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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受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委托，我方对“2020 年深圳市龙越基金

会‘守护民族英雄的晚年’服务项目开展评估咨询服务。评估咨询服

务的基本目标是： 

1、评估公益服务项目的方案设计、实施程度、专业服务成效与影

响力、资金使用情况； 

2、总结和交流服务经验，提升公益项目服务水平； 

3、作为公益服务项目结项的依据，并为购买方确定项目执行方继

续承担项目的资质提供依据。 

本报告一式四份，两份交项目购买方，一份交项目执行方，一份

由我方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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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龙越慈善基金会委托，我团队对该基金会“守护民族英雄的晚

年”项目作评估，首先，进行了项目目标与执行过程的梳理；其次，

评估了项目目标达成情况及效果；再次，评估了该项目的社会影响。

评估采用混合方法进行调研分析，现将报告总结如下： 

一、项目综述 

（一）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守护民族英雄的晚年 

承接机构：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 

项目经费：19,566,706.00元 

服务对象与内容： 

2020年全年对 4000名抗战老兵的致敬和关怀 

2019年第四季度为 1350名老兵发放致敬礼金 

2020年上半年为 1229名老兵发放致敬礼金 

2020年下半年为 867名老兵发放致敬礼金 

1450名老兵的信息管理 

300位抗战阵亡将士遗骸的鉴定和寻亲 

120名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 

120名大学生的写作营培训和家乡抗战历史写作 

服务地域：贵州、广西、湖北、河南、陕西、浙江、江苏、福建、

甘肃、广东、山西、江西、四川、湖南、安徽、河北、云南、重庆、

辽宁、内蒙古、吉林、新疆、山东全国 23个省/直辖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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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目标 

1.背景 

当今的和平与繁荣来之不易，当前我们幸福生活的背后有一群默

默付出的人们，他们是抗战老兵，我们要铭记和感恩他们，也要关怀、

致敬他们，更要延续他们的精神。 

龙越慈善基金会曾做过调研，发现社会人士尤其是年轻群体，对

于健在抗战老兵群体和抗战历史了解非常有限，而如今仅约 5000名

抗战老兵生活在祖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我国军人伤亡

3,227,926人，其中死亡 1,328,501人,许多抗战期间阵亡将士未得

到妥善收殓和安葬。因此，龙越基金会运用 DNA技术对抗战阵亡的军

人遗骸进行鉴定，并尽力通过和基因图谱的比对，缩小籍贯范围，并

通过尽力和相近人群进行比对匹配的方法，帮助遗骸寻找亲人。 

另一方面，抗战老兵群体在不断迈向高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如

今也仅有 76人，亲历过抗战的人群在逐渐离去，每一个个体对历史

的记忆也将随他们的逝去而消亡。而这些伴随国家历史记忆的人们和

事迹应该为社会永远铭记流芳。鉴于此，龙越基金会发起“守护民族

英雄的晚年”项目，通过口述史研究的方式，与抗战老兵进行深层次

的思想对话，并在抗战胜利 75周年之际，通过还原中国人在抗战期

间的真实故事，让后人永远铭记战争的残酷，为民族独立的艰辛，幸

福和平的来之不易同弦共振，从而促进到全社会凝聚共同的民族记忆，

塑造自己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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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目标 

龙越慈善基金会“守护民族英雄的晚年”项目旨在为尚健在的经

济上有困难的抗战老兵提供精神与物质支持，保障抗战老兵有尊严的

生活，感受社会对他们的铭记和感恩；而对抗战阵亡将士的鉴定和寻

亲，重塑纪念碑，借助社会参与的方式，面向社会倡导对个体生命的

关怀，共同塑造民族精神；最后，项目通过专业的口述历史团队指导，

以大学生团队参与实地研究并纪实写作的形式记录下抗战老兵对战

争的完整记忆，从而使社会大众更好地铭记历史，铭记抗战英雄。为

了达到以上目标，龙越慈善基金会做了丰富扎实的工作。 

 

3.具体目标 

为了达到上述总目标，项目开展具体设计了以下五项具体目标： 

目标 1：为 1350名抗战老兵呈送致敬礼金，在抗战胜利 75周年

之际，向 4000名抗战老兵致敬。 

为抗战老兵呈送致敬礼金，以半年为期，分期为老兵们拨付的形

式，在经济层面上，改善抗战老兵的日常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在社

会层面上，定期的致敬礼金，代表了社会对抗战老兵群体的认可，既

让老兵本身体会到荣誉，也显著提高了社区周边人对老兵的尊重。 

 

目标 2：建立 300位抗战阵亡将士 DNA的数据库，并开展寻亲活

动，带动全社会对阵亡将士群体的关注，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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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NA鉴定完成，并对照中国基因图谱，缩小锁定籍贯范围，

建立永久性数据档案； 

（2）在数据库建立工作过程中，选择三处具有代表性的抗战遗

迹，修建纪念碑，使其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3）记录本项工作的全过程，通过恰当方式进行倡导，从而让

更多社会人士了解并关注这一过程。 

 

目标 3：完成 120位抗战老兵的口述影像 

（1）专业记录 120 位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协助老人完整回顾

对战争的记忆； 

（2）通过精选 120 篇的记录，制作出一部信息浓缩的老兵战争

记忆纪录片。 

 

目标 4：建立 120位大学生的口述和家乡记忆 

（1）通过选拔与培训，在广东、云南、四川等区域，发掘 120

名有理想的青年人，提高他们认识历史的能力，学习专业访谈知识； 

（2）将选拔出的青年人通过组团返乡的形式，实地演练记录家

乡的抗战故事，从青年人的视角和家乡人的记忆中，复原出视角鲜明

和更乡土的故事； 

（3）通过作品评奖，激励学员对记录个体历史的兴趣，并筛选

出优秀作品，向社会呈送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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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5：致力宣传倡导，令超过千万人次了解民族英雄的故事 

通过广泛鼓励志愿者参与项目执行、媒体和新媒体的传播、公益

视频的制作和推广、公益广告的投放等多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到有

血有肉的英雄故事，了解在阿里巴巴公益宝贝计划的支持下，如何令

社会变得更美好。 

 

（三）项目进展 

阿里巴巴公益宝贝【守护民族英雄的晚年】第四期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上线，此前由于第三期项目结束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份，上

线筹款时间与实际资助时间存在差异，为了让抗战老兵的资助持续不

间断，2019 年第 4 季度的抗战老兵致敬礼金由龙越基金会先行实际

拨付。 

自项目执行以来，项目能够按照《公益宝贝项目入驻申请文件》

中“项目工作内容与执行手法”进行有序落实，项目各月执行报告清

晰，资料完整。因为疫情关系，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结项，

截止 2021年 5月 31日，根据项目入驻申请文件内容，除一处纪念碑

修建受到疫情影响外，其他目标均已完成，进入评估阶段。 

 

（四）运作团队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缘起于 2008 年，由资深调查记者孙春龙

为滞留缅甸的远征军老战士发起的“老兵回家”公益行动；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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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于深圳市民政局注册成立；

并于 2017 年 1 月 6 日获得公开募捐资格，成为深圳市首批获得公募

资格的慈善组织之一，下图 1为该基金会的组织架构图。 

基金会以“老兵回家，人性回家”为使命，拓展三大业务领域板

块，即：关怀与帮扶——关注受战争影响的个体或群体；传播与倡导

——铭记与传播和平守卫者的努力；预防冲突与建设可持续和平——

影响全人类建设可持续性和平，专注于抗战老兵、两岸寻亲、英魂回

家、阵亡名录、数据中心、烈士父母、边民儿童这七大项目，通过这

七大项目的执行，对所有和平事业无私奉献的每一位个体致敬。 

 

图 1 龙越慈善基金会组织架构 

（引自：基金会内部审议文件） 

 

经核实，“守护”项目分工如下： 

项目负责人：姚遥  

项目协调及项目资金监测：张恺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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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项目负责人：成央  

守护民族魂项目负责人：余浩  

抗战老兵小组小组长：宋云鹏 

项目助理：郑俊敏、王鑫桐 

项目财务：钟映雪、林媛媛、曾丽娟 

天猫淘宝平台运营：何美璇、欧阳春 

品牌宣传与活动：王维、丁艺丹    

     

二、评估程序 

（一）评估依据 

1.《公益项目三 A 三力评估指南》，中国慈善联合会（T/ZCL 

003—2020）； 

2.《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行

业标准（MZ/T059-2014）； 

3.《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绩效评估导则》,上海市质监局发布地方

标准（DB31/T583-2012）； 

4.《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财政部 2004年 8月 18日颁布； 

5.《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政部会字 19 号文。 

（二）评估流程 

    评估小组先后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查阅了大量项目文件，包括

《公益宝贝项目入驻申请文件》、《2020年公益宝贝预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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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宝贝项目执行各月反馈报告》、口述史访谈录音文字稿、120

名大学生写作营作品、视频、报道等资料，并通过官方媒体查阅了大

量关于项目的宣传和新闻，对项目方案设计、项目执行过程、项目所

取得的成效以及不足之处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估。 

（三）评价体系 

1.测评指标 

     我团队参考中国慈善联合会 2020年发布的《公益项目三 A三力

评估指南》，构建本项目的评估指标体系，从 Aim（社会目标驱动力）、

Approach（解决方案创新力）、Action（行动效果转化力）三个方面，

对项目方案设计、项目执行和项目成效进行综合评估，具体指标体系

见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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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估标准 

Aim  

社会目标驱

动力 

（25分） 

组织及项目

使命和愿景 

9% 项目目标反映出项目的独特性； 

项目使命愿景与组织使命愿景一致； 

项目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一致 

项目战略 9% 项目有清晰的战略，且与组织战略有强一致性； 

项目所回应社会需求的公共性、公平性、紧迫性程度

高； 

项目逻辑合理，项目战略目标清晰； 

有具体的项目实施计划，可操作性强  

资源禀赋 7% 项目拥有能够支持战略实现的独特内外部资源 

Approach 

解决方案创

新力 

（30分） 

产品和服务 15% 服务在同行中的独特性； 

服务的设计运用的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 

模式和运营 8% 有成型的项目模式，有成熟的项目运营体系，尽一切

可能调动社会利益相关方参与项目 

财务匹配 7% 项目预算制定合理； 

有实现财务可持续的计划和实践 

Action 

行动效果转

化力 

（40分） 

团队执行力 10% 项目执行团队的领导力、专业能力、组织协作能力与

团队文化 

项目管理专

业度 

18% 项目质量管理（制定项目监测和评估制度；定期总结

和上报项目执行进度，形成阶段性总结报告等）； 

项目财务管理（项目台账管理；项目结项时，决算与

预算是否一致，若有超支，是否能说明理由；项目审

计报告是否出现负面审计意见）； 

项目知识管理（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数据、信息、

文档等有完整的档案留存；及时对项目进行复盘）； 

项目信息披露（定期披露项目信息，对执行内容和资

金使用进行公众披露）； 

项目风险管理（对项目风险因素进行事前识别，对项

目参与者的伦理风险进行识别和防范）； 

项目传播管理（制定明确的传播方案和计划；根据计

划开展项目传播活动和媒体报道） 

项目成果和

影响力 

12% 项目产出（项目计划中的项目活动、目标群体数量、

主要产出物等的落实情况）； 

项目成果（项目给目标群体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带来的

改变达到预期的情况）； 

社会成效（项目给目标群体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带来长

期、正向的改变，推动了国家政策法规、标准等的制

定或修订等） 

三 A合一性 

（5分） 

 5% 判断创始团队的愿望、能力的一致性；创新解决方案

与社会目标在方向、效能、责权利的一致性； 

过程把控一致性、短期与持续效果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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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评模型 

评估进一步采用结构清晰的逻辑模型作为本项目评估的梳理工

具，逻辑分析模型较为突出的优点是它的构建可以在项目的生命周期

中进行动态测评①。就模型的每个环节而言，“输入”部分可以使项

目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分析更深入、准确，项目的“输入”和“输出”

的条理分析，有助于项目结果指标的呈现更加明确，使项目设计的服

务与满足利益相关方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合理性得到实证评判。由

于逻辑模型关注项目的每一个环节，符合本项目使命和各阶段执行过

程的特征，运用逻辑分析模型可以很好地避免以往只注重结果指标的

评估，该模型可以对项目的进程与结果进行界定，同时展示这些变量

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对结果产生的影响②，确保在项目输入、项目实

施、项目目标等不同要素之间检视内在因果联系③。基于上述优点，

如下评估根据逻辑模型来呈现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评估要素，以可

视化的形式更直观地呈现项目全貌，包括项目输入、活动、产出以及

成效各部，具体结构如下表 2所示： 

                                                   
①
 张金萍. 使用逻辑模型评估 X社区校外托管班监管项目[D].厦门大学,2018. 

 
② Chatterji, M., Iyengar, R., & Koh, N. Logic models as tools for studying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constructs. In E. W. Gordon and H. Varenne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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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守护”项目逻辑模型 

 项目输入 项目活动 项目产出 项目成效 

抗战

老兵

致敬 

 目标：对抗战老兵给予

精神和物质关爱 

 

 受益对象：参加过抗日

战争的幸存老兵 

 资金投入：16，168，

141.96 元 

 一般困难老兵致

敬礼金 

 特困老兵致敬礼

金 

 纪念抗战胜利 75

周年礼包 

 老兵信息管理 

 受益人数： 

2019年第四季度为 1350名老兵发放

致敬礼金, 

2020年上半年为 1229名老兵发放致

敬礼金, 

2020 年下半年为 867名老兵发放致

敬礼金;为全国 4000名抗战老兵发

放致敬礼包；为 1450名老兵提供信

息管理 

 实际花费：16，166，252.76元 

 短期成效： 

1.抗战老兵的生活质量得

到改善，老兵得到更多社会

尊重，成为社区的英雄老人 

 

2.让 300位抗战英魂回家 

 

3.与时间赛跑，记录个体生

命的抗战记忆 

 

4.抗战英雄故事被更多的

社会群体和组织关注 

 

 

 

 

 

 

守护

民族

魂 

 目标：借助社会参与的

方式，面向社会倡导对

个体生命的关怀、共同

塑造民族精神 

 受益对象：抗日战争期

间阵亡将士 

 资金投入：950，531.12

元 

 阵亡将士遗骸 DNA

鉴定，计划进行

300位遗骸的 DNA

鉴定 

 计划修建 3处烈士

纪念碑 

 纪录片拍摄 

 完成 300位阵亡将士遗骸 DNA鉴定测

序及寻亲 

 实际完成 2处烈士纪念碑修建(湖南

省怀化市辰溪县枣子林、四川省绵阳

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安昌公园) 

 拍摄活动纪录片 1部 

 实际花费金额:950，507.7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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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历史 

 目标：记录下对战争最

完整的抗战记忆 

 受益对象： 

抗日战争幸存老兵 

120 名写作营学员 

 资金投入：1，032，

685.76 元 

 抗战老兵口述历

史 

 口述历史纪录片 

 家乡抗战记忆写

作营 

 共在云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

陕西、甘肃等地区为 120位抗战老兵

进行口述历史记录，并制作《兵说·说

兵》纪录片 1部。 

 家乡抗战记忆：共计完成对 

 120 位写作营学员的招募、培训与写

作指导工作，创作了 120篇有社会意

义的作品和一部纪录片《远征》，书

写文字达 70万字，并从中挑选了 34

篇文章编著成一本书稿，名为《为普

通人著史》。 

 微博话题#和平守卫者计划#阅读量

1518 万，讨论量 4.3万 

 实际花费：1，032，660.35元 

 

 中期成效： 

1.推动国家有关抗战老兵

群体的政策、法规的制定 

2.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继承抗战精神，延续抗战

记忆 

 

 

 

 长期成效： 

倡导和平理念，弘扬和平守

卫者精神 

传播

与倡

导 

 目标：致力宣传工作，

令超过千万人次了解

民族英雄的故事 

 覆盖人群：社会各界人

士 

 资金投入：1，415，

347.16 元 

 个案短视频故事 

 志愿者探访 

 公益广告 

 视频宣传片 

 审计与评估 

 30份个案短视频故事 

 2次公益广告 

 6篇媒体报道 

 数十篇“老兵回家”官方网站月执行

报告、筹款清单等 

 项目监测评估、项目培训表彰会议等 

 实际花费：1，418，019.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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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模型的评估框架下，可以看到项目投入-组织-产出-成效的

每个部分都有丰富的项目安排，工作量充分，本评估组认为项目组织

条理清晰，内容详实，产出多样。 

 

（四）测评结果 

1.项目指标具体分析 

下文将按照《公益项目三 A三力评估指南》的指标体系，具体

分析“守护民族英雄的晚年”项目的成效。 

指标一：社会目标驱动力 

基金会以“老兵回家，人性回家”为使命，是目前国内影响力最

大、持续时间最长、覆盖范围最广、服务最为深入的抗战老兵公益活

动，基金会的机构使命与“守护民族英雄的晚年”项目使命紧密契合，

项目所传递的价值观高度呼应了基金会的愿景，如下图 2所示，该项

目的策划文件中对项目的内容和执行有着较为清晰和细致的可操作

说明，呼应了机构的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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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守护”项目呼应机构整体战略 

 

在项目开展前，基金会在社会范围内实施需求调研，并针对调研

结果分别从“抗战老兵致敬计划”、“守护民族英雄魂计划”、“口

述历史计划”三大方面开展项目活动，能够较好地表达对抗战老兵的

致敬。项目依托阿里巴巴平台，将平台中的爱心商家专项筹款作为项

目实施资金。 

指标二：解决方案创新力 

①产品与服务 

除了龙越基金会外，关爱抗战老兵的基金会还有中华社会救助基

金会、游心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拥军优属基金会等。其

中，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主要通过“铁血老兵公益基金”和“关爱抗

战老兵公益基金”项目，对抗战老兵开展了经济资助、寻找烈士遗骸

与寻亲、记录抗战历史三个活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开展了“关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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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军老兵”项目对抗战老兵进行慰问活动；广东省游心公益基金会通

过“贫困抗战老兵生活金计划”、“抗战老兵发现计划”、“抗战老

兵影像传播计划”、“抗战老兵与青年人对话计划”等项目从经济支

持、影像、大学生采访老兵口述历史等方面关爱老兵；中国拥军优属

基金会主要通过向抗战老兵慰问等活动对抗战老兵表达敬意。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与其他几个基金会相比，开展本项目的深

圳市龙越基金会在该服务领域的优势凸显：该基金会是专注于抗战老

兵服务的基金会，业务内容高度聚焦，并针对现有服务进行了大量的

传播与倡导。而不足之处也较明显：本项目主要三项活动（老兵致敬

礼金、烈士遗骸与寻亲、口述历史计划）与其他基金会活动内容有部

分类似，未能特别凸显本项目的独特优势与创新，这也是本项目在未

来可以进一步提升的方面。 

②模式和运营 

在解决方案创新力方面，该项目已开展的内容，在方案制定、项

目运营上有较为丰富的经验，方案中“守护英雄魂”活动通过为抗战

阵亡将士修建纪念碑，调动当地居民、政府等项目利益相关方群体参

与活动，从而在革命老区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使得抗战记忆和民

族精神在社会范围内，通过多方参与的方式得到更广的传播。 

③财务匹配： 

在财务资金匹配方面，该项目预算为 19,566,706.00元，对于“抗

战老兵致敬礼金”、“守护民族英雄魂”、“口述历史”、项目传播

推广及行政费用等有着详细的预算计划，并通过每月在阿里巴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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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商家筹款的方式募集项目资金，有着实现财务可持续的计划和实

践。 

综上，该项目的方案设计能够较好地回应前期的需求调研结果，

方案内容能够很好地表达对于抗战老兵的致敬，该项目解决方案的创

新力较强。 

 

指标三：行动效果转化力 

在项目行动效果转化力方面，主要从团队执行力、项目管理专业

度、项目成果和影响力三个方面进行评估。 

①团队执行力 

本项目执行团队在公益事业上有一定的经验，且本项目已经推行

四期，项目团队具有一定组织协作能力。此外，该团队秉持关怀个

体生命的理念，从社会和民间的角度，以关怀致敬英雄的公益项目

为纽带，推动全社会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弘扬，呈现出团队在执

行力方面的良好能力。 

②项目管理专业度 

对于项目质量管理而言，本项目能够每月自省并形成《月执行报

告》，定期进行阶段性总结，在《项目入驻申请文件》中对于项目

监测内容有一定的说明，主要针对合作伙伴的项目记录及资料，联

合财务票据进行督导监测，但对于部分受益人群的电话回访尚待后

续跟进，在项目的持续质量管理方面尚有提升空间。 



7 

 

而在项目财务管理方面，通过审查项目的《预决算表》，评估团

队发现该项目对于预算和决算有清晰详实的记录，2020年 2月至

2021年 4月，该项目共筹集到资金 19，566，815.74元，由于项目

超筹，由原预算 19,420,300.00元调整为 19,566,706.00元，达到

项目预算的 19，566，706.00元的预期；项目结束后，共使用资金

19，567，440.41元，超筹资金用于抗战老兵致敬礼金项目。资金具

体使用情况如下图 3： 

 

 

图 3 “守护”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就项目知识管理而言，经查阅，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数据、文档、

影像资料等有着完整的留档保存，说明项目团队的知识管理能力良

好。 



8 

 

在项目信息披露方面，项目团队通过“老兵回家

http://www.szlongyue.org/ ”网站、“媒体星球”微信公众号等

定期向公众披露项目执行情况和定期公示爱心商家的捐赠数额，并

披露部分爱心商家捐赠票据。 

对于项目风险管理，在《项目申请入驻文件》中，项目对于“执

行机构资金挪用”、“受助对象去世”、“写作营学员招募困难”的

风险及规避策略均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对于项目风险管理具备一定能

力。 

而针对项目传播管理，该项目团队在《项目申请入驻文件》中有

详细说明，并在实际实施过程中，能够按照预定计划，对每月爱心商

家捐助进行公示，通过微信公众号的形式宣传项目执行结果，在线下

活动中通过布置横幅、与带有“阿里公益”、“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

会”、“老兵回家”等 logo合影等形式，宣传阿里公益品牌及本项

目的影响力。 

③项目成果和影响力 

根据项目目标，本项目主要通过“抗战老兵致敬礼金计划”、

“守护民族英雄魂计划”、“口述历史计划”三个活动表达对抗战

老兵的敬意，并对项目全程进行传播与倡导。如表 2项目逻辑模型

中“项目产出”与“项目成效”两列，可较清晰地展示项目目标完

成情况及项目产出情况。 

其中，“向抗战老兵致敬”活动共开展 10次，经统计，项目组

2019年第四季度为1350名老兵发放致敬礼金，2020年上半年为 1229

http://www.szlongyu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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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兵发放致敬礼金，2020年下半年为 867名老兵发放致敬礼金 

“纪念抗战胜利 75周年为 4000名抗战将士致敬礼金”的活动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延迟至 2021 年 1 月进行，“抗战老兵致敬”

项目共花费 16166252.76元。 

 

图 4 “守护”项目之“抗战老兵致敬”服务人数 

 

在“守护民族英雄魂”活动中，项目团队完成 300位抗战阵亡

将士的遗骸鉴定，并为烈士们在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枣子林、四川

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安昌公园，建立两处抗战英烈纪念

碑，并拍摄了宣传纪录片，该计划共花费 950507.74元，取得良好

的项目效果。 

“口述历史”活动共完成 120位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并推出 1

部抗战胜利 75周年特别版纪录片《兵说 说兵》。该活动共召集开展

四期老兵故事和家乡抗战故事写作营，共招募 120名学员，对抗战老

兵进行口述史访谈及文字稿整理，并组团返乡记录家乡抗战故事。最

后，项目团队从写作营作品中挑选出 34篇共计 27万字的优秀文章编

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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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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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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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致敬人数 

致敬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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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成册，并举办了写作营颁奖会，15 位作者获得了优秀作品奖，该

计划共花费 1，032，660.35元。 

在“传播与倡导”方面，项目团队共完成 30份个案短视频故事，

2 次公益广告，6 篇媒体报道，数十篇“老兵回家”官方网站月执行

报告及筹款清单，开展数次项目监测评估和项目培训表彰会议，共计

花费 1，418，019.56元。 

    通过本项目，抗战老兵获得致敬礼金，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经济条

件，这一举动带动社区周边人群一同树立尊重老兵的意识；另外，抗

战阵亡将士遗骸得到安葬，抗战老兵的抗战记忆得到文字记录；为抗

战烈士建立的纪念碑未来将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而在全社

会弘扬良好的风气，共同凝聚抗战记忆，塑造民族精神。更重要的是，

通过本项目的执行，基金会希望进一步致力于推动国家在有关抗战老

兵群体的政策和法规上的制定和完善。 

    以下为评估团队搜集的项目通多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对项目所做的宣传途径与报道： 

老兵回家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官方网站：http://www.szlongyue.org/ 

守护民族英雄的晚年 写作营作品：微信公众号《媒介星球》 

微博用户：@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微博话题：#和平守卫者计划# 

 

项目媒体报道主要列示如下： 

2020 年 8 月 20 日，腾讯网，《百岁老爷爷不简单，满面笑容说“thank you”》，

https://new.qq.com/omn/20200820/20200820A09RHH00.html 

2020年 9月 2日，哔哩哔哩网站，《“去死怕不怕？”“不怕！我要保护我的国家！”》，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84394055/ 

2020年 9月 13日，搜狐网，《103岁黄埔抗战老兵终圆梦 四枚抗战胜利 70周年纪念

章告慰一家四位老兵》，https://www.sohu.com/a/418161636_115864 

2020 年 9 月 30 日，东方资讯，《致敬烈士家属 这家慈善基金会千里送“鹅毛”》，

https://mini.eastday.com/a/200930222300908.html 

http://www.szlongyue.org/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84394055/
https://mini.eastday.com/a/2009302223009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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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31日，明日头条，《益阳抗战老兵刘熙、唐庆华收到本站赠送纪念银币和

纪念章》，http://news.hnzptong.cn/?id=12543 

2021年 2月 1日，红星新闻，《英雄“归队”！四川西昌 98岁抗战老兵周禄生辞世，

曾抗击日寇受伤》，http://m.hao123.com/news/shoubaiDetail/10132297471541626036 

 

2.评估得分 

根据上述评估分析和表 1中的指标体系，评估团队对于本项目的

评估得分如下表 3所示： 

表 3 项目评估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得分 

Aim  

社会目标驱动力 

（25分） 

组织及项目的使命和愿景 9% 9% 

项目战略 9% 9% 

资源禀赋 7% 7% 

Approach 

解决方案创新力 

（30分） 

产品和服务 15% 12% 

模式和运营 8% 8% 

财务匹配 7% 7% 

Action 

行动效果转化力 

（40分） 

团队执行力 10% 10% 

项目管理专业度 18% 17% 

项目成果和影响力 12% 11% 

三 A合一性 

（5分） 

目标、方案与行动的一致性 5% 5% 

总分（100分）  100% 95% 

 

三、结论及评估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守护民族英雄的晚年”这一项目进行监测与评估，评估

团队认为该项目较好地完成了项目的总目标与具体目标，并有如下四

个特色： 

http://news.hnzptong.cn/?id=12543
http://m.hao123.com/news/shoubaiDetail/1013229747154162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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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注社会倡导 

龙越基金会以倡导关注老兵群体为组织使命，“守护”项目的目

标履行了基金会使命相契合，在专注于关怀抗战老兵，为老兵送温暖

的同时，呼吁社会对抗战老兵群体的关注与尊重。基金会制定长期“老

兵回家”的服务战略，为抗战老兵群体定期送温暖，同时将老兵群体

的抗战历史记忆以多方面的专业方式留存，将抗战历史记忆传播给更

广泛的社会群体，突出了基金会的倡导属性，推动了社会范围内对于

抗战老兵的关注与民族精神的传播。 

2.项目体系成熟 

项目实施第四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

服务体系：项目主要依托于“抗战老兵致敬礼金计划”、“守护民族

魂计划”和“口述历史计划”三个系列活动，配备执行及宣传等固定

负责的工作人员，构建了多面向的“老兵回家”服务体系。 

项目通过运用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对项目执行的全过程

进行直播宣传，带动全社会关爱抗战老兵，拓宽礼金募集渠道，给经

济上有困难的老兵提供持续资金支持，为广泛社会群体提供向老兵表

达敬意与尊重的机会；通过为抗战老区的英烈遗骸收俭和寻亲、建立

烈士纪念碑等活动，在社会更广范围内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通过将抗

战老兵的抗战记忆以口述史记录的形式，将大量宝贵的抗战记忆留存

并倡导传播。在新媒体时代，基金会积极探索传播新媒介，形成了较

为丰富的传播倡导体系，从而促进各方社会群体凝聚抗战记忆，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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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中华民族精神。 

3.多方主体联动 

“守护”项目联合各地民间组织、政府部门、文物保护部门、高

校考古学者、生物基因以及人类学的专业力量，共同搭建关爱老兵的

服务支持与研究网络。项目团队通过与高校考古、生物基因以及人类

学等学科专家合作，聘请专家运用专业知识指导项目服务，将抗战将

士遗骸、抗战老兵记忆最大程度地保存。另一方面，基金会通过与政

府、民间组织等力量和当地居民联动，整合力量共同建设当地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在社区和社会范围内营造关爱抗战老兵的温馨氛围，弘

扬中华民族精神。以上行动方案充分彰显了基金会愿景，凸显了相应

专业意识和专业精神。 

4.传播渠道多元 

“守护”项目定位精准，服务体系成熟，项目执行团队经验丰富，

且在项目执行和传播方面积极与多方利益主体合作，通过基金会官方

网站、“媒介星球”微信公众号、搜狐网等媒体报道、“#和平守卫

者计划#”微博话题等多渠道对项目进行宣传与推广，社会影响力较

为深远。以“#和平守卫者计划#”微博话题为例，截至 2021 年 6 月

1 日，该话题网络阅读量为 1，518 万，讨论量 4.3 万，在网络平台

展现较强的传播力与影响力。项目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有利

于增加社会各方群体对于抗战老兵的关注与尊重，从而在全社会凝结

关爱抗战老兵的积极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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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倡导良好社会氛围 

项目通过线上募捐的方式，，发挥平台优势和媒体传播优势，号

召阿里巴巴平台商家，履行新媒体时代下的爱心公益，很好地践行了

人人做和平守卫者的目标。 

项目通过在各地建设爱国主义红色基地，将红色记忆融入了当地

文化，通过社会多群体参与的方式，使老兵故事与伟大的民族精神深

入社会成员心间，将项目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怀与尊重的社会价值最大

化。 

项目通过招募大学生群体参与写作营的方式，以文字记录老兵抗

战精神，通过写作营作品及纪录片，留存最珍贵的民族记忆，本项目

通过直播、微博等新媒体的形式，获得超过千万人次的关注，将对于

老兵的关爱传递给大学生、社区居民等更多的人群，在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全民族全社会铭记与传播和平守卫者故事的目的。 

下图 5描绘了项目的传播倡导体系。 

图 5 “守护”项目传播倡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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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 

评估团队在通过运用三 A三力理论和逻辑模型对项目方案、项目

执行、项目成效进行综合梳理评估的基础上，对本项目提出如下几点

建议： 

1.重点发展项目创新 

与同类基金会相关项目相比，项目有部分同质性，建议在后续项

目执行过程中，根据专业的需求评估，尤其是针对基金会目标服务群

体普遍的主要需求，进行后续项目服务内容的创新，比如在全社会范

围内宣传关注抗战老兵的养老问题，精神健康问题，独居抗战老兵的

社会疏离问题等，帮助其链接当地的优质资源，使抗战老兵们安享高

质量的晚年生活。 

2.拓宽活动覆盖范围 

本期项目已为全国 18 个省市的抗战老兵送去服务和问候。在未

来，项目团队可在筹资许可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项目覆盖面和影响

力，为更多省市的老兵送去温暖与服务，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区位

性地有计划地逐步发展到全国。  

3.完善项目长期机制 

    项目缺乏持续性传播和倡导机制，项目活动开展前后在新媒体平

台上能够拥有一定的热度和影响力，但缺少对于项目成效的长期传播

体系，比如可以通过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进行定期的项目介绍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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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投放等方式，扩大项目的影响力，建立项目活动的长期倡导机制，

带动更多的社会群体持续关注抗战老兵。 

4.延展项目传播渠道 

    项目成效的有效传播能够很大程度上增加公众对于项目的了解

程度、关注度及参与度，因此，项目团队可以思考进一步通过与公益

类网络明星（微博大 V、抖音网红）等合作，扩大项目传播路径，合

理利用公益媒体资源，将项目的社会价值融入新媒体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