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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九月底累计开餐学校为308所，开餐学校273所，分布于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受惠人数超过62000人。

截止到九月底累计总收入 6500万元。

收入：317万余元   
支出：402万余元

2013年10月
截止到十月底累计总收入 6800 余万元。
截止到十月底累计开餐学校为328所，开餐学校293所，
分布于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受惠人数超过70000人。

详细的学校情况可查看免费午餐官网的学校公示页面     
http://www.mianfeiwucan.org/nc/school/schoolinfo/

善款收支状况
具体项目收支情况，请查阅免费午餐官方微博#财务公开#

注：月报公布数据均为初步整理数据，相关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学校执行汇报
本月新开餐学校17所，其中河北1所，广西1所，贵州3所，湖南6所，四川2所，湖北4所。以下是开餐学校名单：

1   湖南岳阳平江县浯口乡鲁合村小学

2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桑梓镇乡大树小学

3   湖北鹤峰县五里乡中心中学

4   湖北省鹤峰县太平民族中心中学

5   湖北省鹤峰县走马镇民族中心中学

6   湖北鹤峰县铁炉乡中心中学

7   湖南岳阳平江县梅仙乡钟家小学

8   广西河池天峨县岜暮乡大曹小学

9   河北张家口涿鹿县卧佛寺小学

ACTIVITIES10月1日-10月7日

线上线下活动

10  贵州安顺镇宁县募役乡斗糯小学

11  四川雅安汉源县乌斯河镇育英幼儿园

12  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红花小学

13  贵州省安顺市镇宁自治县良田乡坝草小学

14  贵州省思南县青杠坡镇园庄小学

15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茶坪乡中心小学

16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晏家镇中心小学

17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凳寨乡中心校

国庆骑到北京有饭吃——

公益骑行募款项目
#国庆骑到北京有饭吃#是由齐天下创始人、北京奥运和广州亚运火炬手王卫和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共同发起的线上创新公益骑行募款项目。

    双料火炬手王卫自2005年起已经五次从广州骑车到北京，此次南北大穿越是王卫

超越自我、践行自行车梦想的一次挑战，活动将挑战7天完成广州至北京五千里骑行，

除了实现王卫的中国梦外，也为中国数以万计的骑行爱好者、志愿者与有社会责任感

的企业家参与实现自己的骑行梦。 

    在南北穿越中将号召各城市自行车协会与骑行爱好者共同参与，发扬“绿色低碳出

行”的理念，并同时发起为山区孩子募捐的慈善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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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贵州安顺镇宁县募役乡斗糯小学

11  四川雅安汉源县乌斯河镇育英幼儿园

12  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红花小学

13  贵州省安顺市镇宁自治县良田乡坝草小学

14  贵州省思南县青杠坡镇园庄小学

15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茶坪乡中心小学

16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晏家镇中心小学

17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凳寨乡中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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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CTIVITIES10月12日

线上线下活动

      10月12日晚，由凤凰网主办、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2013美丽童行-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慈善夜”在北京悠唐皇冠假日酒店完美落幕，活

动现场筹得善款1093.69万元。“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以受益方的身份接收了所有善款，用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

助基金会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运营的儿童安全、免费午餐、大病医保、暖流计划项目。慈善晚会上，来自中宣部、商务部、共青团中央等

华人政界、商界、演艺界及海外驻华使馆精英齐聚一堂，全国人大第九届、第十届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和全国政协常委、凤凰卫视董事局主

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也莅临现场，共同支持中国慈善公益事业。

“美丽童行”走到第七个年头，作为大型慈善公益品牌活动，立足全媒体平台，一直关注中国乡村儿童权益，已成为全球各界华人精英关注、

参与并高度认同的高端公益活动。

    晚会拍卖环节中，包括玉佛寺主持觉醒大和尚亲自开光的珍宝——

“彩绘观音圣像”、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普创作的书法——《一默如

雷》、凌健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和保利集团总裁赵旭先生的《金星

运行之四》等国内外珍贵艺术品及收藏品均以高价拍出。助拍的延参

法师也带给美丽童行一份惊喜——将他亲笔所画的《满“塘”“荷”

气》参与竞拍，并筹得55万元善款。清代藏品“金丝楠木架子床”被光

线传媒总裁王长田以100万元拍下，此场拍卖的标王由此而生。凤凰

网还向到场助拍明星王珞丹、段奕宏、何晟铭、黄海波、谢楠、沈星

、秋薇、刘同等颁发了“爱心大使”证书，以表彰其对公益事业的热

心支持及贡献。现场，“中国心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爱心人士钢子，分别向“免费午餐”和“大病医保”和“

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捐赠100万元善款。

      作为本次活动的发起方及主办机构，凤凰网CEO刘爽先生在晚会的

致辞中表示“勿以善小而不为”，并承诺凤凰网对慈善对公益的痴情

不改，让慈善、公益、奉献、无私这些善观深深地植根发芽于企业，在

积累中成长。知名记者、公益人、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总发起人邓

飞阐述了自己从一个记者变成一个公益者，以及如何发起中国乡村儿

童联合公益的心路历程。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的佳丽们今年第二度参与活动，作为“美丽童行

•中国乡村儿童公益慈善之夜”的12位志愿者，她们叙述了在湖南贫困

山区古丈县宣传“美丽童行大病医保”的公益经历，并将与山区儿童

一起完成的画作进行了现场拍卖。

      凤凰网在海内外拥有4亿的主流用户，拥有大中华地区访问量最高

的首页，并一直秉承着做有风骨、真性情、敢担当、有温度的媒体，

通过PC平台、凤凰新闻客户端和凤凰视频客户端，在任何时间、地点

以及任何屏幕上，向全球传递信息，让各界爱心人士以慈善之举与“

美丽童行”携手前行，将爱和公益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乡村儿童。孩子

生来平等，都值得拥有梦想，享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大爱因传

承而深远，公益因坚持而日久弥新。

2013美丽童行公益慈善夜落幕

募集善款1093.69万



监督电话：15330072811           合作联络：（电话）010-57423889    （手机）15313265796

3 2013年11月27日  星期三免费午餐  月报  MONTHLY REPORT  

线上线下活动

新闻动态

发起一周募集11.3万份免费午餐
    新浪微博启动“微博益起来”已经一周，一周以来，该活动已经吸引186万人次的参与，募集11.3万份免费午餐，折
合现金34万余元。
   “微博益起来”活动将分阶段进行，10月17日到11月17日是预热的第一阶段，启动与“免费午餐”的深度合作，让近
百位名人、明星率先捐一份免费午餐，同时号召网友粉丝传播或参与免费午餐项目，捐赠阶段告一段落后将选择捐赠点，
并于12月公布免费午餐的开餐学校。
     对于借助微博平台进行募捐，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称，在中国，百姓捐赠占公益慈善捐款总数不足30%，
借助微博平台进行募捐，首先是搭建了募捐的一种平台，公益慈善组织和普通百姓均可通过这个平台进行捐赠；其次，
利用现代信息传媒技术可以解决降低募捐的成本和公开透明的难题，此外，这种方式还有效整合了各方面的资源，吸纳
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打造了一个立体化的捐赠人的群体。
    据了解，在名人、明星积极带动下，加上微博提供的快捷参与的功能模块，“免费午餐”募集的善款持续增加，已募
得11.3万份免费午餐。公众可通过@微博益起来[微博]、移动手机早晚报或者易宝支付购物小票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首都互联网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周时间，“微博益起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业绩”，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社会提供更多“正能量”，让更多的网民和社会人士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

中储粮金鼎携手免费午餐回访受助学校
      长途跋涉、星夜兼程……历时1周、全程近6000公里、跨越湘鄂川三省三地的
“中储粮金鼎爱心小分队携手免费午餐周年回访暨送油行动”于10月13日至10月
18日在湖北鹤峰、湖南新晃、四川凉山圆满举办。本次公益行动是继中储粮油脂
有限公司2012年首度捐赠免费午餐价值百万食用油后，针对受捐学校用油情况开
展的一周年回访，同时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也将2013年再次捐赠免费午餐的食用
油全部送达开餐地区，167所学校的44343名孩子将继续吃上更安全、更营养、更
健康的用金鼎食用油烹制的“免费午餐”。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报告揭示，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摄入严重
不足，受调查的学生中12％发育迟缓，72%上课期间有饥饿感。为了改善孩子们
营养不良状况，同时防止劣质食用油对孩子的危害，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于2012
年6月向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以下简称免费午餐)首度捐赠价值百万
元的金鼎食用油，成为免费午餐首个“食品安全战略合作伙伴”，让湖南、湖北、
江西、四川等地区的40000多名孩子吃上了安全营养的免费午餐。2013年6月18
日，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再次向免费午餐基金捐赠价值百万的金鼎芥花籽油，为
孩子们送去更安全、更健康、更营养的食用油。

百万捐助 改善儿童营养状况

“微博益起来”
3ACTIVITIES

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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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捐赠食用油全部用于开餐学校，由志愿者组成的中储粮金鼎爱心小分队联合免费午餐和社会爱心人士，在送油入校的同时对捐赠食用油的分发进行全
程监督。
    记者看到，在湖北鹤峰县八峰民族学校，排列整齐的840箱食用油有序出库，金鼎爱心小分队和免费午餐工作人员详细记录着每一瓶食用油的发放情况，现
场共有52所开餐学校领取了受捐油。在湖南新晃桐木村小学，校长向志愿者们晒出了该校免费午餐花费帐本，记者在学校食堂门口还看到了一个公告栏，菜谱、
菜价、就餐人数等都记录着明白账。在四川凉山普格县教育局举办的中储粮金鼎携手免费午餐回访暨送油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兼免费午餐
基金管委会主任、教育部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家委员会成员肖隆君表示，“我们将根据章程要求，网络公示捐赠食用油的进校落地情况，接
受捐助企业及全社会的监督。”

    
    本次活动，中储粮金鼎爱心小分队在给孩子们送去营养健康的食用油同时，还给孩子们带去了装有帽子、手套、围巾、学习用具的“爱心书包”。此外，金
鼎爱心小分队还与三地的孩子共同绘制了一幅“爱心画卷”，孩子们用稚嫩的手掌描绘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同时也表达了对社会各界爱心奉献的感激。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时代的希望。我们将与免费午餐及广大志愿者一起，为中国乡村儿童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安全和温暖的天空。”中储粮油脂营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海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
    中储粮金鼎携手免费午餐周年回访暨送油活动虽已圆满结束，但未来，双方在公益事业上还有更长更远的路要走。相信在像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这样的爱心
企业与免费午餐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越来越多的乡村儿童将吃上安全、营养、健康的免费午餐，为祖国的明天托起希望。

    CityFM城市之音「这城市有爱」年度慈善公益活动，首度发布活动专属公益歌曲!由信/小宇/A-Lin共同献声的主题曲

《愿望》将于2013年10月21号在CityFM城市之音全国首播，这首《愿望》是由信和小宇共同创作、专为CityFM城市之

音「这城市有爱」量身打造的公益歌曲，《愿望》的MV 也将同步起在「QQ音乐」首页首播。

亲身探访山区孩童 信/小宇/A-lin不禁动容 公益行动刻不容缓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城市有爱」，去年10月，CityFM城市之音邀请了信和小宇深入四川大凉山，探访那些在温饱最

低线挣扎的孩子们。虽然出发前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但实际看到孩子们真实的情况，还是让信和小宇出乎意料。简陋的

校舍、破旧的衣裤、午餐是冰凉的土豆和红薯，但孩子们的脸上还是洋溢着纯真的笑容，看到这一切，信和小宇的心都

为孩子们揪了起来。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这次探访，除了给孩子们送去了热腾腾的午餐，信和小宇还陪着他们一起做游戏，教他们唱儿歌。与此同时，A-Lin也加

入了探访的行列，和信、小宇一起带着孩子们到一个成都的游乐园，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创造美好的回忆。这群孩子第一

次去游乐园，他们兴奋地和大哥哥大姐姐一起坐旋转木马、开碰碰车。毋容置疑，对孩子们来说，这是难忘的一天……这

也是CityFM城市之音和信、小宇、A-Lin一直希望能做到的事情，除了给孩子解决实际问题的食物，我们可以给的其实

更多，那就是温暖的希望和力量!

小朋友们恶劣的生活条件，和一张张天真无邪的笑脸，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个印象在信、小宇和A-Lin的脑海中久久不

能挥去。当天晚上回到酒店，信就自发地编辑了一条微博，呼吁社会各界关注这群需要帮助的孩子，真性情的信还担心

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够，他逐个私信圈中好友，蔡康永、蔡健雅、林志颖、范玮琪……短短12小时内，29位艺人都转发

了这条微博表示支持，转发量超过了四万条。在艺人和歌迷的共同努力传递讯息之下，隔日『免费午餐』的捐助专线几

乎快要被打爆!

为了帮这群孩子们多尽一份心力，多做一些事。信和小宇在探访回来的当晚，就主动地提出，为【这城市有爱】活动创

作一首公益主题曲的想法、并且亲自演绎。他们希望借由这首歌，让每一个生活无忧，辛福美满的人了解到，在这个世

界的某个角落，有些孩子还在挣扎求存，一个小小善举，对他们来说便是大大的恩赐。

经过了八个月的讨论，创作和调整，这首充满温暖和希望的歌曲《愿望》终于诞生。《愿望》由信填词，小宇作曲，信/

小宇/A-Lin共同献声。歌曲以山区小朋友的视角，传递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愿望。开场由信引言，收录了一段探访现场信

和小朋友的对话：信“我从你们的眼睛里看到你们是最勇敢的对不对!”小朋友：“对!”;信“你们什么都不怕对不对!”

小朋友：“对!”虽然孩子们还小，对这个世界还很懵懂，但他们真诚如一的回答，让我们相信，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怕!

小宇作为《愿望》的演唱人，用清澈温暖的歌喉唱出了孩子们的简单愿望。曲中出现A-Lin温柔地声音：“你想哭就用力

大声哭 别对世界装作不在乎，天使都在祝福”，彷佛天使般的吟唱方式、在孩子们的耳畔打气，告诉他们要坚强地面对

这个世界。记者也询问了信为何没有加入演唱，他玩笑似的说「嘶吼的声音会破坏了温馨的感觉，还是让大家听到小宇

温暖诚恳的声音就好啦!」然而信不单亲自为歌曲填词，更主导了整首歌曲的方向和制作过程; 殊不知ROCKER豪迈不羁

的外表之下，拥有一颗极度敏锐和善良的好心肠。

「这城市有爱」是CityFM城市之音联播网从2006年起，每年针对不同的弱势族群，发起关怀和帮助的公益活动。「3元

的幸福——免费午餐」就是CityFM城市之音四川台携手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福基会)，为改善四川省贫困

地区在校学生午餐状况而发起的的慈善项目。该活动从2011年11月启动至今，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截止

2013年3月已募得善款102万元。各界善心人的善举，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吃到了热腾腾的午餐。另一方面，CityFM城

市之音山东台也与济南慈善总会合作，一系列慈善活动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相关的信息我们会在日后逐一发布，希

望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慷慨解囊，让CityFM城市之音在公益活动的工作中，一路上不孤单。身为音乐广播媒体，CityFM城市

之音期许能更善尽传播力量，将那些偏远地区需要帮助的讯息、传递给更多的人群了解，一起用行动加入慈善公益的行

列。

《愿望》将于10月21日周一上午10点在CityFM城市之音四川台FM102.6，CityFM城市之音山东台FM99.1，以及「城

市至尊音乐榜」11家联盟台进行城市至尊大首播，敬请锁定。同一天，《愿望》MV 也将在「QQ音乐」首页首播，也欢

迎大家登陆点阅。相信你一定会被这首《愿望》打动，也衷心地希望，借住音乐的力量，能有更多人向山区的小朋友伸

出援手，用爱实现他们小小愿望。

感动升级 信/小宇共谱《愿望》 连手A-Lin温暖发声

送油回访 透明公益全程监督

2013 CityFM城市之音「这城市有爱」公益主题曲《愿望》首发

爱心集结 呼吁社会将爱传递

新闻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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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雪网易落实火猫善款 走访免费午餐黄连小学
     中国贵阳– 2013年10月25日–一份午餐，一份温暖，让孩子免于饥饿。今天，暴雪娱乐、网易公司与《魔兽世界》玩家代表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羊
昌镇黄连民族小学，一起见证魔兽玩家们的“火猫”爱心善款让孩子们吃上了免费午餐。这是暴雪网易履行承诺，将《魔兽世界》国服的首个慈善宠
物——“火猫”首个月的销售收入100%通过“免费午餐”项目，捐献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踏着清晨第一缕曙光，大家来到黄连小学，这里的几十个孩子早已自发在校门口欢迎志愿者的到来。大家参观了新建的学校食堂，详细询问了孩子们的学
习生活情况，并且向孩子们捐赠了图书、文具、体育器材等爱心物品，接受捐赠的孩子们表情略显羞涩，但那一声声发自肺腑的真挚致谢让原本寒冷的山区
顿时充满了爱的暖意。中午，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吃了这顿朴素而充满爱心的免费午餐，还与孩子们一起玩了跳绳、篮球等游戏，孩子们炙热的眼神和纯真
的笑脸打动了每一名志愿者。

    黄连小学校长李宪明对暴雪和网易志愿者的到来表示感谢，他介绍说：该校学生家里距离学校路程较远，步行一个小时以上占65%，步行两个小时以上
占28%，多数学生沿着崎岖小道、翻山越岭上学，两小时以上的孩子需要翻越3座大山，没有办法带饭到学校，或者带的都是冷的或者馊了的饭菜。免费午
餐组织和暴雪网易的善举让师生终于吃上了热腾腾的午餐，保障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记者了解到，黄连小学教职工15人，其中支教老师3人；学生66人，
其中学前班19人，一年级5人，二年级9人，没有三年级，四年级7人，五年级15人，六年级11人。条件非常艰苦，这次捐赠为师生们改善了后勤保障，也
为孩子们创造了更好的学习环境。
  “免费午餐”公益活动核心发起人邓飞表示：自2011年4月正式启动至2013年9月底，这一旨在改善中国贫困山区小学生营养状况的公益行动，募款已超
过6500万元，累计免费午餐学校315所，遍及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每天有60000多名孩子受益。他衷心感谢暴雪网易和魔兽玩家的热心捐赠，也号
召更多爱心人士参与进来，让更多有需要的孩子得到帮助。暴雪和网易于今年5月24日推出了《魔兽世界》国服的首个慈善宠物——火猫（游戏内正式译名
：燃烬猫仔）。火猫上线后的首个月（5月24日——6月23日），在“让孩子免于饥饿”口号下，获得了众多玩家的支持，销售收入100%通过“免费午餐
”项目，捐予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公司收到了许多玩家对于贫困地区孩子们的关心和询问，更多玩家们第一时间购买了这只萌宠，为
贫困地区的孩子们献出了来自魔兽玩家的温暖和爱心。 《魔兽世界》玩家的爱心，令火猫首月的销售收入达到3,119,670元人民币。
   

办公地址：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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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咨询

官方邮箱：mfwc@mianfeiwucan.org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freelunch     

                 @免费午餐

新浪微群：http://t.cn/hrlFnJ 

联系方式

   暴雪娱乐大中华区总经理戴锦和表示，非常感谢魔兽玩家们的
大爱无疆。《魔兽世界》早已不仅是一款游戏，而是一个汇聚全
球玩家、温暖有爱的大家庭。免费午餐公益行动与暴雪一直倡导
的公平、公正价值观一致，我们的善款募集来自广大魔兽玩家，
也邀请你们一起监督实施。在此，我们再次感谢所有奉献出爱心
的玩家们，感谢你们为公益事业，为孩子们所做出的贡献。
    他也透露，暴雪日后将继续热心公益，积极善举，传递正能
量。他呼吁更多人参与公益。他说：如果你认为人与人之间应
该守望相助，如果你也身怀怜悯，不忍他人的悲苦，如果你也
认同“行动改变中国”的价值观，我们期望与你一起尽力让更
多儿童吃上热腾腾的“免费午餐”献出了自己的爱心，每份微
小的善举都能凝聚无限能量，共同伸出援助之手，让世界充满
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