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值观
受益人为本   互尊互信   务实专注   创新进取

工作目标
•帮助乡村孩子成为有学习能力，兼具人文、科学和艺术素养的人；
•支持乡村教师成为有专业能力，热爱教育和学生，能够赋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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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桂馨
桂馨基金会是一家关注中国中西部地区乡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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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务实、专业的
精神，致力于推动中国中西部地区乡村教育环境的
改善，促进教育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基金会专注中西部地区儿童阅读成长、科学教育、
美育和乡村教师群体的关注和支持，形成了桂馨科
学课、桂馨书屋、桂馨乡村教师支持和馨艺术课堂
四个公益项目体系。

   部分荣誉   

5A级社会组织
北京市社会组织示范基地
北京市社会组织信用评价A级
中基透明指数FTI连续10年满分
中国慈善信用榜TO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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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科学课 
Scienc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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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针对中西部
地区乡村小学科学教育开展支持，致力于推动儿童良
好科学素养的培养和科学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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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走访

桂馨科学实验工具箱

教师培训研究 活动研究 评估研究 课堂教学研究

桂馨小科学家实验室桂馨科学趣味材料包

桂馨科学课网络研修

桂馨科学
教师交流

计划

桂馨科学名师
西部行暨展示

交流活动

桂馨科学
教师培训
（一期）

桂馨
科学名师

西部行

桂馨科学
夏令营

桂馨科学
骨干教师

培训（二期）

桂馨
科学名师

西部行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前  期

县
域
科
学
教
育
支
持
体
系

培训
支持

活动
支持

硬件
支持

激励
支持

自主运作金 自主运作金 桂馨科学创新实验学校
桂馨科学
教育地方

工作室

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

以县为单位多层次多维度开展支持   科学教育研究与县域支持体系相辅相成   以课堂教学为核心开展科学教育研究科学教育
基础研究

支持

        项目模式：县域模式        项目周期：四年

        项目目标：
通过与地方教育部门合作，开展针对区域内科学教师教学和教研能力提升的系列培训，辅助其改善实
验教学硬件环境等，以期建立以科学教研员为中心，科学骨干教师团队为主体的地方科学教育工作室，
由此实现区域科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科学教育氛围的营造及学生科学素养的提升。

项目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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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桂馨科学教师培训
面向项目县域内全体科学教师、骨干教师和教研员开展不
同层级、不同形式的教学、教研专业培训。采用“请进来”
和“走出去”的方式，邀请东部科学教育专家和名师到中
西部地区开展实地调研和培训，邀请中西部地区科学老
师前往发达地区实验学校访学、交流和系统培训，为中西
部地区乡村学校培养合格的科学教师。

  桂馨科学课自主运作金
通过提供小额资金支持项目实施县域地方科学教育工作
室及科学骨干教师结合实际情况和需求，自主开展有目标
和针对性的科学教研交流、教师培训、校园科学活动以及
教学研究等。

  桂馨科学夏令营 
针对项目区域内适龄儿童开展以科学探究为主题的夏令营
活动。项目在桂馨科学教育专家指导下，由项目区域内接受
了培训的科学老师和其他地区志愿支持桂馨科学课项目的
中青年优秀科学老师组队，合作开发适合儿童夏令营的科
学探究活动，协助当地教师做适合孩子的科学教育。    

  桂馨小科学家实验室
选择项目实施县域内有基础的学校建设科学实验室，除
了更好的满足学校师生开展科学课堂教学之外，还能开
展科学课程外的相关科学探究活动与实验。

  桂馨科学实验工具箱

针对项目实施县域内具备一定师资、教学能力的学校，配
备匹配科学教材的实验工具箱，支持学校利用工具箱有
计划地开展科学课教学和实践活动。

  桂馨科学教育创新实验学校
针对项目区域内有一定科学教育理念，有基本的师资队
伍和教学实践基础的学校，在专家指导下，支持开展有目
标、有计划，创新并可持续发展的校园科学教学与实践活
动，以期在一定范围内对区域内其他学校起到借鉴、示
范、引领作用。 

  桂馨科学课网络学堂 

通过邀请科学教育专家、名师参与，针对包括项目实施县
域内科学教师在内的全国科学教育实践者和学习者搭建
的网络学习与交流平台。



05

让每个孩子拥有良好的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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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书屋 
Mini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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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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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支持

活动
支持

培训
支持

激励
支持

考  察

阅读前测

桂馨书屋

桂馨悦读
夏令营

管理者阅读培训
（一期）

教师阅读培训
（一期）

管理者阅读培训
（二期）

教师阅读培训
（二期）

教师访学
（一期）

教师阅读培训
（三期）

教师访学
（二期）

阅读工作坊

跨区域交流

专业陪伴与指导

跨区域交流

项目后测

跟踪回访

县域阅读教研

桂馨乡村悦读空间

县 域 阅 读 活 动

小种子绘本计划  /  七色光  /  图书更新计划  /  自主运作金

阅读环境

全方位升级

书屋搭建 兴趣激发

桂馨书屋线上社群共读、分享、交流、学习、成长

教师个体成长          阅读推广探索、实践、积累          教师自组织、学习共同体

桂馨书屋项目阅读支持体系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后  期前  期

        项目模式：县域模式        项目周期：四年

        项目目标：
通过与地方教育部门合作，针对县域内阅读基础薄弱的乡村学校，以优质图书捐赠为起点，针对校长、
图书管理员和语文老师开展与阅读推广相关的学习、交流和培训，并结合项目进展进行激励和引导，创
造条件，促成县域内教师阅读自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并支持他们持续开展阅读推广研究与实践，实现阅
读带给老师、学生和地方教育生态的改变。

项目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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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桂馨书屋
以学校为单位，一次性捐赠精选优质图书2000余册，并针
对学校教师提供阅读推广方面的培训指导和实践支持，
同时通过解决阅读活动中各类问题的子项目，激励学校
师生开展持续有效的阅读工作。

  七色光

针对项目区域内阅读项目执行良好的乡村学校，订阅《七
彩语文》杂志，作为乡村学校图书的有益补充，促进学校
师生阅读内容多样化。

  小种子绘本计划
为项目区域内乡村小学一次性捐赠儿童绘本200册、移动
绘本书架2个。该项目将绘本置于学校走廊或楼道等公共
空间，让孩子们与阅读触手可及。

  桂馨书屋自主运作金
基金会设立专项资金，用来支持项目学校开展阅读相关的
实践活动。该项目以小额资金，激励学校开展师生和家长
参与的阅读活动，支持学校更新图书、美化阅读环境。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组织项目区域内乡村学
校老师参加系统的阅读学习与培训，开阔视野，提升阅读
推广理念、方法和实践能力，推动实现阅读在乡村学校可
持续有序开展。

  桂馨悦读夏令营
以桂馨书屋项目为基础，以阅读为主题，采用夏令营的形
式，由县域内阅读联盟老师、阅读专业志愿者、大学生志
愿者等阅读爱好者担任辅导员，带领乡村孩子们开展10天
左右的“悦”读活动。

  桂馨乡村悦读空间
针对桂馨书屋运作良好的乡村学校，将阅读、环保和儿
童友好等理念融入空间设计，升级学校的桂馨书屋阅读
空间环境，建设美好阅读空间，并结合图书补充、教师培
训，激励和支持学校师生阅读实践。

  毛毛虫桂馨阅读联盟
由热爱阅读的桂馨书屋项目学校教师自发组成的学习共
同体。在基金会持续支持下，开展线上、线下阅读教育教
学和实践活动，发挥自身影响，在县域内推广儿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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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改变从阅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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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Rural Teachers Support

教师是教育的基石。有好教师就有好教育。作为
中国教育重点和难点的乡村教育，其根本问题
在教师。桂馨乡村教师支持项目关注乡村教师
职业成长和健康生活，通过支持乡村教师专业
技能学习和提升，关爱乡村教师个人身心健康和
子女成长，让乡村教师更有力量，支持他们成为
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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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师
计划

馨火
计划

赋能
计划

关爱
计划

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
桂馨·南怀瑾乡村教育论坛
桂馨乡村教师视野之旅

馨火基金
馨火访学
馨火学堂

乡村教师赋能培训
乡村校长赋能培训
乡村教师自组织赋能培训

乡村教师健康关爱金
乡村教师生活关爱金
乡村教师子女奖学金

项目介绍

南师计划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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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关注乡村
教师群体，以弘扬师德精神、倡导有价值的教育实践与创
新为目标。

 赋能计划
关注乡村教师、校长和乡村教师自组织三类群体的心理健
康和能力建设，通过持续赋能，提升乡村教师职业幸福感
和职业素养，让乡村教师能够更积极、健康和快乐的开展
工作。

  馨火计划
通过资金支持、教育交流与访学、线上主题分享会等多元
方式，为乡村教师开展教育创新、实践提供思路、案例及
交流平台，鼓励和支持乡村教师持续开展立足乡土的教育
实践。

  关爱计划
为罹患重症及家庭贫困的乡村教师提供健康关爱金和生
活关爱金支持，为子女升入大学的乡村教师提供子女奖
学金，减轻乡村教师家庭负担，为乡村教师安心从教创设
条件。

项目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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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乡村教师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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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艺术课堂项目启动于2017年，该项目关注中西部地区乡村学校的美育，通过绘画、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培养儿童对美
的感知和表达能力，进而促进儿童各方面综合素质提升，让乡村儿童也能发现美、创造美、享受美。

馨艺术课堂 
Art Class

让乡村儿童发现美、创造美、享受美

绘画

由艺术家和专业志愿者赴乡村学校，
支持乡村小学 持 续开展绘画艺术课
程，并通过线上课程持续与老师、学
生互动，鼓励学生借助色彩和线条大
胆表达自己。

戏剧

在戏剧导师陪伴和指导下，由接受了
培训的乡村老师带领学生进行戏剧
节目的编排、设计和汇报演出等全过
程实践，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艺术素
养，培养孩子自信、优雅的气质。

音乐

由专业志愿者组织实施音乐教师培
训、音乐夏令营，支持乡村师生通过声
乐、器乐、合唱等艺术形式的练习，体
验音乐之美，并由此唤起触及心灵的
和谐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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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之友 
Green & Shine Friends

公益不仅仅是给予，它还是一种行动。桂馨基金会通过举行馨公益之旅、公益分享、馨友互动等活动，开辟通道，让捐赠方
及社会公众通过深度参与公益项目更好地了解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增进捐赠方、社会公众与基金会、合作伙伴、志愿者各
方之间的交流、互动和理解。

合作伙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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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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基
金会属于具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组织。

温 馨 提 示

捐助通道 
Donor Channel

扫码参与支持

腾讯公益
桂馨图书更新计划

抖音公益
乡村孩子科创探梦

支付宝公益
为村小建科学实验室

月 捐
阅读陪伴乡村学童成长

月 捐
XIN馨计划

账户信息

网络捐赠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新源里支行

户名：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账号：0200 2046 1920 0013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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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5 0001 0300 000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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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基金会从规模上来看属于中小型基金会，但是无论从该基金会所专注的事业，还是公众的参与度，还是组织运行的效
率和社会效应，桂馨基金会都展现出非常强的活力和广泛的影响力，是中小型基金会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典型。中国的基
金会生态需要这样一批务实，在一线踏实做专业项目执行的基金会。它们专注于其所在领域，有效动员各方资源，致力于解
决社会问题，这样一批小而美的基金会能够有效地提升中国社会发展的质量。

——摘自《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2019）》



公 益
让世界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