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赠机构

55
家

管理费用支出

62.7
万元

服务时长

115,784
小时

培训教师

线下：3408 人次

网络：9502 人次

年度捐赠收入

2941
万元

年度公益支出

1106
万元

年度参与志愿者

926
人次

年度实施公益项目

106
个

捐赠个人

线下：224 人次

网络：6886 人次

新增公益项目专项基金

676
万元

合作伙伴

167
个

惠及乡村师生

43,031
人次

我们的2018
Our 2018

  截至 2018 年底，桂馨基金会

  累计筹集善款 12,089 万元

  累计公益支出 5374 万元

  设立公益项目专项基金 2356 万元

  项目区域覆盖全国 19 个省（市）的 74 个县

实施教育公益项目 499 个

 6784 人次志愿者贡献 113 万个小时志愿服务

  惠及乡村师生 126.6 万名

备注：该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请后续关注基金会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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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飞逝，转眼我们迎来了2019年。桂馨已

经“十岁了”！十年来，作为乡村教育的陪伴者，桂

馨基金会肩负“改善乡村教育环境，促进教育公

平和可持续发展”的使命，坚持“至善至诚，如桂

斯馨”的文化理念，截至2018年12月底，已在全

国19个省（市）的74个县，实施教育公益项目499

个，已累计有6784名志愿者在桂馨公益项目中

贡献了113.1万个小时的志愿服务，惠及乡村师生

126.6万人次。

仅在2018年，我们也有很多收获：桂馨信息

化管理系统建设完成并即将投入使用；机构运营

管理，特别是公益项目和项目关联各方的规范性

管理水准得到质的提升；引进第三方机构开始桂

馨项目的“行动研究”，完成了桂馨书屋研究报

告；桂馨书屋升级项目“桂馨乡村悦读空间”正

式上线，实现了项目质的飞跃；教研员培训纳入

科学课项目体系，促成区域性科学课教学教研共

同体的发展；经过两年“馨艺术课堂”项目实验，

美育教育开始进入桂馨支持项目体系；桂馨连续

六年中基透明指数（FTI）满分；获得中国慈善基

金会（非公募）榜单TOP50和中国慈善信用榜单

TOP30。

我们在为过去十年所取得的点滴成绩感到

欣慰的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与其说这是桂

馨的付出，不如说是大家的努力和奉献。这里的

“大家”，指的是我们广大的捐赠者、志愿者和馨

友，指的是乡村的师生和教育界同仁，当然也是

指桂馨的团队伙伴们。是她们，日复一日，坚持不

懈，十年如一日依然保持旺盛的热情和斗志，才

得以成就了桂馨事业的扎根、发芽。让我们向这个

“桂馨大家庭”致敬！

2018年，我们痛失了三位良师益友。我们敬

爱的刘桂老师，因病辞世。刘老师是桂馨基金会

创始人、荣誉理事长，十年前共同创立桂馨基金

会，常年关心桂馨的成长，为桂馨事业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桂馨”的“桂”字，就是对刘老师永远

的纪念。基金会理事齐家珊先生，也因病离开了

我们。齐先生是桂馨事业的热心支持者，身体力

行，堪称楷模。此外，于年初离世的馨友陈小鲁先

生，率性耿直，乐于助人，积极参与桂馨的各项活

动。我们为三位的离世深感悲痛，也想借此机会，

表示深切的哀悼。

我们一直谨记桂馨创立之初的定位，那就是

桂馨是一家执行型的基金会，务实专注。乡村教

育需要陪伴，我们的小朋友需要陪伴，我们的老

师也需要陪伴，其间要不得一点浮夸。

我们始终相信，改善中国目前的乡村教育环

境，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和配合。桂馨在这个过

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其实有限。我们不做政府

应该做的事，但是我们呼吁和协助；我们不做捐

赠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展现和激励。“不积

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

们欣慰于桂馨所能做的点点滴滴，并将继续不断

地做下去，怀着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能够做得

更好、更深、更广。

展望未来十年，桂馨将继续沿着过去的道

路，坚持“专注与发展、引领、传播、科技”四大方

向，规划并开展我们的工作。

专注是我们的根本，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桂

馨的血液中。我们将继续大力发展作为基石项目

的桂馨阅读，作为领先项目的桂馨科学课，以及

作为心愿项目的桂馨乡村教师支持三大传统公益

系列。不仅如此，我们更希望能够在制度化、流程

化方面做一些工作，不仅在“量”上保持一定速度

的增长，而且在“质”上要实现飞跃。

仅仅专注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

雄心，那就是引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即时发现

农村教育的痛点，并领先地做一些工作。我们采

桂馨的第一个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骄傲

能够得到社会各界这么多的关注和帮助，我们自

豪自己辛勤的付出并没有白费。我们坚信，十年后

再聚首，桂馨一定还是大家熟悉的桂馨，但会是

更健康、更有影响力、更领先的桂馨。

PREFACE

理事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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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开放的态度，听取捐赠人、受助人、同行的建

议，只要在桂馨的愿景范围内，我们愿意做任何

尝试，以便为乡村教师和小朋友们提供他们真正

需要的帮助。

我们也希望多做一些传播方面的工作，虽不

能具体地帮到某一位需要帮助的人，但我们认为

很值得。公益不仅仅是公益机构的事情。最大的

公益，是让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公益之心。

传播公益理念，介绍社会现状，鼓励大家以各种

方式参与公益，应该是桂馨的日常工作。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工

作、生活方式，也对公益事业提出了新的课题。我

们将利用科技手段，实现工作方式的技术化、公

益内容的科学化和活动形式的科技化。

我们满足于尽我们的绵薄之力，我们不奢求

包揽一切。我们是一滴水珠，虽小但也能反射太

阳的光芒。我们是一名园丁，虽卑微但也能把阳

光、水、肥料汇集到乡村教育这颗小树苗上，和

“桂馨大家庭”的所有成员一起，希望为它的茁

壮成长做出一份贡献。

桂馨的第一个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骄傲

能够得到社会各界这么多的关注和帮助，我们自

豪自己辛勤的付出并没有白费。我们坚信，十年后

再聚首，桂馨一定还是大家熟悉的桂馨，但会是

更健康、更有影响力、更领先的桂馨。

在此新年之际，我谨代表桂馨基金会全体

理事、监事及员工，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

意、阖家安康！感谢大家对桂馨事业的长期支持。

让我们一路同行，为乡村教育作出我们更多的努

力。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INTRODUCTION

机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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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桂馨
About Green & Shine Foundation

桂馨基金会是一家关注中国发展中地区基础教育的公益慈善机构，2008年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基金

会遵循平等、互助原则，以务实和专业的方式，致力于推动中国发展中地区教育环境的改善，促进教育公平和

可持续发展。2012年9月，桂馨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简称：香港桂馨）正式在香港取得慈善团体资格。秉持强

烈的使命感、责任心和专业精神，桂馨基金会力求成为一家专业、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教育公益机构。

理事会
BOARD OF DIRECTORS

（按姓氏笔画排序）

使 命

以善为美 以诚为本 
互尊互信 专业专注

价
值

观
为教育与可持续
发展赋予灵感

愿
 景

改善乡村教育环
境，促进教育公
平和可持续发展

5A级社会组织 中基透明指数
（FTI）满分

中国非公募
基金会发展论坛

组委会奖

北京市社会组织
示范基地

中国慈善榜基金会
（非公募）
榜单TOP50

中国慈善
信用榜TOP30

TOP TOP

所获部分荣誉

理 事

荣誉理事长

于伟  |  理事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桂
桂馨基金会发起人

马雪征  |  理事
博裕资本创始合伙人

石平  |  理事长
海通国际集团环球市场联席主管

包凡  |  理事
华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CEO

刘冰  |  理事
棕榈园林（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陆戎  |  理事（香港）
爱心人士

赵晓红  |  理事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凌克  |  副理事长
金地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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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

监 事

荣誉理事

池运强  |  监事长
爱心人士

朱莉华
爱心人士

许志明
宽带资本创始合伙人

齐家珊
香港裕昌集团原董事局主席

辛罗林
中金甲子基金合伙人

李庚
李可染画院院长

赵军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监事

合伙人律师

李湜
金友逸途中美文化
交流中心董事长

陈慧
爱心人士

连小青
爱心人士

张建中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周月
爱心人士

康典
桂馨基金会发起人

崔桂亮
维维集团董事局主席、董事长

章鼎儿
著名特级教师

桂馨科学课项目首席专家

胡波  |  监事
慈铭体检集团董事长

康凯  |  监事
易保网通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市场官

高卉  |  理事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

韩桦  |  理事
CCTV英语新闻频道评论员

路小蔷  |  理事
中国铁建独立董事

樊英  |  副理事长
桂馨基金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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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馨
公
益
项
目

桂馨书屋
让改变从阅读开始

桂馨科学课
让每个孩子拥有良好的科学素养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让乡村教师更有力量

PROJECTS 
公益项目

桂馨基金会专注发展中地区儿童阅读成长、青少年科学教育和乡村教师

群体的关注和支持，形成桂馨书屋、桂馨科学课和桂馨乡村教师支持三个核心

公益项目体系。

帮助乡村孩子成为有学习能力和科学素养的公民；

支持乡村教师成为学生健康成长和发展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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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科学素养的培养是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内容，亦是儿童科学精神、独立人格和创新思维的形成途

径。2009年以来，桂馨科学课公益项目专注儿童科学教育发展。基于专业团队研发和设计，实施针对中国发

展中地区乡村小学儿童科学教育的支持，致力于推动儿童良好科学素养的培养和科学教育的发展。

经过十年的探索和实践，桂馨科学课项目形成了包括三方面工作方向的项目体系：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桂馨科学课项目

县域科学教育支持 未来科学教师培养支持 科学教育基础研究支持

桂馨科学课
让每个孩子拥有良好的科学素养

覆盖区域

5 省 35 个县

培训科学教师

2612 名

科学实验工具箱

698 套

小科学家实验室

9 间

科学教师交流计划

9 批次

科学名师西部行

26 次

桂馨科学夏令营

20 场

支持出版科学教育专著

6 本

参与志愿者

1127 人次

志愿服务时长

116,465 小时

惠及师生

1,040,05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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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亮点

1  桂馨科学课区域教研共同体日臻完善。经过十年项目实践，桂馨科学课县域支持体系在经过基础培

训阶段后，形成了以县域科学教育工作室为依托，以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项目为载体，结合科学课自主运作

金项目支持的中长期陪伴方案，并鼓励各地区围绕年度共同研究主题开展教研活动，凝聚起了具有桂馨特色

的区域教研共同体。

2  桂馨科学课基础教育研究成果凸显。12月5日-7日，“走向探究的科学课”项目在杭州举行了以科

学课堂教学研究为主题的展示研讨活动，并发布了《走向探究科学课——致敬经典》一书。来自全国各地的

632名科学教研员、科学教师参会，线上直播累计有15.15万人次观看。

2018年度桂馨科学课项目专家名师团队

章鼎儿 桂馨基金会荣誉理事、科学课项目首席专家

路培琦 桂馨科学课项目专家

李子平 桂馨科学课项目专家

姜允珍 桂馨科学课项目专家、《桂馨之友》杂志执行总编

刘沛生 桂馨科学课项目专家、《桂馨之友》杂志执行总编

胡卫平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郝京华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卢新祁 江苏省教育厅教研室小学科学教研员

喻伯军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小学科学教研员

黄海旺 人民教育出版社综合理科室主任

唐小为 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西南大学副教授

王   平 美国佐治亚大学博士

陈文斌 《科学课》杂志编辑部执行主编

刘晋斌 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校长、特级教师

李   霞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市教研室附属学校副校长、博士、特级老师

徐春建 杭州市普通教育研究室小学科学教研员

姜向阳 杭州市滨江区教师进修学院小学科学教研员、特级教师

邵锋星 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景苑小学校长、特级教师

闻蓉美 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学院小学科学教研员

钱军红 杭州市滨江区闻涛小学科学教师

顾云涛 杭州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科学教师

邹小斌 杭州市江南实验学校科学教师

张   俭 杭州市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科学教师

吴燕婷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科学教师

杨春晖 杭州市萧山区教学研究室小学科学教研员

汤永海 杭州市萧山区进化第二小学科学教师

何佳明 杭州市萧山区新塘小学副校长

叶晓林 杭州市下城区教师教育学院小学科学教研员

马   林 杭州市京都小学科学教师

章雅菁 杭州市景成实验学校科学教师

冯   凌 南京市玄武区教师发展中心小学科学教研员

季荣臻 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小学科学教研员

项目年度大事记

桂馨科学课网络研修管理团队
体系正式组建。3月

桂馨科学名师西部行（湖北枣
阳）启动，2018年共实施5场。5月

2018桂馨科学夏令营在四川、
湖北、青海三省五地举行6场。

2018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在
青海湟中举行。

7-8月

“走向探究的科学课暨小学科
学课堂教学改革研讨会”在浙
江杭州举行。

12月

桂馨科学创新实验学校试点工
程在四川绵竹启动。6月

桂馨科学教师交流计划
（湖南株洲）在浙江绍
兴举行。

10-11月

四川地区科学教师及大学生组
队参与2018善行者（成都站）
公益徒步活动，为桂馨科学夏
令营筹款。

桂馨科学夏令营辅导员培训在
武汉举行。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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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新丽 江阴市利港实验小学科学教师

邓   洁 南京市科利华小学科学教师

魏   僖 南京市成贤街小学科学教师

郑   慧 南京市洪武北路小学科学教师

周朝勇 重庆市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小学科学教研员

文德英 重庆市江北区教师进修学院小学科学教研员

阮   翔 嘉兴市南湖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小学科学教研员

沈晓英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副校长、特级教师

桑建辉 余姚市电化教育中心副主任

袁和林 湖州市安吉县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小学科学教研员

朱颂伟 湖州市吴兴区教学研究与培训中心小学科学教研员

叶   军 湖州市安吉县杭垓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沈跃群 湖州市南浔区锦绣实验学校特级教师

胡   滨 湖州市安吉县第二小学科学教师

姚   平 湖州市安吉县新民学校科学教师

陈   青 湖州市安吉县昆铜小学科学教师

陈熊峰 湖州市吴兴区弁南小学科学教师

金伟平 绍兴市柯桥区教师发展中心小学科学教研员

林建锋 绍兴市上虞区城东小学校长

朱钻彪 绍兴市上虞区教育局教研室小学科学教研员

俞建红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第二小学校长

王建军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小学副校长

      微语录

刘沛生  《桂馨之友》杂志执行总编

今天提出“致敬经典”，并不是怀旧。虽然说这条大道我们先走了30

多年，但是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路程。现在的小学生将来正是我国实

现两个“一百年”，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中坚力量，把他们培养成适应

这种需要的人，是我们的责任。

路培琦   桂馨科学课项目专家

有人把我们叫做专家，其实不是。我们就是教小学科学课的老师，只

不过专门干这么一件事，这一辈子干这么一件事，所以就专门弄一家就叫

“专家”。把我们叫特级，就是特别着急的意思，为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

你看我们的头发都愁白了，眉毛也给愁白了。

邱连根   浙江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

我是一个科学教育的后勤兵，一个老科学编辑，编了很多书。编辑《走

向探究的科学课——致敬经典》这本书的时候很投入，也很努力。这本书

让我们看到老一辈科学工作者所做的一些课，对今天的科学教育很有启

发。它不仅给予了我们好的教学资源，重要的是给予了我们好的教育思想

和教育智慧，更给我们展现了科学教育前辈们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丁建国 绍兴市柯桥区实验小学科学教师

袁央清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第二小学科学教师

楼曙光 义乌市稠城第一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王伟文 金华市环城小学校长、特级教师

张根兵 金华市金东区曙光小学校长

孙   悦 金华市金东区曙光小学科学教师

钱建峰 金华市环城小学科学教师

陈志强 丽水市缙云县水南小学副校长、特级教师

陈建秋 丽水市莲都区天宁小学科学教师

朱伟龙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路小学科学教师

余京华 丽水市龙泉市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小学科学教研员

潘欢燕 温州市龙湾区状元第一小学科学教师

黄国胜 温州市瑞安市虹桥路小学科学教师

潘挺挺 温州市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小学科学教师

应小敏 温州市平阳县中心小学副校长

王   海 温州市瑞安市仙降中心小学科学教师

饶正辉 温州市鹿城区教师培训和科研中心小学科学教研员

田精华 温州市鹿城区蒲鞋市小学科学教师

陈开华 温州市鹿城区蒲鞋市小学科学教师

周苏平 台州市玉环县楚门镇中心小学科学教师

杨元魁 东南大学博士

梁   琰 美丽科学创始人、博士



公益项目

PROJECTS

年 度 报 告
2018 ANNUAL REPORT

2524

一、县域科学教育支持

1、桂馨科学骨干教师培训

针对项目实施县域科学教研员和中青年优秀科学教师，组织开展为期4天的基于课堂教学实践的教研与

学习交流。内容包括课程设计、说课、课堂教学、评课、同课异构和小组研讨等，以期初步建立起项目合作县

域的科学骨干教师队伍。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实施场次 参与人数

4月23日-4月26日 贵州省贞丰县 1 14

   捐赠方：万科集团

2、桂馨科学教师交流计划

选拔和组织项目实施县域的科学教研员和骨干科学教师赴东部科学教育理念和实践先进的学校进行为

期6周左右的深度学习、交流和实践。该计划对参与教师在观摩学习、教学实践和教研活动参与以及资料阅

读等方面有明确要求。项目最终目标是建立起项目合作县域科学骨干教师队伍以及科学教研中心组。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实施场次 参与人数

4月7日-5月18日 湖南省株洲市

株洲县、炎陵县、茶陵县、攸县、荷塘区
2 13

10月14日-11月23日

   捐赠方：宁波申洲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情况

株洲科学骨干教师在浙江开展交流、学习科学骨干教师分组开展课例讨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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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桂馨科学名师西部行

组织国内中青年优秀科学教师赴项目实施县域进行为期3天的交流与教研活动。内容包括项目效果跟

进、调研、教研活动，以及培训、经验交流等。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实施场次 参与人数

5月14日-17日 湖北省枣阳市

5 691

5月14日-17日 青海省湟中县

5月21日-25日 青海省大通县

5月21日-25日 四川省芦山县

10月28日-11月1日  湖北省保康县

   捐赠方：崔  巍   杨惠榕   戴玲玲   高  勃   桂馨科学教育基金

4、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

科学教研员是科学课教学、教研、培训和评价等工作的组织、引领和参与者。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旨在提

升项目实施县域内教研员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同时促进项目区域内教研员之间学习与交流。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培训地点 参与人数

8月3日-6日 5省35县 青海省湟中县 50

   捐赠方：腾讯公益平台爱心人士

此外，2018年度，桂馨科学课项目区域教研员自行组织区域教研活动10场，开展学校层面实践活动4

场，受益师生2835人次。

科学教研员聚集在青海湟中参与教学研讨，分享彼此经验科学名师在中西部项目区域开展回访、教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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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桂馨科学夏令营

针对中西部地区城乡儿童，在专家指导下，由项目实施县域科学教师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中青年优秀科学

教师共同策划、设计和实施的科学探究主题夏令营。夏令营让中西部城乡儿童在科学探究中获得快乐和成长

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了项目实施地科学课教学教研和交流学习。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实施场次 参与人数

7月6日-10日 湖北省枣阳市

6 790

7月10日-14日 四川省什邡市

7月10日-16日 四川省绵竹市（兴隆）

7月16日-20日 青海省湟中县

7月18日-23日 四川省绵竹市（遵道）

8月10日-16日 青海省大通县

   捐赠方：华创资本   同盾科技   每日优鲜   长佩网络   第1车贷   铜板街   什么值得买   兴复艺文

6、桂馨科学课网络研修

由科学教育专家和科学名师参与，针对包括项目实施县域科学教师在内的科学教育实践者和学习者的网

络学习与交流平台。每年12期，基于受众需求和年度计划，设定相关学习分享主题，邀请相关嘉宾主讲。

实施时间 实施场次 参与人次

2018年1月-12月 12 3753

  捐赠方：万科集团

科学教研员、教师、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参与探讨科学教育的魅力跨越三省五地的科学夏令营已成为当地暑期的一道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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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桂馨科学课教师外出参访

选拔和组织项目实施县域内科学教研员和骨干科学教师赴科学教育特色区域进行交流学习，提升对科学

教育整体认知。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实施场次 参与人数

5月19日-25日 贵州省贞丰县

四川省雅安市

湖南省沅陵县

4 51

12月5日-7日

   捐赠方：万科集团   99公益日腾讯公益平台爱心人士

8、桂馨科学实验工具箱

针对项目实施县域内具备一定师资、理念的基础学校配备科学实验工具箱，支持学校利用工具箱有计划

地开展科学教学和实践。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项目学校（所）

11月15日-12月5日
贵州省贞丰县

湖南省株洲县、炎陵县、茶陵县、攸县、荷塘区
41

   捐赠方：万科集团   淘宝公益平台爱心人士

正在用科学实验工具箱做探究实验的孩子们

9、桂馨科学教育创新实验学校

针对项目实施县域内具备一定师资、理念和实践基础的学校，在专家指导下，支持学校规划、设计和开展有计

划、目标、可持续和一定创新性的校园科学教学与实践内容，并期待在一定范围内起到示范和学习借鉴作用。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项目学校 受益人数

2018年6月4日-2020年6月4日 四川省绵竹市

遵道学校

齐福学校

汉旺学校

2672

   捐赠方：万科集团   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学生们在刚刚建设的学校创客空间领略科技的魅力

通过外出参访，项目区域教师看到了更加多元的教育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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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桂馨科学教育基础研究支持

1、桂馨科学课馨教师计划

该项目于2015年启动，由桂馨基金会科学课项目首席专家章鼎儿老师全程参与亲自指导，选拔组织全国

范围内中青年科学名师定期进行系统培训和研习。在此基础上，希望能培养一批未来能引领科学课教育改革

和发展的名师。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些优秀的教学实践案例并进行全国推广。2018年度，该项目共开展

交流及研讨活动3场，线下参与培训教师652人次，线上参与培训教师15.51万人次。

 捐赠方：中国银行   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喻伯军先生主持开幕式

阮翔先生上小学科学示范课

专家评析

胡卫平先生作专题报告 与会嘉宾及老师

2、《走向探究的科学课》系列出版物

组织全国科学教育领域知名专家和名师，通过定期深入教研、交流、试讲和修改等形式，录制优秀科学精

品研究示范课，同时进行优秀课例的收录和整理。2012年，《走向探究的科学课——章鼎儿、路培琦、李子平

评说科学课》出版发行；2017年该书再版；2018年，《走向探究的科学课——致敬经典》一书出版。

        微语录

李积雄   原青海省湟中县教研室主任

桂馨选择小学科学教育，选择西部欠发达地区，为孩子们注入了科学探究的情趣，为提升科学素养奉献了慈

爱之心，我们将永远铭记，我将依然眷顾这项慈善项目，做好爱心到达最后一公里的传递工作。

邱静思   四川省绵竹市孝德学校 

第一次参加桂馨科学夏令营，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八点回家，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夏令营于

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带给我了一种科学情怀，现在，我可以很骄傲的说我是一名有着科学情怀的科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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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

项目名称：桂馨科学课县域支持（青海湟中）

项目区域：青海省湟中县

项目周期：2010年至今

实施内容：

桂馨科学课公益项目自2010年起开始关注青海省湟中县科学教育发展情况，通过引入科学教育专家、

名师资源对湟中县科学教研员、科学教师进行深入而持续的系列培训，包括科学教师培训、科学骨干教师培

训、科学教师交流计划，引导其建立起以当地科学教研员为核心的地方教研工作室。同时，鼓励其通过组织科

学夏令营、科技节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开展相关教研实践。

在此基础上，桂馨基金会再通过协调科学教育专家、名师以“科学名师西部行”形式进行相关调研，进行

持续回访和跟踪。

除软件支持外，桂馨基金会分别于2010年、2016年先后为湟中县93所学校配套捐赠了科学工具箱，并

捐建小科学家实验室2间。

项目效果：

经过桂馨基金会持续跟踪，先后于2014年5月、2015年3月参与过科学课骨干教师培训、教师交流计划

的6名核心老师，已逐步影响到其他乡镇教师，逐步组建和形成了以地方教研员为核心的科学教育工作室，并

以工作室形式常规开展相关科学教育实践活动，实现项目反哺。

如2017年、2018年，湟中县先后自主组织当地258名学生举办了科学夏令营活动，全县约50名科学教师

全程参与了夏令营筹备和活动设计过程，从活动中提升其教学能力，并使科学夏令营逐步成为湟中县特色品

牌活动，通过活动也让更多家长开始关注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带动了整个区域的科学教育氛围。

此外，从桂馨系列科学教师培训中成长起来的教研员和骨干教师已成为当地科学教育的代言人，受邀去

往临近县域开展相关分享和交流。以湟中县培养起来的科学教研员和核心教师为突破点，项目实现了科学教

育从点到面辐射到整个县域，再到临近县域的生态建设，在提升培训教师自我效能感，教学能力的同时，带动

了整个区域对科学教育的关注。

桂馨科学教师交流计划期间李宝成老师上展示课

桂馨科学教师培训

桂馨科学骨干教师培训

参与桂馨科学夏令营的湟中县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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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所高校83个社团，4524人次大学

生志愿者，贡献志愿服务971,392小时

参与志愿者

桂馨书屋
让改变从阅读开始

基础教育阶段，激发和培养儿童的阅读兴趣、习惯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桂馨书屋公益项目启动于2009

年，通过为中西部地区信息闭塞、阅读资源匮乏的乡村学校捐赠优质图书；提供阅读支持，特别是培训乡村教

师做阅读推广实践；鼓励和支持乡村师生在阅读中学习和成长，倡导阅读改变世界，改变自己。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桂馨书屋项目：

15个省（市）40个县（区）

258所

实施区域

覆盖学校

201,424名

惠及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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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亮点

1  桂馨乡村悦读空间设计方案征集

活动由桂馨基金会与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联合主办，依托“桂馨乡村悦读空间”公益项目，

为中国乡村小学设计最美阅读空间，让乡村儿童也能拥有优质的阅读环境和阅读体验，保证乡村儿童享有更

好教育资源的权利。活动最终确定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4名、优秀指导教师1名及入围

奖5名，网络人气奖3名，最受欢迎奖1名。

2  桂馨书屋项目交流会

截至2018年底，桂馨基金会已在河南省嵩县建设桂馨书屋42个。9月29日，由嵩县毛毛虫桂馨阅读联盟

主办，嵩县教育局、纸房镇中心小学协办的嵩县桂馨书屋项目交流会举行，嵩县42所桂馨书屋项目学校图书

管理员，以及来自湖南龙山、河南汝阳的项目学校老师受邀参与。项目交流会期间，阅读联盟成员为嘉宾们作

了三场主题分享《初识阅读》、《阅读的方法》、《阅读的发展方向》。

井枫屏 南京市五老村小学教师

王    飞 南京市化工园区教师

王亚林 河南省嵩县青山小学教师

王超人 河南省嵩县纸房镇中心小学副校长

白会娟 河南省嵩县青山小学教师

芮    琼 南京市教研室语文教研员

张新慧 南京市南化实验小学教师

汪家燕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教科室副主任

周惠丽 河南省嵩县古城小学教师

胡    红 南京市南化第四小学副校长

赵雪敏 南京市化工园区学科教学带头人 

姚    瑶 南京市南化第四小学教师 

俞    艳 南京市宇花小学教师

俞    红 南京市大光路小学教师

郭    静 南京市摄山星城小学 教师

黄雅芸 南京市玄武区教师发展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员

黄海娟 南京市月苑第一小学校长助理

雷军卫 河南省嵩县古城小学校长

衡盼盼 河南省嵩县纸房镇中心小学教师

项目年度大事记

桂 馨书屋事业部 完 成河 南嵩
县、汝阳县及贵州罗甸县、湖
南龙山县44所乡村学校项目考
察和回访。

3月

2018年首场桂馨阅读领航人
计划之县域教师培训在河南嵩
县举行。

5月

『桂馨图书更新计划』项目在
99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目标。

河南省嵩县纸房镇中心小学桂
馨乡村悦读空间授牌仪式暨嵩
县桂馨书屋项目交流会举行。

9月

36个大学生志愿者团队开启
2018桂馨悦读周夏令营活动。

桂馨乡村悦读空间公益设计大
赛获奖名单揭晓。

理事长石平先生在贵州罗甸走
访考察了4所桂馨书屋项目小学
悦读周夏令营活动实施情况。

7月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桂
馨乡村悦读空间落成。12月

2018桂馨书屋悦读周体验营
暨志愿者培训第一场在北京举
行。

4月

2018年度桂馨书屋阅读领航人计划专家及讲师团队
（按姓氏笔画排序）

      微语录

胡 红 南京市南化第四小学副校长

  从早到晚，听了六节课，做了一场互动，晚上还有一场座谈会……已经连续几

天没有休息好，但内心是愉快的，且有那么多的感动：湘西教师对教研的那份认真

投入，桂馨书屋项目学校老师对学习的那份执着，因校务无法脱身却连夜赶来的

那些保靖县老师，活动结束时突然献上的带着湖南辣妹那份热忱与馨香的红玫

瑰……满满的感动让几千里的距离变成零距离！

胡 佳 湖南省保靖县野竹坪小学

  学生都非常喜欢我们的桂馨乡村悦读空间，悦读空间自开放以来就人气满满，

每到开放时间，门口就排了好长的队，直到关门那一刻才舍得离去。其中学生最

喜欢绘本书，绘本书架那块地方总是站满了学生。当然，如果老师也在悦读空间看

书，学生会看的更认真。现在，图书管理员成为学生最想当的“官”。

杨潇丽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 

  两年多在乡村学校推广儿童阅读的历程，有些东西至今虽隐隐约约，却还是

心生坚定地想去守望，守望这片乡间大地上精灵们的成长。这也许就是阅读带

给自己的幸福好一种幸运，一种可以遇见多样，认知多元，虽历经艰难，仍然有

所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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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桂馨基金会在3省4县新建桂馨书屋30个，名单如下：

序号 项目学校 捐赠方

1 贵州省罗甸县摆龙小学

深圳市莱蒙慈善基金会

2 贵州省罗甸县董当中心校

3 贵州省罗甸县皮桶小学

4 贵州省罗甸县床井小学

5 贵州省罗甸县深井小学

6 贵州省罗甸县纳坪民族小学

宁波申洲置业有限公司

7 贵州省罗甸县高兰小学

8 贵州省罗甸县团结小学 杨天池 肖一言

9 贵州省罗甸县栗木小学

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贵州省罗甸县纳闹民族小学

11 湖南省龙山县他砂小学

12 湖南省龙山县乌鸦学校

13 湖南省龙山县猛必小学

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14 湖南省龙山县贾坝小学

15 湖南省龙山县火岩小学

16 湖南省龙山县隆头小学 白 炼

17 湖南省龙山县兴场小学 靖 诚

18 湖南省龙山县中湾小学 桂馨之友

19 湖南省龙山县团结小学 李作骏 陈奕瑜

20 湖南省龙山县岩门小学 杨小松 徐小雯

21 河南省汝阳县李庄小学 桂馨之友

序号 项目学校 捐赠方

22 河南省汝阳县耿沟小学

新华人寿浙江分公司23 河南省汝阳县武沟小学

24 河南省嵩县闫庄镇中心小学

25 河南省嵩县纸房小学 南开大学九二管理系

26 河南省嵩县上仓小学
华创资本、铜板街、每日优鲜、好扑公司、什么值得

买、第1车贷、同盾科技、长佩文学、兴复艺文
27 河南省嵩县何村小学

28 河南省嵩县铺沟小学 李 丹 黄小强

29 河南省嵩县郭岭小学 池芸城 池芸衡 吴远溪

30 河南省嵩县养育小学 桂馨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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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书屋项目分布区域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桂馨基金会共在全国15个省（市）的40个县（区）

建立桂馨书屋258个。

江西 （3个县、区，33个桂馨书屋）

河南 （4个县、66个桂馨书屋）

湖北 （3个县、12个桂馨书屋）

浙江 （1个县、1个桂馨书屋）
四川 （5个县、13个桂馨书屋）

重庆 （1个县、3个桂馨书屋）

贵州 （4个县、43个桂馨书屋）

云南 （2个县、4个桂馨书屋）

甘肃 （1个县、6个桂馨书屋）

河北 （5个县、13个桂馨书屋）

内蒙古 （1个县、1个桂馨书屋）

辽宁 （1个县、1个桂馨书屋）

湖南 （4个县、41个桂馨书屋）

宁夏 （2个县、18个桂馨书屋）

北京 （3个县、3个桂馨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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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

通过组织桂馨书屋所在学校乡村教师参加阅读相关学习和培训，提升他们的阅读推广理念、方法和实践

能力，这是实现桂馨书屋在乡村学校可持续有序运作的重要基础。2018年度，桂馨基金会组织和支持乡村教

师参加阅读交流和培训学习11场，参与教师885人次，培训课时298个。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与内容 参与教师（名）

4月13日-15日 江苏南京 第十届中国儿童阅读论坛 44

4月14日-15日 湖南龙山 桂馨阅读领航人县域阅读培训 200

4月20日-23日 江苏南京 第七届课堂教学大赛 25

5月5日-6日 河南嵩县 桂馨阅读领航人县域阅读培训 200

5月12日-13日 贵州威宁 桂馨阅读领航人县域阅读培训 14

5月19日-25日 台湾 馨教师台湾访学行 8

7月13日-17日 河南嵩县 毛毛虫桂馨阅读联盟阅读工作坊（嵩县） 30

7月-8月 西安/昆明 种子教师研习营 5

10月13日-14日 贵州贞丰 桂馨阅读领航人县域阅读培训 200

10月17日-20日 北京 第二届全国小学绘本课程与教学研讨会 9

11月24日-25日 贵州罗甸 桂馨阅读领航人县域阅读培训 150

   捐赠方：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万科集团 深圳市莱蒙慈善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桂馨之友   99公益日腾讯公益平台爱心人士 

此外，2018年度，基金会持续组织桂馨书屋所在学校校长和乡村教师开展在线阅读培训交流和学习活

动，全年累计开展26次，培训课时52个，参与教师2600人次。

项目实施情况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之外出参访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之县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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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桂馨悦读周夏令营

桂馨悦读周夏令营是以桂馨书屋项目为基础，以阅读为主题，以乡村

夏令营形式为载体的综合性大学生短期志愿服务公益项目，旨在陪伴孩

子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也使大学生在实践中获得自我成长。

2018年7-8月，桂馨基金会在河北、河南、湖南、贵州和宁夏5省6县

的36个桂馨书屋项目学校开展了夏令营活动，来自全国24所高校27个

社团的424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累计贡献了志愿服务85,968个

小时，2051名乡村儿童从中受益。

4、小种子绘本计划

小种子绘本计划为一所乡村小学一次性捐赠儿童绘本200册、移动

绘本书架2个，学校可将绘本置于学校走廊或楼道，让孩子们与阅读触手

可及。2018年，共有28个乡村学校实施该项目，受益师生5600人次。

捐赠方：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思科公司华裔联盟Cisco CAAN

康  凯   杨蕙榕

3、桂馨书屋自主运作金

桂馨书屋自主运作金支持每所乡村小学每年5000元小额资金开展阅读活动，改善乡村儿童阅读环境。

2018年，共有19个乡村学校实施该项目，受益师生3800人次。

捐赠方：赛诺贝斯（北京）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绿洲学校

高亦平   芮  琼   叶芝心   桂馨书屋阅读基金

河南省孟津县城东小学：书屋改造后，孩子们在午后阳光里阅读

湖南省龙山县瓦房小学：鼓励学生开展阅读
河南省嵩县黄水庵小学：学生动手

组装新书架

5、桂馨乡村教师阅读书吧改造计划

让乡村教师拥有更优质的阅读交流环境。

实施学校：湖南省保靖县野竹坪小学

施工方：中关村人居环境工程与材料研究院

捐赠人：康  典

改造后的教师阅读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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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桂馨乡村悦读空间

让书屋成为乡村校园最美丽的地方，让阅

读成为美好的事情。

2018年新建：5个

实施学校：

河南省嵩县纸房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大兴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卧当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野竹坪小学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

施工方：中关村人居环境工程与材料研究院

捐赠方：桂馨之友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陕西瑞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世界读书日

2018年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为“童画与童诗”，旨在让学生通过欣赏馨艺术课堂学生绘画作品进而创作

童诗。本次活动共收到作品311份，经过筛选最终确定一等奖5个、二等奖10个、三等奖30个，以及最佳组

织单位3个，受益师生4600人次。

捐赠方：北京赛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  锐   李一俊   梁苛苓

湖南省保靖县野竹坪小学桂馨乡村悦读空间

湖南省龙山县大兴小学桂馨乡村悦读空间

湖南省保靖县卧当小学桂馨乡村悦读空间

河南省嵩县纸房小学桂馨乡村悦读空间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桂馨乡村悦读空间

河南省孟津县刘寨小学开展童诗创作说明会

河北省承德市塔前小学开展童诗分享会“诗人我来了” 河南省嵩县木植街中心小学的孩子展示自己的童诗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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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

项目名称：河南省嵩县古城小学桂馨书屋项目

 捐赠方：唐志刚、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实施时间：2014年至今

项目实施概况：

项目实施效果：

古城小学自2014年建立桂馨书屋项目以来，学校从校长到老师，积极参加桂馨阅读领航人培训，申请桂

馨书屋子项目实施，进而利用桂馨书屋项目支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学校阅读推广方案，举办教师、学

生读书交流会，图书馆面向家长开放，并常年如一日坚持开展日有所诵等活动，如今的古城小学像培养书虫的

学校，阅读在这个校园里如空气般自由存在。

7月，古城小学桂馨书屋建成，首期配备图书1500册；

第一次桂馨悦读周夏令营活动举办；

10月，学校老师第一次外出参访，赴南京参与中国儿童阅读论坛；

11月，老师在全校组织学生开展日有所诵诵读活动。

4月，学校老师第二次外出参访，赴南京参与儿童母语

教育论坛；

首届古城小学读书节举办，“班级书吧”建立；

5月，学校申请并实施新馨世界项目，订阅儿童杂志

（连续三年）；

7月，北京理工大学护航者协会在该校开展第二次悦读

周夏令营活动；

9月，学校申请桂馨书屋自主运作金，让图书室环境有

了第一次较大改观，图书室有了阅览室功能。

3月，开始开展阅读课磨课活动；

4月，学校校长外出参访，赴南京参与儿童母语教育论坛；

3月-4月，参与2017世界读书日“以手温书”桂馨书屋主题活动；

5月，申请桂馨书屋小种子绘本计划；

学校老师第二次参加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培训；

学校老师外出参访，赴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

10月，学校老师外出参访，赴北京参加第二届绘本阅读与教学研讨会；

11月，桂馨乡村悦读空间在古城小学建立；

学校教师加入并参与成立毛毛虫桂馨阅读联盟（河南嵩县）。

3月-6月，学校陆续建成楼梯开放书吧、开展教师读书活

动、建设读书长廊、组织班级读书会；

7月，教师阅读工作坊在学校开展，浙江阅读名师周苏平

进校一对一指导老师上阅读课；

学校举办第三次桂馨悦读周夏令营活动；

学校校长外出参访，赴南京参加第十届种子教师研习

营；

8月，桂馨书屋项目按年级为学校每班配备了40册图书；

9月，语数英老师开始磨绘本课；

10月，学校开展阅读明星、阅读达人评选，尝试开展亲子

阅读活动；

11月，学校老师参加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培训；

古城小学被评为“洛阳市书香校园特色学校”。

3月-4月，参与2018世界读书日“童画与童诗”桂馨

书屋主题活动；

4月，学校周惠丽老师以毛毛虫桂馨阅读联盟成员身

份赴湖南龙山参与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培训，为当

地教师展示阅读课；

5月，学校老师外出参访，赴台湾参加访学活动；

学校老师参加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培训；

7月，学校老师参与毛毛虫阅读工作坊，学校桂馨乡

村悦读空间面向社区开放；

9月，学校校长参与嵩县桂馨书屋项目交流会，向全

县老师分享学校阅读推广经验。

2016年 2018年

2017年

2014年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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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教育的基石。中国教育的重点和难点在乡村，而乡村教育的根本问题在教师。有好教师就有好班

级、好学校。桂馨乡村教师支持项目关注乡村教师的学习、成长、实践及生活，让乡村教师更有力量，支持他们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桂馨乡村教师支持项目直接受益乡村师生20,863名，间接受益7万余人次。

2018年度，该项目新增直接受益人4922名，馨火学堂线上培训受益教师3149人次。

桂馨
乡村教师支持

让乡村教师更有力量

桂馨乡村教师
支持项目
架构图

桂馨・南怀瑾
乡村教师计划

馨火计划

幸福园丁计划

乡村教师
关爱计划

● 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

● 桂馨乡村教师论坛

● 桂馨乡村教师视野之旅

● 馨火基金

● 馨火访学

● 馨火学堂

● 健康关爱金

● 子女奖学金

● 乡村教师图书包

● 乡村教师培训

● 乡村校长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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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文 浙江省金华市环城小学校长

田 民 青苗荟儿童产业集团高管、人力资源顾问

刘勇武 浙江省缙云县新建小学校长

朱利锋 浙江省永嘉县花坦小学教师

李 梅 睿德致远咨询公司合伙人、合思咨询公司签约资深顾问

李莉萍 知名人员管理顾问公司签约心理顾问

李芳芳 陕西省周至县双明小学校长

汪 薇 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积极心理学讲师 北京幸福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张红莉 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积极心理学讲师

杜明伟 河南省嵩县青山小学校长

杨瑞清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校长

梁 旻 职慧公益项目创始人、课程设计师

      微语录

汪 薇   

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积极心理学讲师
北京幸福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结缘桂馨，感受到了桂馨的大爱和奉献。亲历桂馨幸福园丁项目从发芽到

长成小树苗，展现出桂馨人坚持认真的工作态度。项目开展过程中也感受到一

线教师对科学方法收茯幸福的需求和渴望，相信幸福园丁项目终会长成参天大

树。

田 民 青苗荟儿童产业集团高管、人力资源顾问

这两年，我和两位好朋友一起到偏远的乡村学校为乡村教师做幸福园丁的

培训，收获颇多。很多时候，看似是我们在帮助他人，其实最终是清洗了自己的

灵魂。向可敬可爱的农村教师致敬。

项目年度大事记

2018年首场桂馨幸福园丁乡村
教师培训在贵州罗甸举行。

馨火计划项目启动。
4月

“2018馨火访学（南京行）”
活动在南京举行。

2018年首场桂馨幸福园丁乡村
校长培训在贵州贞丰举行。

7月

第四届“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
计划”申请启动。

馨火学堂系列公益课程《甜美
老师讲绘本》上线。

9月

桂馨组织33位优秀项目教师
及部分工作人员赴台湾进行访
学。

5月

2018年度桂馨乡村教师支持项目专家及讲师团队
（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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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

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简称南师计划（原南师奖），是已故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生前捐资发起，

2012年10月由桂馨基金会与南怀瑾文教基金会设立。南师计划关注乡村教师群体，以弘扬师德精神和倡导

有价值的教育为目标。

2018年9月12月，第四届“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发布申请公告。截至11月30日，本届申请共收到

来自28个省（市）164个县（区）的217份教师申请。

 捐赠方：大名城 

项目实施情况

基
本

条
件

核
心

条
件

5+N
实

践
内

容

第四届“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执行流程

  提交申请      

  资料初审      

  实地走访       

  网络展示       

  中审环节               

  专家评审       

  结果公布       

颁奖及视野之旅      

截至2018年11月30日

2018年11月01日-12月30日

2019年02月20日-05月31日

2019年06月10日-20日

2019年06月21日-30日          

2019年07月10日-08月10日

2019年08月20日

2019年09月

南师计划申请标准

基本条件

在乡镇及以下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在编或非在编均可）

持续执教时间10年以上；

热爱教师职业和教育事业，工作积极认真；

工作期间未曾有过违法及其他违反师德的行为。

5+N实践内容

人文教育   生活教育   科学教育   文学艺术教育   综合实践   其他

核心条件

以人为本  知行合一  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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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馨火基金

馨火基金关注和支持获奖教师的教育创新与实践，支持乡村教师所在学校在教学和发展中面临的相关问

题解决，鼓励和支持乡村教师开展有主题的区域教师学习与实践联盟。

2018年度实施项目

项目负责人 项目学校 实施内容

范含信 上海市崇明区前哨学校 小东滩教育资源开发与实践

丁志平 浙江省义乌市西山下小学 “智力玩具”进课堂，迷宫连环课程推广

余道容 重庆市垫江县永平小学 打造书香校园，发展学校讲辩特色

龙吉安 贵州省榕江县高岜小学 建乡村民族文化博物馆，传承苗族文化

侯崇贵 四川省理县甘堡乡小学 打造校园阅读长廊，营造校园阅读环境

孙水仙 四川省广元市宝轮镇一小 班级共读四大名著

谭桂珍 四川省广元市大石学校 建立馨美阅读教室，营造班级阅读生态

李芳芳 陕西省周至县双明小学 书香校园建设及全校师生阅读

   捐赠方：大名城

3、馨火访学

组织乡村教师开展有针对性访学、培训与交流。在学习交流同时，增进项目教师后续互动和交流。

访学时间 访学地点 参与人数（名）

5月19日-25日 台湾地区 33

7月16日-20日 江苏省南京市 23

   捐赠方：大名城

2018 馨火访学（台湾行）

2018 馨火访学（南京行）范含信老师带领学生观测校园气象站 谭桂珍老师倾心建设的阅读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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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馨火学堂

面向乡村教师及社会公众的网络学习与交流平台。基于受众需求，设定相关学习分享主题。目前包含馨火

沙龙、馨火读书会和甜美老师讲绘本三个栏目。2018年度，馨火学堂共开展网络授课22次，3149人次参与

线上学习。

 捐赠方：大名城 

5、乡村教师培训

幸福园丁计划之乡村教师培训旨在关注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提升教师的幸福感和职业认同感，让乡村教

师能够更积极、健康和快乐的开展工作，进而给予乡村孩子快乐幸福的教育，为乡村教育营造幸福的未来。

2018年该项目共举办培训4场，专家实地调研交流1次，直接受益乡村教师797名。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参与教师（名）

4月20日-21日 贵州省罗甸县 105

6月12日-14日 河南省洛阳市 60

7月5日-6日 青海省大通县 426

8月28日-29日 河南省嵩县 106

11月24日-25日 湖南省龙山县 100

   捐赠方：大名城   深圳市莱蒙慈善基金会

        微语录

杨彬   湖南省龙山县大兴小学

培训内容很适合正处于职业迷茫期的我，我是个心理素质较弱的人，这次的积极心理学，让我学会了与家人、

同事、学生交往时应该用有效的方式方法。希望桂馨能一如既往给予我们乡村教师宝贵的精神食粮。

乡村教师培训期间的小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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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乡村校长培训

幸福园丁计划之乡村校长培训旨在提升桂馨公益项目区域学校校长的领导力、团结合作、解决问题等方

面能力，同时为项目区域校长之间搭建相互学习、借鉴、交流的机会和场所，进而使既有公益项目更好地实施

和运行，项目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2018年该项目共举办培训3场，直接受益乡村校长171名。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参与校长（名）

7月25日-27日    贵州省罗甸县 65

7月30日-8月1日 贵州省贞丰县 56

10月11日-13日 四川省芦山县 50

   捐赠方：万科集团   深圳市莱蒙慈善基金会   大名城

7、乡村教师关爱计划

乡村教师关爱计划是面向贵州省贞丰县乡村教师予以大病医疗救助和子女奖学金支持的公益项目。

2018年度，大病医疗救助开放申请，19位乡村教师子女通过申请获得项目奖学金。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该项目直接受益人数1,317名。

 捐赠方：万科集团 

8、乡村教师阅读包

乡村教师阅读包项目旨在引导和鼓励乡村教师开展阅读，培养他们自主阅读和学习的习惯，同时鼓励乡

村学校教师通过读书会等方式定期开展阅读与学习交流。2018年度，共有29个学校教师申请实施该项目。

 捐赠方：大名城 

        微语录

陈福康   贵州省贞丰县龙场镇上水桥小学

这次培训内容丰富，充满了教育智慧，使我开阔了眼界。我懂得了，身为校长，应更好发挥校长在学校发展中

的价值，教学和组织领导作用，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乡村校长培训现场的互动

贞丰县乡村教师子女领取奖学金

余道容老师组织读书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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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

馨火计划支持乡村教师持续发展

余道容，重庆市垫江县永平小学语文教师。自2003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以“做学生最好的老师”为目标不

断努力，推进班级和学校阅读之路。2015年，她入选第二届“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在乡村教育这条

实践探索路上，获得了桂馨基金会持续的成长陪伴和激励支持。

2015年9月，余道容老师成为“南师计划”获选教师，在上海参加了颁奖典礼和为期一周的视野之旅；

11月，在桂馨资助下赴南京参加了第十二届亲近母语儿童阅读论坛，她将“区域儿童阅读推广人”做为自

己的五年奋斗目标，并在返校后就开始在班上开展日有所诵、绘本教学和整本书阅读教学。

2016年4月，她参加了在四川茂县举行的全国第四届乡土教材培训；

8月，报名参加了在甘肃张掖举行的桂馨访学交流活动。

2017年，余老师申请到“公益种子计划”，为全校13个班级配置了温馨的班级图书角，让学生能随手拿

到优质图书阅读，学校阅读开始得以推广。

2018年4月，余老师参加了第十五届儿童阅读论坛，提升了阅读专业能力；

7月，参加了馨火访学南京行活动，与三届南师教师进行深入交流；

8月，报名成为馨火学堂志愿者，参与馨火学堂课程的日常管理；

9月，申请到“馨火基金”，为各班班级图书角添置新书，打造了一个温馨漂亮的爱馨师生书屋，鼓励师

生共同阅读。

四年来，桂馨见证了余老师的成长，她也日益自信从容，内心丰盈。为了组织区域阅读推广，她一边自我学习，

一边做在地阅读实践，阅读了大量专业成长书籍和绘本等儿童文学书籍，并在班级开展阅读实践，和孩子们

一起做绘本故事圈，筹划绘本剧，做整本书阅读和交流，一起动手制作书签、读书卡……

通过持续努力，她已经影响到身边的众多同事，发起的“永平小学读书会”现在已吸引到会员18人，与老师们

一起开展好书分享，读书交流，学习的不亦乐乎。未来，她期望能影响到更多的人加入到阅读推广的事业中！

2016
2017

2018
2015

图为余道容老师正在为学校的孩子们讲解绘本

余道容老师参与 2018 馨火访学（南京行）活动

余道容老师入选第二届南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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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项目

1、馨公益推广

2018年度桂馨基金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基金会围绕“从

馨遇见你”传播主题策划了整年度传播工作计划，并于11月10

日在北京策划实施了桂馨十周年年会活动。年会通过互动体

验、嘉宾分享、视频播放等形式，让与会嘉宾了解了桂馨十年

公益发展历程、公益成果，以及未来发展战略。在当晚慈善之

夜活动中，嘉宾们通过参与馨公益义拍、项目认捐、馨公益市

集等环节，支持桂馨公益项目和机构可持续运作和发展。
理事长石平先生发布桂馨十年发展战略规划

为馨十年公益陪伴机构进行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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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馨艺术课堂

10月10日-17日，桂馨基金会联合丹蒙艺术邀请了张成、侯丽梅、王兵、马嬿泠4名艺术家前往宁夏自治

区隆德县张程小学，为学校150名孩子们带去了为期一周的艺术课。馨艺术课堂项目启动于2017年，是桂馨

基金会在中西部贫困山区乡村小学开展的艺术启蒙教育项目。项目旨在通过邀请知名艺术家深入乡村小学，

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开设艺术课堂，教授乡村学童相关知识、技巧，以激发乡村学童对艺术的热爱，在他们心

中播下发现美的种子。

3、桂馨之桥

桂馨之桥是基金会为鼓励和帮助困难境遇中自强不息、勤奋好学的乡村学生而设立的奖/助学金项目。同

时，项目还对部分教师进行资助。2018年，该项目共资助88名学生及5名乡村教师。截至2018年底，桂馨之

桥项目已在四川、河南、湖南、湖北、宁夏、贵州、浙江、辽宁8个地区开展，累计资助1257人次。

四名艺术家与张程小学师生在一起

《家乡的山》
  马喜民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

馨艺术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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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

1、2018馨公益挑战

5月12日，由桂馨基金会、思科公司、赛诺贝斯公司联合举办，生命动力（Life 

Power）提供支持，以“健康、公益、快乐”为主题的2018馨公益挑战活动在北京奥森

公园举行。本次活动得到了两家公司以及北京地区馨友、志愿者的踊跃报名，活动现场

共有90余人次参与。大家在参与徒步的同时，完成了“土豆穿墙术”、“趣味跳一跳”、

“百米穿杨”、“网络直播”四项趣味挑战以及签名征集，从而加深了对公益和乡村教育

的了解，也面向公园里的社会公众介绍和普及了公益知识。

2、2018馨公益之旅

2018年暑期，通过桂馨基金会组织和招募，共有来自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地

的87名桂馨之友和捐赠机构代表参与了桂馨公益项目活动的体验和志愿服务，累计提

供志愿服务时长3588小时。期间，馨友们发挥个人所长，为项目区域的乡村学童带去了

丰富的互动课程和游戏体验，与当地孩子和老师进行了良好的交流和学习，同时参与了

桂馨书屋搭建、科学夏令营活动组织和实施等内容。通过参与，馨友们对桂馨公益项目

的实施流程和活动效果加深了了解，也对乡村环境和乡村教育有了更多层面的认识。

馨友刘芸女士和参与科学夏令营的孩子们一起探究 馨友胡楠女士为孩子们上《色彩与梦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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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馨十年·善行者公益徒步

2018馨十年之际，桂馨基金会联合各地合作伙伴、志愿者组队8支，先后参与了在成都、北京、南京和广

州四个城市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2018善行者50KM公益徒步活动。同时，湖北武汉、枣阳和河南嵩县地

区的项目学校师生、志愿者也自发在当地举行了20KM不等的徒步活动，助力馨十年主题公益活动。期间，各

地馨友自发组织成立后援团为参赛队员提供后勤保障和精神支持。2018年度，参与该项系列活动馨友累计

135人。活动的参与和传播，密切了基金会与各地馨友的联系，也面向社会公众进一步分享了“每一步都会带

来改变”的公益理念。

4、99公益日网络众筹

2018年“99公益日”期间，桂馨基金会携手中

国扶贫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发起“桂馨图书

更新计划”公益项目开展网络筹款。3天时间，累计

有4090名爱心人士参与捐赠，共计为该项目筹集

善款326,745.04 元，其中公众筹款251,045.48

元，获得配捐75,699.56元。该项目计划为河南、

湖南、贵州、宁夏共50所偏远乡村小学和小规模学

校，每校捐赠优质精选儿童图书300余本，以此来

提升和改善乡村孩子阅读环境。项目预计受益师生

10,000余人。

5、桂馨十周年年会

11月10日，以“从馨遇见你”为主题的桂馨基金会十周年年会

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分为上午场和晚上场，现场共汇聚了510余

位关注乡村教育的爱心人士。现场，桂馨与大家一起回顾过往，展

望未来，并通过互动体验、嘉宾分享、视频播放等形式，让嘉宾们

了解了桂馨十年公益发展历程、公益成果，以及未来发展战略。在

当晚的慈善之夜活动中，通过馨公益义拍、项目认捐、馨公益市集

等环节，桂馨基金会共筹集善款1842.63万元。基金会所得善款将

全部用于实施现场公布的桂馨公益项目方面，以及非限定项目、桂

馨志愿者和机构发展基金方面。

为桂馨点赞

为馨十年公益陪伴者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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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在公益项目中的参与性成为桂馨公益项目的重要特征，旨在让捐赠方更好的了解项目实施内容和

过程，理解公益项目运作，增进捐赠人和基金会、合作伙伴及志愿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和理解。

2018年度，共有来自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和项目实施地区的113名桂馨之友参与桂馨公益项目活

动，其中包括56名捐赠个人和捐赠机构员工代表，累计提供志愿服务4132小时。

2018年度桂馨捐赠人/馨友参与公益项目一览表

序号 捐赠人、馨友、理事 参与学校 参与日期
志愿服务
（小时）

1 李先锋 湖南省龙山县大兴小学 7月3日 项目观摩

2 康典  康凯  邓新民  张世军 湖南省保靖县野竹坪小学 7月5日 项目观摩

3 姜晓  靳菁 湖北省枣阳市东园小学 7月6日-10日 50小时

4 邓正罡  李朝辉 湖北省枣阳市东园小学 7月6日-10日 100小时

5 岳晓含  刘梦溪 湖南省龙山县中湾小学 7月8日-15日 128小时

6 岑恩忠  王黎邦 贵州省罗甸县皮桶小学 7月10日 项目观摩

7
王红  张瑋文  梁妍

（中视金桥）
贵州省罗甸县栗木小学、纳闹民族小学 7月10日-15日 288小时

8 王永强 河南省嵩县高屯小学、郭岭小学 7月10日-16日 112小时

9 张甜梅 河南省汝阳县武沟小学、李庄小学 7月11日-18日 128小时

10 卢琛  曹尚颐  赵平 青海省湟中县康川学校 7月13日-18日 72小时

11 于佳宁  于泽蕙  何雨濛 青海省湟中县康川学校 7月13日-18日 216小时

12 池运强 河南省嵩县郭岭小学 7月14日-15日 项目观摩

13 李虹  胡楠  林泷泽
河南省嵩县高屯小学、郭岭小学

古城小学悦读空间
7月15日-16日 30小时

14 才华煜  骆才砚 河南省嵩县郭岭小学 7月15日-16日 64小时

15 黄英  黄诗淇 贵州省罗甸县深井小学、皮桶小学 7月15日-20日 192小时

16 石平 贵州省罗甸区域 7月16日-20日 项目观摩

17 胡晚晴
湖南省龙山县贾坝小学、石羔小学

他砂小学、乌鸦小学
7月17日-30日 144小时

18 王林  刘笑伦 四川省绵竹市遵道学校 7月18日-23日 120小时

19 沈彦均  沈宏凡 贵州罗甸县纳坪民族小学 7月18日-31日 314小时

20
张松斌  孙会鹏  程权威 

付险峰

河南省嵩县养育小学、上仓小学、何村小

学
7月20日 项目观摩

DONORS
捐赠人

不止于捐赠

113
名桂馨之友

4132
小时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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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视金桥员工代表在贵州省罗甸县纳闹民族小学参与桂馨
悦读周夏令营期间参与书屋环境装饰

桂馨之友岳晓含女士参与湖南省龙山县中湾小学悦读周夏
令营期间参与书屋搭建

桂馨之友刘蕾女士在湖南省龙山县团结小学参与悦读周夏
令营期间为志愿者做饭

莱蒙集团郑云燕女士一行参与贵州区域悦读周夏令营期间与大学生志愿者合影

万科集团（郑州分公司）员工参与河南省汝阳县耿沟小学悦读周夏令营活动

序号 捐赠人、馨友、理事 参与学校 参与日期
志愿服务
（小时）

21 梁雨（万科集团） 湖南省龙山县白羊小学 7月21日-22日 12小时

22 高卉  王寒  赵小亮  赵云峰
河南省嵩县纸房小学、铺沟小学、养育

小学、古城小学
7月21日-23日 80小时

23 郭琦 河南省嵩县铺沟小学 7月22日-27日 96小时

24 刘蕾  赖念云 湖南省龙山县团结小学 7月23日-24日 32小时

25 杨洪  王凯 贵州省罗甸县团结小学 7月23日-29日 192小时

26
段蕾  王浩然  刘安然 

张淞浩（中视金桥）
湖南省龙山县他砂小学、乌鸦小学 7月26日-30日 320小时

27 王伟宏 河南省嵩县何村小学 7月27日-30日 64小时

28
瑞士信贷集团

（9名员工及孩子）
河南省嵩县黄水庵小学 7月30日 90小时

29
郑云燕  陈鑫  钟国珍

（莱蒙国际）

贵州省罗甸县床井小学、深井小学、摆

龙小学幸福乡村校长培训
7月30日-8月1日 项目观摩

30 范伟  刘墨涵  杨洋七茜 贵州省罗甸县摆龙小学 7月31日-8月3日 192小时

31
新华保险浙江分公司

（4名员工）

河南省汝阳县耿沟小学、嵩县闫庄镇中

心小学
8月2日-5日 128小时

32
 万科集团郑州分公司

（12名员工）
河南省汝阳县耿沟小学、茹店小学 8月4日-5日 192小时

33 朱昊婷  邰南  刘思铭 青海省大通县桥头第二小学 8月9日-16日 192小时

34 王雨 青海省大通县桥头第二小学 8月10日-12日 项目观摩

35 秦艺芮 青海省大通县桥头第二小学 8月11日-13日 项目观摩

36 刘芸 青海省大通县桥头第二小学 8月10日-14日 40小时

37 王晓霞
湖南省龙山县猛必小学 

青海省大通县桥头第二小学
8月10日-16日 项目观摩

38
张松涛  朱玉清  黄晓玲 

华阳  张松斌  席留  魏万舟
河南省嵩县纸房镇中心小学 9月29日 项目观摩

39
张成  侯丽梅  王兵

马嬿泠 张苏萍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 10月10日-17日 320

40 张世军 湖南省保靖县卧当小学 11月26日 项目观摩

41 许志钢  常乐  沈旭  于铮
湖南、河南桂馨乡村悦读空间项目待援

学校
11月23日-29日 224小时

42 张晨曙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 12月24日 项目观摩

总 计  113名馨友 4132小时

凤凰卫视主持人卢琛女士参与青海湟中桂馨科学夏令营期间
与当地老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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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志愿者及其志愿者精神是桂馨公益事业的基本要素。志愿者的服务提升了桂馨公益

行动的质量，增加了项目成果的可持续性，也为整个社会增加了宝贵财富。

2018年度桂馨志愿者参与情况

服务项目 志愿者人数 服务小时数
折合工作日

（8小时/天）

桂馨书屋 424 85,968 10,746

桂馨科学课 280 23,203 2900.375

编辑、翻译 13 1224 153

其他志愿者 209 5389 673.625

总计 926 115,784 14,473

桂馨志愿者历年服务数据

年 度 志愿者人数 服务小时数
折合工作日

（8小时/天）

2008年 50 1072 134

2009年 114 9096 1137

2010年 442 45,768 5721

2011年 427 61,376 7672

2012年 566 79,240 9905

2013年 739 114,416 14,302

2014年 991 332,296 41,537

2015年 1028 159,696 19,962

2016年 668 113,760 14,220.5

2017年 833 98,562 12,320.25

2018年 926 115,784 14,473

总计 6784 1,131,066 141,383.25

 2018桂馨志愿者项目捐赠方：靖诚   首都公益慈善联合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 

VOLUNTEERS
志愿者

桂馨公益事业的
力量和智慧源泉

926
名志愿者

115,784
小时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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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志愿者团队

优秀志愿者团队

优秀志愿者个人

天津商业大学爱心支教队

桂馨科学名师西部行袁和林团队

烟台大学西望桥公益组织

桂馨·湟中科学教育工作室团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守望支教社

大连大学人文学部青年志愿者协会一队

桂馨·绵竹科学教师团队

阜阳师范学院大学生科普协会

《走向探究的科学课——致敬经典》
编辑团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悦快乐志愿者团队

桂馨科学夏令营（青海大通营）团队

“阅开馨”微信公众号运营团队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暖阳社

方伦洲
外交学院知行学会

郭  利
北京中医药大学之雨志愿者协会

王子超
中国农业大学烛光社

孙  丽
天津师范大学种太阳助学行动

李  皓
南开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樊金芝
大连大学人文学部青年志愿者协会

2018 年度桂馨优秀志愿者展示

中国农业大学烛光社二队

山东大学蒲公英青年公益发展中心一队

淮北师范大学薪火义务支教社



志愿者

VOLUNTEERS

年 度 报 告
2018 ANNUAL REPORT

8584

李亚军
渤海大学自行车协会

徐宝华
山东大学蒲公英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沈晓英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

潘挺挺
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小学

张  微
河南农业大学心火支教团队

冯  凌
南京市玄武区教师发展中心

龚  琳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王  海
瑞安市仙降中心小学

朱星波
江西农业大学甘露支教团

贺英措
大通县桥头镇第二小学

邹佳敏
江西农业大学甘露支教团

刘元得
大通县桥头第一小学

王  凯
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何  北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初教志愿服务队

杨  莹
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莫英毅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社会实践服务队

袁晓飞
什邡市北京小学

陈  婧
赣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青年志愿服务队

李郑豫
枣阳市东园小学

佘毅凡
陕西师范大学滴水行动

卢  琛
凤凰卫视

何  燕
宁夏大学晨曦计划

于佳宁
北京市第八中学

饶思琪
成都师范银都小学

吴慧茹
万科集团（郑州分公司）

藏道祥
LifePower生命动力

王浩然
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周朝勇
重庆市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

姚  瑶
南京审计大学传递童年公益创意实践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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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互助、分享和共赢，是桂馨认同和践行的合作伙伴理念。秉持这样的理念，桂馨同合

作伙伴一起，基于共同的目标而协作和努力。

教育及行政部门52个

基于与政府、民政和教育等相

关行政部门保持积极而有效

的沟通，桂馨得到了政府

伙伴的理解、认同、

支持和鼓励。 高校志愿者社团和

其他团队 37个   

大学生志愿者团队和其他企业

员工志愿者团队，他们充满热情、

朝气和创新的力量。

公益同行30个

教育公益同行之间交流、融通

与合作，让公益资源更集约和

有效。

专业支持机构 13家

各领域相关专业力量的合作与

支持，为桂馨公益项目和活动

目标专业达成起到了至关重要

作用。

合作学校12个

中西部乡村学校、城市知名

中小学和师范院校等，这些

是桂馨公益事业的重要载

体。

媒体伙伴24个  

传播也是一种公益。PARTNERS
合作伙伴

互信、互助
分享、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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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行政部门：

中国教育学会科学教育分会

北京市民政局

首都公益慈善联合会

河北省景县教育局

河北省兴隆县教育局

河南省嵩县教育局

河南省嵩县老促会

河南省孟津县教育局

河南省汝阳县教育局

河南省洛阳市老促会

江西省遂川县教育局

江西省永新县教育局

湖南省龙山县教育局

湖南省保靖县教育局

湖南省株洲市教育局

湖南省株洲市株洲县教育局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教育局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教育局

湖南省株洲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南省株洲市小学科学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浙江省小学科学教学分会

湖南省小学科学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

杭州市小学科学教学专业委员会

桂馨2018年度合作伙伴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学院

湖北省监利县教育局

湖北省襄阳市教育局

湖北省枣阳市教育局

湖北省宜城市教育局

湖北省谷城县教育局

湖北省南漳县教育局

湖北省老河口市教育局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教育局

湖北省宜昌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北省远安县教育局

湖北省兴山县教育局

湖北省长阳县教育局

湖北省秭归县教育局

四川省雅安市教育局

四川省名山区教育局

四川省芦山县教育局

四川省绵竹市教育局

四川省什邡市教育局

青海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青海省大通县教育局

青海省民和县教育局

青海省湟中县教育局

贵州省纳雍县教育局

贵州省贞丰县教育局

贵州省罗甸县教育局

辽宁省凤城市教育局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教育体育局

高校志愿者社团和其他团队：

中国农业大学烛光社

外交学院知行学会

北京中医药大学之雨志愿者协会

北京中医药大学太阳花志愿者协会

天津商业大学爱心支教队

天津师范大学种太阳助学行动

南开大学新长城自强社

大连大学人文学部青年志愿者协会

渤海大学自行车协会

山东大学蒲公英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中国海洋大学东乡行西部志愿者协会

烟台大学西望桥公益组织

南京审计大学传递童年公益创意实践协会

河南农业大学心火支教团队

阜阳师范学院大学生科普协会

淮北师范大学薪火义务支教社

湖北经济学院吴天祥小组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初教志愿服务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守望支教社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悦快乐志愿者团队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社会实践服务队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暖阳社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江西农业大学甘露支教团

赣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陕西师范大学滴水行动

宁夏大学晨曦计划

思科公司员工志愿者团队

赛诺贝斯员工志愿者团队

中视金桥员工志愿者团队

瑞士信贷集团员工志愿者团队

莱蒙基金会员工志愿者团队

万科集团员工志愿者团队

新华保险浙江分公司员工志愿者团队

桂馨基金会编辑团队

桂馨基金会英文翻译团队

桂馨科学课专家名师志愿者团队

合作学校：

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景苑小学

浙江省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国际学校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第二小学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实验小学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城东小学

浙江省金华市环城小学

浙江省金华市曙光小学

浙江省义乌市稠城第一小学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

公益同行：

中国扶贫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

基金会中心网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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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还有更多支持过桂馨公益事业的合作伙伴不能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

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上海微笑青年公益服务中心

沪江网互+计划

广东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发展中心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一公斤盒子

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

江苏七彩凤凰母语发展基金会

亲近母语研究院

南怀瑾文教基金会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

财团法人「张老师」基金会

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

益博公益

六和公益

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

陕西青年与环境互助网络

宝鸡市传统文化促进会

河南省濮阳县微型学校联盟

甘肃古浪县志愿者团队

荔波县布依学会

专业支持机构：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中关村人居环境工程与材料研究院

佳信德润（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博源拓智公益咨询

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家具设计与工程系

北京爱创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滴答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丹蒙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颗粒公益传播发展中心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新地科教器材有限公司

苏州爱牛科教器材有限公司

媒体伙伴：

人民网

新华网

中国网

红网

中国青年报

新京报

南京日报

大河报

黔西南日报 

黔南日报

金华晚报 

湖州日报

团结报 

公益时报

中青校园

新浪公益

新浪看点

四川新闻网

贵州教育新闻网

凤凰网公益

中国老区网  

小学科学教学网

湘西州教体局 

温州网

河南省嵩县教育局局长张松斌先生一行考察桂馨悦读周夏
令营活动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成为桂馨公益项目合作学校

中国网教育频道新媒体主编王晓霞女
士观察桂馨科学夏令营活动

桂馨基金会理事长石平先生、秘书长樊英女士拜访沪江网
洽谈合作事宜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在悦读周夏令营期间为孩
子们上剪纸课

思科公司员工志愿者为桂馨执行团队做网络培训

由中关村人居环境工程与材料研究院负责施工的桂馨乡村悦读空间在湖南省龙
山县大兴小学建成

由浙江教育出版社支持出版的《走向探究的科学课——致
敬经典》一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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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桂馨成立十周年之际，团队围绕“从馨

遇见你”的主题和“陪伴·改变·美好”的公益理

念，执行整年度公益项目和活动。

11月10日，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第三届第四次

理事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增补赵晓红女士、马雪征

女士为桂馨基金会理事；选举樊英女士担任桂馨

基金会副理事长兼任秘书长；副理事长辛罗林先

生因身体原因不再担任副理事长职务，成为荣誉

理事，保留桂馨（香港）理事职务；理事齐家珊先

生因病去世，成为荣誉理事。

会议审议通过了《桂馨基金会未来十年战略发展

蓝图》。未来十年，由捐赠者、受助者、志愿者、员

工和所有馨友组成的桂馨大家庭，将继续牢记使

命，保持开放态度，倾听各方声音，做好乡村教育

的陪伴者。

2018年，桂馨基金会的理事们以身作则，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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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支持。

2018年，在完成各项既定工作计划基础上，基

金会执行团队通过提升专业能力、参与文化建设，

进一步创建高效、团结、友爱的工作氛围。

1月和4月，执行团队成员集体学习了品牌培训

课程和新闻写作经验，以及《社会组织品牌管理与

传播沟通》讲座。

5月，执行团队带领项目老师到台湾访学，一起了

解和学习了台湾地区的学校教育教学理念、校园文

化建设、课程设计方法等内容。

9月，团队成员组队“桂馨突击队”，参加了北京站

2018善行者50KM公益徒步活动。

6月和12月，桂馨团建活动分别在古城青州和

绍兴举行。

2019年，我们会以更积极的心态用心学习，努

力工作，和桂馨一起成长和进步。

TEAM
桂馨团队

谦逊低调有情怀
务实专注可持续



桂馨团队

TEAM

年 度 报 告
2018 ANNUAL REPORT

9594

 理 事 会
BOARD OF DIRECTORS

 执行团队
EXECUTIVE TEAM

康典先生、石平先生、韩桦女士、池运强先生
莅临基金会办公室参与十周年年会活动策划

康典先生、赵军先生参与善行者（北京站）
活动为桂馨队员加油

石平先生、刘冰先生参与善行者（广州站）
活动为馨友队员加油

康典先生、康凯先生参与桂馨乡村悦读空
间揭牌仪式后和学校师生合影

石平先生参与悦读周夏令营期间为学校书
屋授牌

高卉女士悦读周夏令营期间为孩子们上趣
味金融课

池运强先生参与桂馨书屋搭建

桂馨基金会第三届第四次理事会在北京召开

康典先生、石平先生、凌克先生、路小蔷女士、
韩桦女士点赞樊英女士带领的桂馨执行团队

品牌培训 新闻写作培训 品牌管理与传播沟通讲座

读书分享会 户外拓展活动 建党日观看话剧《谷文昌》

组队参与善行者 50KM 公益徒步 馨文化之旅走进绍兴 十周年团队合唱《拉起手》

桂馨执行团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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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REPORT
财务报告

1、2018年度收支表（单位：RMB元）

收    入

捐赠收入     

限定性收入 23,847,811.86 

    桂馨书屋 10,132,802.66

    桂馨科学课 4,647,379.39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600.00

    其他项目 2,306,758.01

    公益项目专项基金 6,760,271.80

非限定性收入 5,564,091.57

捐赠收入合计  29,411,903.43

提供服务收入 48,543.69

政府补助收入 0.00

投资收益 3,134,841.13

其他收入 36,183.65

收入合计 32,631,471.90

支    出

公益支出

    桂馨书屋 5,445,920.02

    桂馨科学课 2,682,162.89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1,185,799.35

    其他项目 1,743,106.00

公益支出合计 11,056,988.26

管理费用 627,330.72

支出合计  11,684,318.98

说明：本表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请后续关注基金会审计报告公示内容。

2、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RMB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净资产 捐赠收入 公益支出

1000

2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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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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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1,445,438.08

9,502,884.92

47,304,787.37

13,600,099.73
9,140,435.34

52,541,945.91

29,411,903.43

11,056,988.26

73,489,099.3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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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公益项目资金收入表（单位：RMB元）

近三年公益项目资金支出表（单位：RMB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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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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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184,979.85

2,686,412.18

3,997,122.4

2,973,044.71

5,337,519.29

2,253,450.67

3,753,351.88

1,983,822.77

10,132,802.66

4,647,379.39

600.00

2,306,758.01

桂馨书屋 桂馨科学课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其他项目

(万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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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0

2,198,531.33
2,333,215.69

1,732,340.55

3,238,797.35
3,467,023.57

2,567,083.72

1,591,313.37
1,518,848.68

5,445,920.02

2,682,162.89

1,185,799.35

1,743,371.00

桂馨书屋 桂馨科学课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其他项目

(万元)

3、桂馨专项基金公示（单位：RMB元）

专项基金
名称

2017年底
金额

2018年
增加金额 累计金额 2018年收益 累计收益 收益累计

使用

桂馨科学
教育基金

5,000,952.36 1,055,379.00 6,056,331.36 509,515.88 1,245,154.46 609,634.38

桂馨书屋
阅读基金

5,005,812.00 1,119,198.00 6,125,010.00 510,010.99 1,153,338.45 616,704.80

桂馨志愿
者基金

3,022,950.77 3,080,971.80 6,103,922.57 307,989.63 426,986.39 160,803.8

桂馨·南怀
瑾乡村教
师基金

3,765,821.00 1,504,723.00 5,270,544.00 383,676.06 712,160.48 120,000.00

合计 16,795,536.13 6,760,271.80 23,555,807.93 1,711,192.56 3,537,639.78 1,507,142.98

相关说明：
1、桂馨基金会公益项目专项基金分为四项，均设立于2014年10月。该专项基金将持续保持规范和公开透明运作，保证安全基
础上，实现稳健的专项基金保值增值。根据规定，往年及2018年专项基金投资收益部分已用于支持2018年度部分公益项目实
施，基金会将根据基金设立宗旨和目标，有效运用收益开展公益项目，支持乡村教育改善。同时，欢迎社会爱心人士通过捐赠
桂馨公益项目基金，支持乡村教育。
2、桂馨基金会公益项目专项基金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银行投资理财产品、创世汇通租赁公司投资理财产品。

4、2018年度捐赠明细

1）、捐赠个人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80102 桂馨之友 40.00 非指定

20180103 包凡 1,00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104 谢敏 600.00 非指定

20180105 桂馨之友 710.00 其他

20180105 新华保险浙江分公司客户及员工 11,000.10 桂馨书屋

20180105 张岸茜 2,338.00 桂馨科学教育基金

20180105 凌娜 10,000.00 桂馨书屋阅读基金

20180105 凌娜 300.00 其他

20180105 Ted Chen 1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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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80105 康典  刘桂 10,000.00 桂馨书屋

20180105 刘宝瑞 1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80105 黄邦彦 500.00 桂馨书屋

20180105 黄邦彦 5,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80105 冀月明 5,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105 王冬梅 5,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80105 朱旭 2,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105 朱旭 250.00 其他

20180105 陶先生 1,000.00 桂馨书屋

20180105 陶先生 1,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105 邹靖雯 1,888.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80105 廖卡 1,350.00 其他

20180105 靳嘉禾 1,000.00 桂馨书屋

20180105 康凯 1,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105 李岩 1,000.00 桂馨书屋

20180105 冉淼 1,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105 袁然思 1,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105 梁家维 888.00 桂馨书屋

20180105 桂馨之友 310.00 桂馨书屋

20180105 桂馨之友 3,491.00 桂馨科学课

20180105 桂馨之友 1,8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80105 桂馨之友 1,800.00 桂馨书屋

20180105 桂馨之友 2,150.00 其他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80105 桂馨之友 44,740.79 其他

20180105 张蕾 1,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80115 康典 125,000.00 其他

20180202 姚楠 350.00 桂馨书屋

20180209 郑旭君 4,120.00 桂馨之桥

20180216 戴玲玲 10,000.00 其他

20180220 岺勇 1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80316 王梦赟 2,060.00 桂馨之桥

20180320 桂馨之友 423.00 南师基金

20180320 陈锐 20,15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桂博文 5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胡晓东 1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刘庆林 666.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余振波 1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苏庆华 339.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左天祖 1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Joshua 1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刘潇 1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车勇 1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杨明锋 266.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Albus 66.66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刘庆林 1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郭思诺 150.00 桂馨科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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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80320 姚颂 1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肖玉欣 1,22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Amanda Lu 1,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韩露 2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0 桂馨之友 6,702.87 桂馨科学课

20180417 陈锐 3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417 陆戎 46,588.35 桂馨书屋

20180420 张伟杰 1,030.00 桂馨之桥

20180427 何雪梨 4,771.80 桂馨志愿者基金

20180427 杨蕙榕 4,500.00 桂馨书屋

20180427 桂馨之友 100.00 南师基金

20180428 桂馨之友 45,600.00 桂馨书屋

20180508 靖诚 90,186.00 桂馨书屋

20180508 李作骏  陈奕瑜 45,600.00 桂馨书屋

20180607 徐小雯  杨小松 51,500.00 桂馨书屋

20180613 芮琼 1,200.00 桂馨书屋

20180615 康典 108,135.30 桂馨之桥

20180616 桂馨之友 97,100.00 桂馨书屋

20180621 池芸城  池芸衡  吴远溪 45,600.00 桂馨书屋

20180626 桂馨之友 500,000.00 非指定

20180627 杨丰昱 200.00 桂馨书屋

20180710 徐浩东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80711 张旭 1,000.00 桂馨书屋阅读基金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80718 叶芝心 1,000.00 桂馨书屋

20180718 马欣 1,000.00 非指定

20180723 刘爱民 2,720.00 桂馨书屋

20180725 刘宝瑞 70,000.00 桂馨之桥

20180727 赵小亮 3,000.00 非指定

20180727 高亦平 10,000.00 桂馨书屋

20180806 于铮 14,870.00 桂馨书屋

20180807
Helga Franziska Faisst、

Gerhard Faisst
7,577.47 非指定

20180807 康典 95,449.58 其他

20180830 于铮 500.00 桂馨书屋

20180830 张旭 200.00 南师基金

20180831 刘勇武 500.00 非指定

20180831 丁易郎  丁牧牧 36,000.00 桂馨书屋

20180905 郎永淳 2,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0905 张弛 3,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0905 郑凯中 3,6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0905 隋亚玲 15,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0905 马敏超 20,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0905 梁盛 2,2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0905 桂馨之友 2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0917 梁苛苓 524.40 桂馨书屋

20180919 康典 22,000.00 桂馨书屋

20180926 高卉 10,686.00 非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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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80926 石平 90,000.00 其他

20180926 韩桦 50,000.00 其他

20180926 Fernando Lugris 1,200.00 其他

20180928 思科公司员工 18,980.00 桂馨书屋

20181001 路小蔷 40,000.00 其他

20181001 凌克 20,000.00 其他

20181001 赵晓红 50,000.00 其他

20181008 张红莉 960.00 非指定

20181008 杨天池    肖一言 51,500.00 桂馨书屋

20181008 康凯 20,000.00 其他

20181010 池运强 20,000.00 其他

20181012 易晓刚 20,000.00 其他

20181017 郎俊 2,472.00 桂馨之桥

20181017 陈素红 5,150.00 桂馨之桥

20181019 马雪征 20,000.00 其他

20181021 张旭 500.00 南师基金

20181022 康典 109,665.34 其他

20181022 YANG SHU 20,000.00 其他

20181031 思科公司员工 22,849.48 桂馨书屋

20181102 章明慧 2,060.00 桂馨之桥

20181106 陈仕伟 3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06 高传义 2,000.00 其他

20181106 赵京学 2,000.00 其他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81106 赵驹 2,000.00 其他

20181106 袁江 2,000.00 其他

20181106 严宁 2,000.00 其他

20181106 郑毅 2,000.00 其他

20181106 李群梅  陈乃康 4,000.00 其他

20181106 杨帆 4,000.00 其他

20181106 徐悦 2,000.00 其他

20181107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书屋

20181107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81110 谭华 5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1110 朱正芹 51,4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0 陈宛 4,5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0 王诗棋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0 徐嬿婷 4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1110 石韫汉 300,000.00 桂馨科学教育基金

20181110 胡砚 1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0 谢佳杨 1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0 刘文成 4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0 李昕昕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0 马雪征 20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0 马雪征 250,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1110 李朝江 6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0 何远 100,000.00 馨艺术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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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81110 张晓彬 50,000.00 非指定

20181110 盛熙程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0 王仲何 4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0 张弛 80,000.00 桂馨科学教育基金

20181214 赵志勇 200.00 非指定

20181115 李培育 50,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1115 包虹剑 4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5 包虹剑 2,8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1115 Zhao Vanessa、Zhao Larry 90,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1119 冯琳 22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23 李全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23 龙向欣 1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23 陈德礼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29 张旭 1,000.00 南师基金

20181129 陈奇 20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29 桂馨之友 20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29 蔺政 400.00 非指定

20181129 杨飞 500.00 非指定

20181129 陈斌 100.00 非指定

20181129 思科公司员工 2,700.00 桂馨书屋

20181129 桂馨之友 2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1201 苑超军 2,000.00 非指定

20181201 海鹰 2,000.00 非指定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81201 金爱丽 2,000.00 非指定

20181201 刘家谕 2,000.00 非指定

20181201 郭晓雷 2,000.00 非指定

20181201 王金辉 2,000.00 非指定

20181201 李志宏 2,000.00 非指定

20181201 李红 2,000.00 非指定

20181201 卢立兰 2,000.00 非指定

20181201 王金刚 2,000.00 非指定

20181201 李琦 1,110.00 非指定

20181201 刘晓芳 5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李杰 4,5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陈远玲 1,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王阳 4,5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刘雨 6,5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杨红梅 5,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吴刚 5,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胡砚 1,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索云旗 4,5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陆晓明 11,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陆晓明 13,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1201 周光 5,5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周光 6,5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1201 蔡炘明 6,500.00 桂馨科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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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捐赠机构

日期 捐赠方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80116  毕马威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18,850.16 桂馨书屋

20180125  中国扶贫基金会 35,000.00 桂馨书屋

20180126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186,200.00
桂馨志愿者基金/南师

基金

20180321  北京好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0,001.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1  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3  杭州财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6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8  北京每日优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5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29  同盾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30  上海锋之行汽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4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30  北京长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330 兴复艺文 1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417 中国扶贫基金会 224,000.00 桂馨书屋

20180427 拉齐奥全资讯 9,000.00 桂馨书屋

20180427 万科公益基金会 3,08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427 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238,600.00 桂馨书屋

20180427 北京华瑞凯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2,102.10 桂馨书屋

20180427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8,280.00 桂馨书屋

20180531 北京中广传华影视文化咨询有限公司 200,100.00 桂馨书屋

20180531 思科公司华裔联盟Cisco CAAN 4,500.00 桂馨书屋

20180531 赛诺贝斯（北京）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5,850.00 桂馨书屋

20180604 北京神州天脉网络计算机有限公司 90,000.00 桂馨书屋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81201 刘意颖 2,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1201 刘意颖 1,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索莉晖 6,5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1201 吴刚 3,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杨瑞清 1,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蔡炘明 1,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Tobias GAO 500.00 桂馨书屋

20181220 桂馨之友 4,500.00 桂馨书屋

20181224 董少鹏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24 张金华 1,000.00 非指定

20181224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书屋

20181224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81224 杨飞 100.00 非指定

20181224 李弘 2,000.00 非指定

20181226 王瀚宇 2,000.00 非指定

20181226 文艾 1,000.00 非指定

20181227 王丽松 215.00 桂馨书屋

20181227 桂馨之友 38,6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1227 康典 5,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27 桂馨之友 800.00 非指定

20181227 高卉 80,000.00 其他

20181227 桂馨之友 208.10 非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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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捐赠方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81115 中科合成油技术有限公司 6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9 北京赛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9 中国扶贫基金会 55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1123 北京庄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23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28 民生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 1,190,000.00 桂馨志愿者基金

20181128 民生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 1,100,000.00 桂馨书屋阅读基金

20181128 民生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 660,000.00 桂馨科学教育基金

20181128 北京中金公益基金会 20,000.00 非指定

20181128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1128 大童保险服务 20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28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0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28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600,000.00 非指定

20181129 北京大成汉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0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01 北京赛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5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1201 北京虹晟和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28 中国扶贫基金会 22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14 自贡诺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20,000.00 其他

20181218 陕西瑞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5,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24 香港纵横有限公司 20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224 广东宏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非指定

20181227 深圳市莱蒙慈善基金会 170,000.00 南师基金

2018122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64,809.07 桂馨书屋

20181227 中国扶贫基金会 49,154.00 其他

日期 捐赠方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80718 中国扶贫基金会 11,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718 原住民（北京）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 桂馨书屋

20180807 中国扶贫基金会 15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80808 广西希望高中 30,000.00 桂馨书屋

20180820 北京爱佑公益发展中心 150,000.00 其他

20180829 中国扶贫基金会 320,000.00 桂馨书屋

20180930 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绿洲学校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025 北京市金杜公益基金会 12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029 中国扶贫基金会 189,878.86 桂馨科学课

20181108 交行北京分行风险管理部党支部 1,100.00 桂馨书屋

20181108 交行北京市分行授信管理部党支部 2,900.00 桂馨书屋

20181108 交行北京分行零售信贷管理部党支部 900.00 桂馨书屋

20181108 交行北京分行审计监督部党支部 8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0 北京望后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1,4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0 北京景合投资有限公司 30,5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1110 天亿集团 50,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1110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50,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1110 不具名机构 2,00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5 爱康国宾 40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5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480,000.00 桂馨书屋

20181115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 50,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81115 红杉中国（Sequoia China） 50,000.00 馨艺术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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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 -7 日，第五届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在杭州举行，运营总监酆伟应邀在年会上做了主题分享：

乡村教育陪伴者。

1 月 9 日，中国阅读公益峰会在广州举行，秘书长樊英应邀出席并参与圆桌论道：阅读公益的现状与未来。

2 月 2 日，《桂馨基金会 2017 年度报告》编制完成并对外发布。

3 月 7 日，秘书长樊英应邀参与思科公司 2018 妇女节活动并做主题分享：公益，让世界更美好。

3 月 16 日，“信之跃·2018 华创派年会”在北京举行，当晚慈善义拍环节筹集善款将用于 2018 年桂馨

科学课公益项目执行。

4 月 7 日，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第三届第三次理事会在深圳召开。

4 月 9 日，桂馨基金会理事、资深馨友齐家珊先生因病去世。

4 月 14 日 -15 日，2018 年首场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教师培训在湖南龙山举行。

4 月 20 日 -21 日，2018 年首场桂馨幸福园丁乡村教师培训在贵州罗甸举行。

4 月 21 日，桂馨基金会组队 3 支参与在四川成都举行的 2018 年首场善行者公益徒步活动。

4 月 25 日，桂馨基金会荣登“2018 中国慈善榜”基金会榜单。

4 月 28 日，桂馨基金会为南师项目老师定制的成长支持性公益项目“馨火计划”发布。

5 月 12 日，桂馨基金会联合思科公司、赛诺贝斯公司在北京举办 2018 馨公益挑战活动。

5 月 15 日 -24 日，2018 桂馨科学名师西部行活动分别在湖北枣阳、青海湟中、大通、四川芦山等地举行。

5 月 19 日 -25 日，2018 馨教师访学行活动走进台湾。

6 月 6 日，桂馨基金会发起人、荣誉理事长刘桂女士在北京因病去世。

6 月 30 日，桂馨基金会 LOGO 2.0 版上线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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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2018 桂馨悦读周夏令营活动启动。

7 月 9 日，桂馨乡村悦读空间公益设计大赛获奖名单揭晓。

7 月 16 日 -20 日，2018 馨火访学走进南京。

8 月 3 日 -6 日，2018 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在青海湟中举行。

8 月 10 日 -16 日，2018 桂馨科学夏令营在青海大通举行。

9 月 3 日，首个“中国慈善信用榜”发布，桂馨基金会榜上有名。

9 月 7 日 -9 日，“桂馨图书更新计划”项目参与 99 公益日并顺利完成筹款目标。

9 月 9 日，“万科·桂馨乡村教师关爱计划”在贵州贞丰启动。

9 月 12 日，第四届“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申请启动。

10 月 1 日，乡村教师纪录片《漠土园丁——走近乡村教育的思变者》发布。

10 月 10 日 -17 日，2018 馨艺术课堂在宁夏张程小学举行。

11 月 10 日，以“从馨遇见你”为主题的桂馨基金会十周年年会在北京举行。

11 月 10 日，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第三届第四次理事会会议在北京举行。

12 月 5 日 -7 日，“走向探究的科学课——2018 小学科学课堂教学改革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12 月 12 日，桂馨基金会荣获中国网 2018 年度“助力教育热心公益项目奖”。

12 月 19 日，桂馨基金会受邀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8 合作伙伴年会并被授予“公益同行·年度改

变伙伴”荣誉。



账户信息

人民币账户

户 名：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账 号：0125 0001 0300 0000 113

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新源支行

户 名：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账 号：0200 2046 1920 0013 564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新源里支行

港币账户

户 名：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Green & Shine Foundation

账 号：0125 0013 1300 0000 013

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

代码：BRCBCNBJ

美元账户

户 名：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Green & Shine Foundation

账 号：0125 0014 1300 0000 017

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

代 码：BRCBCNBJ

温馨提示：捐赠时请您备注姓名、联系电话及善款用途，以备核查；

     所有捐款均可开具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以供申请相关税费扣除所用；

     您的个人资料将用于向您传递本会资讯及票证，不会外泄用于商业用途。

捐助通道
DONOR CHANNEL 2018馨艺术课堂乡村儿童绘画作品赏析

来源：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师生  /  指导艺术家：张成 侯丽梅 王兵 马嬿泠

1. 《临摹大师（大卫霍克尼）》 胡金梅

2. 《大树下》 马雪茹

3. 《临摹大师（大卫霍克尼）》 马杨梅

4. 《家乡的田野》 马娟

5. 《丝瓜》 杨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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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兰花》 利香

7. 《牵牛花》 咸雪琴

8. 《西红柿》 马艳

9. 《葫芦》 咸雪琴

10. 《临摹大师（莫迪里阿尼）》 马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