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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工作总结

用文字描述本基金会本年的成绩和不足：

2017 年是桂馨继续成长的一年。我们致力成为乡村教育的陪伴者，在国家教育资源覆盖不足

的地区和领域，提供儿童阅读、青少年科学教育以及教师关爱与支持；致力为乡村教育注入灵

感，摸索创新，不断开拓新的扶助项目。虽然能力有限，但是我们坚持执着；虽然资源有限，

但是我们尽心尽力。

截止 2017 年底，基金会在全国 18 个省（市）、73 个县实施有捐赠人支持、地方伙伴合作、

专业伙伴参与、志愿者提供服务的教育公益项目 398 个，累计公益项目支出 4269 万元，设立

公益项目专项基金 1680 万元。有 5858 名志愿者在桂馨公益项目中贡献了 101.5 万个小时的志

愿服务，惠及 109.6 万名乡村师生。

2017 年桂馨公益项目体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完善，项目成果也更加显现。

桂馨科学课项目已形成以科学教师培训为基础，以科学教育研究支持为核心，以科学教育专业

人才培养为支撑的项目体系。项目覆盖 5省 35 县。培训科学教师 2585 名；为 657 所乡村学校

捐赠科学实验工具箱；捐建小科学家实验室 9 间；组织项目区域 4 省 34 县的科学教研员培训

1 次；组织科学教师东西部交流 7 批次；科学名师西部乡村学校支持行 21 次；桂馨科学夏令

营 14 场；桂馨科学课网络研修 11 期，880 人次科学教师和科学教育师范生参与培训；科学课

项目累计志愿者老师 847 名，贡献志愿服务 93,262 小时；项目惠及乡村师生 89 万余名。

此外，2017 年再版了 2012 年由桂馨基金会组织、编辑出版并受到广大科学课教师喜爱的《走

向探究的科学课》；2014 年启动的《桂馨科学夏令营活动指导手册》在美国佐治亚大学科学

教育博士的参与指导下完成初稿，准备出版；2016 年启动的由美国佐治亚大学科学教育博士

王平老师主持，10 余名国内外青年教师参与的科学课活动案例、教学理念等文献的英文翻译

工作顺利开展。目前该项目已累计引进、翻译 50 余篇文献，基金会将针对翻译文献的运用进

行统筹规划，让更多科学课教师从中受益。

2017 年桂馨继续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淘宝公益宝贝“呵护乡村学童科学梦”项目，向中

西部地区 228 所乡村学校捐赠科学实验工具箱，并辅之以培训、名师回访、自主运作金支持等

项目。2017 年，该项目共支持区域性学校或教研团队自主开展科学教育教学研究、实践活动 9

场，开展学校活动 8 场，受益师生 4832 名。

桂馨书屋项目继续关注乡村学校的书屋建设和学生阅读成长。截止 2017 年底，桂馨在全国 15

个省（市）的 40 个县（区）建立了桂馨书屋 228 个。惠及师生 177,983 名。参与书屋建设的

志愿者来自全国 60 所高校 80 个社团，4100 名大学生，贡献志愿服务 885,424 小时。

2017 年桂馨投入更多资源帮助项目学校的老师参加阅读相关的学习和培训，支持 959 名乡村

教师参加阅读交流和培训学习 13 场。同时组织书屋所在学校校长和教师开展线上阅读培训、

交流和学习活动 34 次，累计时长 85 小时，参与培训教师 3400 人次。由乡村老师自发组织的

“桂馨毛毛虫阅读联盟”也在年底正式成立并对所在地师生的课外阅读提到良好的带领作用。

在开展阅读领航人培训的同时，面向乡村学生开展“悦读夏令营”，2017 年在 28 所书屋项目

学校开展了此项活动，348 名大学生志愿者和 1735 名乡村师生参与其中。

2017 年桂馨书屋部分学校配备试用电子借阅系统，学生直接刷卡借还，方便高效。先进的搜

索功帮助管理员精确分析每个班级、每个孩子的借阅量和借阅喜好（该系统由满天星青少年公

益发展中心提供支持）。于此同时，在项目运作良好的学校继续建设乡村最美阅读空间，通过

改善学校图书阅览室环境、图书更新补充、教师阅读培训、校园阅读氛围营造等，整体提升项

目学校阅读硬件、环境、氛围，以及阅读实践能力和水平。



2017 年“新馨世界”项目在原有 44 所乡村学校的基础上新增 22 所学校。另有 41 所项目学校

实施了“小种子绘本计划”。21 所学校实施了“书屋自主运作金计划”项目。这些项目有效

激励了乡村小学阅读活动的开展和深化。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项目 2017 年 “乡村老师重疾保险”、“公益种子计划”、“乡村老师视野

之旅”、“幸福园丁培训”“乡村校长培训”等针对乡村学校老师开展的生活关爱和职业能力

提升项目持续增加。1200 名乡村老师获得重大疾病和意外保险。874 名乡村老师在 9场培训中

直接受益。截止 2017 年底桂馨乡村教师支持项目直接受益老师 16,855 名。

除以上三个核心项目外，2017 年“桂馨之桥”项目继续资助 84 名学生和 5名乡村教师，解决

他们的学杂费和生活费用。2017 年，“馨艺术课堂”在甘肃隆德和湖南龙山两地开展。四位

艺术家带领 164 名乡村孩子完成了系列绘画作品，激发乡村儿童对绘画艺术的热爱，在孩子们

心中播下美的种子。

2017 年，在深入开展公益项目的同时，桂馨也努力开拓社会资源，与捐赠人、合作伙伴、志

愿者建立更加牢固的关系。四月，基金会联合思科公司、北京赛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的“2017 馨公益挑战”（北京场）公益体验活动举行；七月，来自北

京、上海、江苏、香港等地的 50 名桂馨之友和捐赠人代表参与了桂馨公益项目的志愿服务（此

外还有 66 名桂馨捐赠人参与了桂馨公益项目活动）；九月，基金会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腾

讯公益平台上再次为“馨动乡村•教师成长”公益项目开展筹款。3 天时间有 6384 名爱心人士

参与捐赠，共筹集善款 355,571.78 元，1116 名爱心人士参与发起“一起捐”邀请更多伙伴参

与捐赠支持；十一月，“馨心相印”慈善之夜在广州举行。300 多位桂馨之友以“乡村教育陪

伴者”的身份出席活动。与基金工作人员和项目伙伴一起，分享了教育公益在乡村学校的成果

和问题，筹得 720 余万元善款用于执行桂馨书屋、桂馨科学课、桂馨乡村教师支持公益项目；

十二月，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余名桂馨志愿者、桂馨公益合作伙伴及捐赠人代表、政府主管部

门领导、基金会理事等齐聚在别经，举办了 2017 年志愿者年会。探讨问题，展示成果，交流

经验，为更好的服务乡村教育公益提供准备。

2017，桂馨在服务和带领捐赠人参与公益的同时，积极搭建平台，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

乡村教育。2017 年我们与 49 个教育行政部门、31 个大学生社团、35 家公益同行、16 家专业

支持机构、11 所大中小合作学校、16 家媒体伙伴进行合作，共同为乡村教育公益事业做出贡

献。

2017 年桂馨志愿者支持体系有了全新调整。增加投入以更专业的精神和系统支持志愿者的成

长。邀请专业机构对愿者团队进行了更专业、系统的指导。志愿者群体也更加多元。除了大学

生、科学名师，越来越多的群体，如企业职员、政府官员、艺术家、工程师等群体也纷纷以志

愿者身份参与到桂馨公益项目中来。他们除了身体力行参与公益项目的实施，还利用自身专业

优势，深度、持续地支持桂馨公益项目后续运营。

2017 年桂馨团队继续围绕“专业化、影响力”机构战略发展目标前行。六月，桂馨基金会举

行了二届九次理事会和三届一次理事会会议。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新一届理事成员。

推选了第三届基金会监事。新理事们以身作则，通过参与桂馨公益活动或项目，为基金会筹款、

传播、资源链接等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017 年，基金会执行团队更加注重团队成员能力提升和文化建设，创建积极进取、团结合作

的工作氛围。

2018 年，桂馨将迎来它的 10 岁生日，我们希望能够携手更多人为乡村教育作出我们更多的努

力。











五、监事意见

监事 池运强 ：

意见：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在 2017 年度严格执行《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无违纪行为。

根据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监事会对本基金会一年来的运作情况、财务收支情况等进

行了有效的监督、检查、审核，维护了本基金会全体会员的利益。

本基金会在 2017 年度严格遵守章程及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巩巩固和完善公益项目体系，按照本会业务

范围开展多项扶助活动，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本基金会在财务管理中严格执行财务制度，财务运作规范，在经费使用过程中做到严格控制，各项公益支

出合理、透明，会计核算真实完整反映了本基金会财务状况，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未出现

违法违纪现象。

签名：池运强

日期：2018 年 4 月 9 日

监事 胡 波 ：

意见：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在 2017 年度严格执行《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无违纪行为。

根据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监事会对本基金会一年来的运作情况、财务收支情况等进

行了有效的监督、检查、审核，维护了本基金会全体会员的利益。

本基金会在 2017 年度严格遵守章程及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巩巩固和完善公益项目体系，按照本会业务

范围开展多项扶助活动，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本基金会在财务管理中严格执行财务制度，财务运作规范，在经费使用过程中做到严格控制，各项公益支

出合理、透明，会计核算真实完整反映了本基金会财务状况，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未出现

违法违纪现象。

签名：胡 波

日期：2018 年 4 月 9 日

监事 康凯 ：

意见：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在 2017 年度严格执行《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无违纪行为。

根据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监事会对本基金会一年来的运作情况、财务收支情况等进

行了有效的监督、检查、审核，维护了本基金会全体会员的利益。

本基金会在 2017 年度严格遵守章程及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巩巩固和完善公益项目体系，按照本会业务

范围开展多项扶助活动，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本基金会在财务管理中严格执行财务制度，财务运作规范，在经费使用过程中做到严格控制，各项公益支

出合理、透明，会计核算真实完整反映了本基金会财务状况，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未出现

违法违纪现象。

签名：康凯

日期：2018 年 4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