

这样若隐若现的性别固化怎么能展示出来呢？万一我的小朋友是个活泼好动的女汉子呢？换了张纸，改成“不

知道你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还是一个机智的小女孩”。

然后呢？我该写什么？我又为什么而写？
在学校里支教队呆了半年，早就不再抱着“我要去帮助”的心态了。只想多向着远方分享一点，也多凝望一会

儿他们的生活，一起成长。

可是又有一部分我在说：你真的不想去改变吗？支教时间过短能改变的的确不多，可是通信呢？你不想帮他们

建立好的学习习惯？不想无微不至关怀他们的心情变化？或许还用用你心理学和医学的专业知识？

可是我不是一位老师，我也不要是一个新的家长，我还是希望我只是朋友，或许有时候是可以依赖的姐姐，但

是一定不要距离感。

于是，最后的最后，我只表达了一点：“我还不知道你，但是我真的好喜欢你呀！”

大概是这一点，让我变成了妹妹口里的“一一姐”。

我是一一姐
先说说一一姐的来历。妹妹说她最喜欢的字是“安”，于是我给她起个小名叫安妹，下封信收到的时候，我就

成一一姐了。妹妹取的昵称。

第一个感动就在妹妹的第二封回信里。我配对成功后欢天喜地得就像天上掉下来一个亲妹妹，喜笑颜开地回信，

又小心翼翼怕吓着她，我介绍了一大堆自己的情况，回应了一大堆妹妹说的家里的事，然后，画了个眉开眼笑

的表情：“从此你就是我的妹妹啦！对吗？”——很快妹妹就回信了：“我当然是你的妹妹啦！”

或许通信在那一刻就变得鲜活，聊天也开始肆无忌惮。我追溯着她童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她跟我分享学习和生

活，也说很高兴我能拓展她不知道的事儿。我太幸运有一个懂事而乖巧的小妹妹，有小抱怨但总是能自己放宽

心，那么认真却又充满幽默。

蓝信封往期通信大使
南方医科大学  许愿



我就想去山那边看看，说不定会有海呢？

妹妹一直在说她是个想要走出大山的孩子，警察是从小的梦想，我还记得第一封信的末尾，妹妹大大地写了一

句“人穷志不穷”，后来提到梦想又诙谐地加了一句“我就想去山那边看看，说不定会有海呢？”我们在开学

的日子里每封信都会提醒对方别忘了学习，因为我学医解剖课压力大，妹妹就强力加大字号给我写“快去解剖

尸体！”，第一次咋一眼看毛骨悚然……

而假如蓝信封通信让妹妹觉得通信的方式有好处
啊，话匣子开了就停不下来，回忆像烟花一样在脑海里散开，五色斑斓。妹妹有时会说她跟妈妈之间的小矛盾，

相互的不理解，有时候说着委屈，仿佛悲伤都能透过信纸。我总试着安慰，鼓励她去沟通，但我们都知道沟通

是一个多么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啊！

后来一次来信，妹妹告诉我，她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讲了很多心里话，说完好受很多。那一刻我微微愣了一下，

就像是看到一朵花突然开了一样。

不论生为人母或是生为人女，我们都没有排练的机会，但在这一次，是我小小的、初一的、会因为妈妈偷偷难

过的妹妹，选择去做那个更大气的、先伸出握着橄榄枝的手的人。而假如蓝信封通信让妹妹觉得通信的方式有

好处，哪怕对这样的事情只有一点点的推动，我都觉得，我非常幸运。

那我在广州等你

我跟妹妹常常聊到以后，我跟她说了不同城市里不同的大学，问了她有没有心仪的，她回信说：“我就想去广

州呀，因为看到好多蓝信封的哥哥姐姐都在广州读大学，所以我想去……”

那我在广州等你。

我告诉她，珍惜的东西我们可以一起用力留在生命里

跟安妹交朋友是一件那么水到渠成的事情，就像走了很远的路，看见有干净舒适的椅子在，于是便坐下了。在

我兼职和课业相冲突忙到忍不住掉眼泪的日子里，给妹妹写信时心灵就像是小王子和他的玫瑰花一起等日落一

样的平静。

我在支教队总被问到一个问题：“你觉得你带去的多还是你收获的多？”那在我跟安妹的相处里，或许我更获

益。还有什么比能够肆无忌惮去信任和关心、去付出爱也收获温暖更幸福的事情呢？

安妹感叹毕业分别的时候说：“就像我们一年后也说不定形同陌路。”我告诉她珍惜的东西我们可以一起用力

留在生命里。



教师支持教师支持
“蓝信封书信项目老师”是指在蓝信封书信陪伴项目所在学校，负责该校书信项目的日常运

营和管理，直接关注参与书信项目留守儿童日常学习生活的老师。

书信项目老师是蓝信封与项目学校沟通合作的主要纽带，也是蓝信封项目管理体系的重要执

行力量。截止到 2018 年底，蓝信封共聘任 180 位书信项目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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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项目学校老师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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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18 年底，蓝信封共聘任 180 位书信项目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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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条小河》

你是一条小河，
无心由我身边绕过——
我无心将彩霞般的影儿

投入你软软的柔波。

你流过一个村庄，
柔波便荡荡地

为那淡蓝色的纸船
轻轻地插上飘旗。

你流过一片山区，
柔波便粼粼地

给那淡蓝色的信封
深深地吻上信唇。

欣喜呀，你终于流入了，
流入那斑斓的碧野花丛——

跳动的簇簇花影儿
是那一个个渴望而真挚的灵魂！

给乡村老师的情诗

36

——教师节由通信大使致敬项目老师



《偷星星种子的人》

你是否从上帝那
偷来了星星的种子
藏在了你的眼睛里

可你却敢于凝视上帝
因为大部分种子

你种在了孩子心里

那剩下的呢
早已偷偷生根，发芽

乘着蓝色信封
洒满在这人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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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成长青年成长
蓝信封对孩子的陪伴是由专业志愿者、召集人、通信大使共同完成的。蓝信封全职和实习生

团队共同推动志愿者社群的青年成长。

针对志愿者和对应孩子所在学校区域建设微信客服团队“精分蓝信封”——小蓝蓝、小信信、

小蓝子、小信子、小封子，服务一般通信问题，同时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客服“蓝心心”及时

跟进处理特殊个案。

我们始终相信：

不冷漠，了解他人，反思生命，

起而行之，方乃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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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人计划
蓝信封高校召集人是蓝信封开始全国化校园社群运营的第一步。召集人是从各大高校的通信

大使里挑选出来的高校联络人，作为蓝信封的伙伴，他们在校园内协助蓝信封进行通信大使

的招募宣传、通信大使的线下活动组织等。同时蓝信封也为召集人提供了较多的支持，如活

动支持物料、项目地夏令营优先体验、公益机构实习推荐机会、青年成长协力营等。

2018 年项目开展

2018 年 1 月开展第二期召集人计划，

共有来自全国 190 个高校校区的 243 名召集人。

2018 年 5 月开展第三期召集人计划，

共有来自全国 212 个高校校区的 268 名召集人。

2018 年 10 月开展第四期召集人计划，

共有来自全国 139 个高校校区的 177 名召集人。

39

2018 年共有 299 所高校的 688 名召集人参与书信项目的推广和支持。

我知道所有的故事都会有结局来到的一天，但往后不管我在哪里，我都将一直与蓝信

封在一起，一直与召集人在一起。

这个大家庭是一个你来了就不舍得离开的地方，就像一个 2.0 召集人朋友所说的：“召

集人就像是参加马拉松的跑者，他们总有一天会退休，但也永远会参与，即使不是在

跑道上，他们也会一直在跑道边给新的运动员加油助威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召集人 2.0-4.0 钟丹妮



▶  成长夏令营
蓝信封夏令营最早起于 2011 年，当时是由大学生队伍自主组织到项目学校开展活动。2014

年，蓝信封开展了第一期由蓝信封工作人员组织协调，招募大学生参与的夏令营活动，2017

年重启由工作人员自主筹备、大学生志愿者自主设计活动框架的夏令营。大学生通过自主报

名，参与到夏令营中，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自主开展项目地活动。

项目运行时间

2011 年至今

项目目标

通过志愿者与孩子面对面，在共同参与中相互陪伴共同成长

项目受益方

项目学校的留守儿童与夏令营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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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项目开展

2018 年 7 月蓝信封成长夏令营开启。

覆盖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 7 所乡村中学，

共有 81 名志愿者，156 位留守儿童参与。

蓝信封 2018 年成长夏令营选择学习问题、家庭关系、朋辈关系、情绪管理等契合孩子需求

的四个方面开展活动。志愿者经选拔后组成多个团队，并团队经过一系列线上培训及营前集

训，聚焦于孩子的四个需求提前设计教案，通过多种方式如游戏、观影、外出社会实践、社

区访谈等开展每日的参与式体验活动，达到成长或探索成长路径的目标，陪伴孩子共同成长。

“小麦姐姐，你要继续坚持你的梦想。”

“小麦姐姐，你真的很棒。”

“小麦，我相信你是可以的。”

这些话的一字一句以及星星小信封的小纸条都装载着孩子们和队友们给予我的认可，

对我的鼓励，犹如一只有力的手，把此时无力不相信自己的我，拉回来，继续奋斗。

在这么多鼓励中，孩子们的力量是最大的，虽然小小年纪，但他们精神上的力量以及

乐观真的超乎你想象。

——2018 年夏令营志愿者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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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行动者协力营
蓝信封青年行动者协力营，是面向召集人为主展开的核心志愿者能力培训暨公益探索的集训

营，旨在增强召集人对蓝信封和书信项目的深度认识，提升公益行动能力，为留守儿童带来

书信陪伴代言助力。

2018 年活动开展

2018 年 11 月 17 日 -12 月 5 日，蓝信封跨越广州、珠海、东莞、杭州、重庆、上海、成都、

北京、武汉 9 个城市，奔赴 10 场蓝信封行动者协力营，与 159 位召集人相聚一堂。

蓝信封通过留守剧场、月捐劝募行动、书信分享、真人图书馆等内容，让召集人进一步认识

留守儿童群体，更加理解蓝信封和书信陪伴，为召集人下一步公益行动明晰方向。

没有开始之前，我以为书信分享会是分享人在上面讲，我们做好听众就好了。当这个

环节开始后，我发现自己去读小朋友的信能收获更多。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我在读信的过程中，就觉得小孩子的世界是多么美好、

单纯，我们更要守护好这一方净土。

—— 召集人 4.0  蔡孟君  四川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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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在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孩子在面对种种的压力用虚假的外在包

装自己的内心，那种孤独无助挺让人心疼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需要我们社会更多

人去关注。

—— 召集人 4.0  万紫莹    

蓝信封的三个根文化，反思与追问；先朋友后队友；起而行之，方乃青年。今天的活

动让我更好的了解到了蓝信封团队在做的一件事是怎样的，也看到了有的小伙伴，从

自己的踌躇与犹豫，到活动结束后，回到初心。很高兴在我自己最具青春活力的时刻

成为蓝信封的一员。 

                                                                                                                          —— 召集人 4.0  陈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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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图书馆 & 侧耳听心

月捐劝募行动

留守剧场



▶  战略协力营
蓝信封战略协力营主要是开展本季度工作的总结以及下季度工作的优化和规划。同时，开展

内部能力培训和以徒步户外为主的文化建设，进一步形成团队对机构使命的理解和战略的共

识。

2018 年活动开展

8 月 25 日 -27 日，蓝信封全职团队在广州从化仙娘溪开展了一场以“行动”为主题的 Q2 全

职答辩暨协力营。8 总干事与部门主管作了 2018 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工作计划及机构 

2019 年战略规划。2019 年蓝信封将放慢拓点脚步，精心打磨项目，实现项目产品化、服务

规模化、工作轻量化。

8 月 27 日，全职团队成员还进行了 15 公里的阿婆六小环线户外徒步。

协力营｜三天过后，故事仍在继续

9 月 20 日 -21 日，蓝信封实习生团队在广州市白云区帽峰山再一次举办了团队协力营，主

题为“职业化的公益”。在本次协力营中，四位实习生做了实习总结答辩，随后团队发布了

实习生培养计划。

协力营｜错过的帽峰山，故事的新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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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陆续成为蓝信封团队规模化战略执行的主力，各部门负责人对实习生进行了相关的培

训和学习分工，提升团队的学习和执行能力，以更好应对秋季的 200 所项目学校的运营。

▶  跨年夜爬
“百公里精神”是蓝信封的核心价值观，代表了陪伴与坚持。2018 年 12 月 31 日，蓝信封

团队组织了一场以召集人和通信大使为主的跨年夜爬志愿者文化活动。通过徒步广州帽峰山，

我们一起在寒夜中感受陪伴的力量、坚持的动力，一起迎接 2019 年的第一个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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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皮书报告主要结论

▲ 书信陪伴有效提高孩子的亲社会行为和支持利用度

通信显著提高了留守儿童的亲社会行为
即在适应水平上，通信显著提高留守儿童亲社会行为，让留守儿童在以下五个方面的行为有显著

提高：① 关心别人的感受；② 与他人分享；③ 对年少的孩子友善；④ 主动帮助生病的朋友；⑤ 

主动帮助老师 / 父母。

通信显著提高了留守儿童的支持利用度
即在社会支持方面，通信显著提高留守儿童的支持利用度，让留守儿童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行为有

显著提高：① 主动叙述自己的烦恼；② 有困难向家庭、朋友求援；③ 主动参加团体活动。

支持利用度成为通信显著提高留守儿童亲社会行为的中介
统计学分析显示，支持利用度对留守儿童的四种困难行为（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

同伴问题）均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所以推论，通

信提高的留守儿童亲社会行为，是完全通过提高他们的支持利用度来实现的。

47



▶  通信学生在书信中表达困惑的类型
○ 学习问题

○ 同学关系

○ 朋友关系

○ 住宿问题

○ 换了学校 / 班级

○ 恋爱问题

○ 关于梦想

○ 关于以后的工作

○ 家里的问题

○ 跟老师的关系

○ 关于身体健康

○心情（害怕、烦躁、不开心）

○ 有时候提到想死、杀死他人

○ 其他

▲ 女生困惑上的占比

▲ 男生困惑上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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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和孩子认为在通信中提供 / 得到的协助

▲  大使认为自己给予孩子的协助 ▲  孩子认为大使给予自己的协助

▶  书信咨询案例
关于学习：

○ 作业和成绩变好了老师不相信，打她，哥哥也打她

关于朋友：

○ 升上八年级后没有朋友，对自己的存在困惑

关于家庭：

○ 小朋友在新家适应不良，想到死

○ 小朋友想要大使帮她找妈妈

关于自身：

○ 跟社会青年一起出去玩，被搭肩、摸腰

○ 辍学，恋爱，喝酒，吸烟

▶  团队定期案例分享
目标：提高内部团队专业度，打造学习型团队，增加团队凝聚力

○ 案例学习：孩子在信里提到自杀

○ 案例学习：画一幅“雨中人”了解自我压力源，孩子的表达方式 - 绘画

○ 案例学习：你的性格 - 留守孩子性格

○ 案例学习：每人分享回到初一时候的恋爱经验——同理心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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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报告

当项目开始规模化拓展，面向更广泛的公众展开时，除了项目的

运营和传播，机构也将承担更多的责任，要进行倡导性传播，让

更多人理解留守儿童，撕掉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



▶  媒体热度

蓝信封行动订阅号（ID：lanxinfeng_2008）

全年推送内容 188 篇 图文总阅读量 538318 次

最高活跃粉丝度年初 11750 人，年末 18459 人 单篇图文最高阅读量 23296 次

蓝信封邮筒服务号（ID：gh_83296a0ea64a）

▲ 2018 年蓝信封行动订阅号图文月度数据

▲ 2018 年蓝信封行动订阅号图文月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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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活动
维他奶“陪伴的力量”明信片活动
2018 年新年之际，维他奶携手蓝信封机构共同推出“维他奶陪伴的力量——守望相助，从

信开始”爱心明信片征集活动。在此活动中，共收集到 8000 张爱心明信片，并送到了广东

河源、湖南汉寿地区的留守孩子们手中。

有声明信片
2018 年，蓝信封开展了“有声明信片”活动，东莞市暴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

供经费支持。在此次活动中，我们共收集到 681 张有声明信片，并亲自带给留守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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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联合活动

蓝信封 × 三联中读
2018 年 4 月，蓝信封联合三联中读，通过微信、微博发起征稿活动，围绕主题“即使有过

寒殇与苍白，但请对生活足够相信”给留守儿童写一封公开信。

蓝信封 × 有灵且美
2018 年 4 月，蓝信封联合有灵且美开启“新星学校书信陪伴项目”，让河南周口新星学校

的女孩子们参与到志愿者通信的行动中。同时，有灵且美主办的“美言电台”也与蓝信封留

守儿童关爱中心启动联合征集。

蓝信封 × 大艺博
2018 年 12 月中旬，大艺博组委会联合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蓝月亮开启年度公共艺术

项目“蓝色陪伴”，通过“爱心换画”行动，为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筹得捐款 46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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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报告



蓝信封 2018 年度资金来源明细（单位：人民币元）

56



资金来源占比分析（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蓝信封资金资源来源保持多元化。其中，资金来源于众筹的有 1189040.92 元，占

57%；国内基金会有 609982.01 元，占 29%；企业资金和政府共计 182444.75 元，共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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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与致谢名单



资助方
阿里巴巴公益（淘宝公益宝贝联合募捐计划）

北京险峰公益基金会

北京慈海生态环保公益基金会

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广州市羊城志愿者服务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上海盛立公益基金会

广州市天河区米公益服务中心

政府部门及相关党群合作单位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

共青团中山大学委员会

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

广东省亲青家园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

广州市民政局

广州市青年文化宫

广州市海珠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深圳市妇女社会组织促进会

深圳市龙华区民政局

共青团宜宾市委员会

南阳市民政局

深圳市罗湖区妇女联合会

中山市南头镇妇女联合会

公益及项目合作伙伴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深圳市龙华新区乐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扬中麦田义工服务社

广东省亲青家园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颗粒公益传播发展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微乐益公益成长中心（微辣青年）

广州市越秀区青草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

广州市灯塔计划青少年发展促进会

广州市善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恩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广州市明镜社工服务中心

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深圳市龙华新区乐民社会服务中心

深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服务中心

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发展中心（美丽中国）

北京为华而教公益发展中心（为中国而教）

上海哈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哈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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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部门学术机构
中山大学心理系

广州社会创新中心

广州市社会组织研究院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工作系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系

企业单位
广州全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伯睿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Fuji Xerox 富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欧 睿 信 息

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超级队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雷猴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噢啦平台）

灵析（佳信德润（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电视栏目
CCTV1《新闻联播》

CCTV13《朝闻天下》

北京嘉利智联营销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维他奶（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处方眼镜广东有限公司

爱朵集团

黄金铺集团

深圳燃气集团

东莞市暴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卫视《天天向上》

广东电视台

网络平台
腾讯公益

新华公益

人人公益

网易视频

支付宝公益

新浪微公益

腾讯大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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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电视台

报刊杂志
《女友家园》

《中国社工月刊》

《信息时报》

《新快报》

《羊城晚报》

《南方日报》



▶  感谢以下公益伙伴及志愿者给蓝信封提供专业支持

曹尹南

陈邦炼

陈香君

邓云

丁小球

高浩容

顾源

郭巍青

郭瑶

韩春萍

何金鹏

黄俊俊

黄奕

胡文思

雷杰

赖伟军

梁海光

梁晓虹

林万辉

李妙婷

李志坚

刘海庆

林耿斌

曲栋

沈娜

孙德寿

王清

王松林

王欧

吴丹

王颖

向芯

肖楠

徐慧

杨丽君

阳明慧

詹敏

张诗婧

钟嘉欣

周早英

周晖

钟慧

周笔畅

韩庚粉丝会

王俊凯粉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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