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赠机构

51
家次

管理费用支出

79.5
万元

服务时长

115,181
小时

培训教师

线下：3824
     人次 

网络：22,924
     人次

捐赠收入

1448
万元

公益支出

1614
万元

参与志愿者

1334
人次

实施公益项目

156
个

捐赠个人

线下：176 人次

网络：6191 人次

参与馨友

918
人次

合作伙伴

488
个

惠及乡村师生

145,457
人次

我们的2019
Our 2019

  截至 2019 年底，桂馨基金会

  累计筹集善款 13,537 万元

  累计公益支出 6988 万元

  设立公益项目专项基金 2425 万元

  项目区域覆盖全国 19 个省（市）的 75 个县

  实施教育公益项目 635 个

 8118 人次志愿者贡献 125 万个小时志愿服务

  惠及乡村师生 141 万名

备注：最终数据以基金会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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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新年，时光如梭，整整一年就这样在我的手指间流走了。

好在桂馨基金会并没有荒度这一年。今年是桂馨第二个10年的第一年。对于桂馨来说，这只是平凡的一

年。我们坚持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桂馨基金会已在全国19个省（市）、75个县实施教育公益项目635个，累计公益

支出6988余万元，设立公益项目专项基金2425万元，已累计有8118人次志愿者在桂馨公益项目中贡献了125

万个小时的志愿服务，惠及1,411,292名乡村师生。

在过去的一年里，相信大家都有各自美好的回忆和感动。就我而言，我依然记得飞艳徒步50公里后在寒

风中的婚礼；记得一位高大英俊的乡村男教师含着泪坚持把一些当地土特产塞到我手中以感谢桂馨对他工作

的支持（之后礼物上交，我们不能收礼，但当天的场景又让我不得不收）；记得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论坛上

入选南师计划的藏族“妈妈”老师主动为我解开缠绕在我身上的哈达；记得一位参加悦读夏令营的女大学生

一顿午餐吃了3个大馒头，最后还蘸着汤汁吃完最后一口；记得馨友引述我“最大的公益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

公益之心”的发言；记得没能在桂馨志愿者年会上见到我们资深志愿者李岚老师的遗憾。我相信，这一切的一

切以及更多的其它，都将成为我终生的回味。

但是，我感受更多的却只是平凡。然而，恰恰正是这种平凡、这种坚持，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桂馨基金会的

特质。

桂馨基金会成立至今11年。11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滴水，但是11年如一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庆

幸，在理事会的大力支持下，在执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在广大馨友的热切鼓励和积极参与下，桂馨能

够一路走来，不仅没有丝毫降低对受助人、捐赠人的服务质量，还不断扩大影响、传播公益理念，更不断开发

出新的服务内容，如绘画课堂和戏剧表演，在“为教育与可持续发展赋予灵感”的道路上，一路“陪伴•改变•

美好”。

当年团队提出“陪伴”这个基金会的行动纲领时，我心里还有点不以为然。但经过这些年，我的感受越来

越深。过去的11年，除了经济上的点滴资助（来自捐赠人），桂馨做的更多的，其实只是陪伴。我们陪伴乡村的

小朋友，教会他们学习的方法、开拓他们的思路、开阔他们的眼界；我们陪伴乡村老师们，为他们引入不同的

教学方法，介绍不同教学风格的老师互相切磋交流，通过资助教师自组织鼓励他们进行更多同行间的交流；

我们陪伴捐赠人，陪同他们走访当地学校、参与各种活动；我们陪伴志愿者，鼓励他们和大家一同成长。桂

馨，通过团队，付出的是时间、是热情、是爱心，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

新年提笔之际，回顾过去的2019年，又忽然发现没有太多可说。过去的一年，对于桂馨来说，似乎太普通

了。数字未免枯燥，故事也终将失去往日的激情。但是，公益事业不是靠激情堆积起来的，公益事业靠的是不

断的坚持和信念。而正是你们，各位馨友们，让我们的信念永不褪色、更加坚定。

在此，我谨代表桂馨基金会理事会，以及桂馨执行团队，恭祝各位馨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希望大家未

来继续携手“快乐地、自由地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PREFACE

理事长寄语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公益事业不是靠激情堆积起来的，

公益事业靠的是不断的坚持和信念。而正

是各位馨友们，让我们的信念永不褪色、

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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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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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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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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命

以善为美 以诚为本 
互尊互信 专业专注

价
值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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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作

目
标

改善乡村教育环
境，促进教育公
平和可持续发展

INTRODUCTION
机构简介

理事会
BOARD OF DIRECTORS

（按姓氏笔画排序）

理 事

理事长

于  伟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  红
华兴银行独立董事

CITIC PE顾问

冯  唐
诗人、作家

石  平  |  理事长
海通国际集团环球市场

联席主管

包  凡
华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CEO

  2019年度，桂馨基金会因连续八年获得FTI透明度满分，获“自律透明榜样奖”。

刘  桂   |  荣誉理事长
桂馨基金会发起人

樊  英  |  副理事长
桂馨基金会秘书长

路小蔷  |  理事长（香港）
中国铁建独立董事

凌  克  |  副理事长
金地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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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事

荣誉理事

赵  军  |  监事长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监事、合伙人律师

许志明
宽带资本创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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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家珊
香港裕昌集团原董事局主席

马雪征
博裕资本创始合伙人

高  卉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

韩  桦
CCTV英语新闻频道评论员

朱莉华
爱心人士

辛罗林
中金甲子基金合伙人

李  庚
李可染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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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维集团董事长

章鼎儿
著名特级教师

桂馨科学课项目首席专家

刘  冰
瑞金投资CEO

陆  戎
桂馨基金会理事（香港）

肖  风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兼执行董事

赵晓红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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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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教育和

乡村教师群体的关注和支持，形成桂馨书屋、桂馨科学课、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和馨艺术课堂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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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馨科学课

让每个孩子拥有良好的

科学素养

桂馨书屋

让改变从阅读开始

桂馨乡村
教师支持

让乡村教师更有力量

桂馨公益项目

馨艺术课堂

   让乡村儿童发现美、

创造美、享受美



公益项目

PROJECTS

1514

年度报告
2019 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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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十一年的探索和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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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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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省 36 个县

培训科学教师

8127 人次

科学实验工具箱

1440 套

小科学家实验室

9 间

科学教师东西部交流计划

10 批次

科学名师西部行

33 次

科学夏令营

26 场

支持出版科学教育专著

8 本

科学课网络研修

54 期

参与志愿者

1474 人次

志愿服务时长

135,359 小时

惠及师生

1,051,63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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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科学课项目架构图

公益项目

PROJECTS

年 度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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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亮点

1   桂馨科学课项目线上培训关注度日益凸显

2019年度，馨火学堂——桂馨科学课网络研修累计参与人次首次破万。同时，在为期一年的教师激励机

制——馨火学堂“6+4+2”挑战计划中，共有来自全国13个省的30位科学教师持续参与了全年度的学习

任务，已成为网络研修项目坚实支持者。4月份，桂馨科学课项目推出旨在分享和传播科学教育专业资源的微

信公众号平台——桂馨科学云。自首次推文至今，已分享科学教育改革、科学主题网络研修、国外科学教育

情况及课例等类文章40余篇，阅读人次超过1.4万。线上培训因其跨时空性使得更多项目区域科学教师甚

至全国范围内的科学教师都有机会学习、了解科学教育专业资源，并从中受益。

2   科学课项目走进云南沧源，县域支持模式开启新探索

2019年，桂馨科学课项目实施新增县域面向全国发布了申请公告，并得到12个县域积极申请，经工作人

员实地走访，最后确立云南省沧源县作为新的项目县。针对新县域，基金会首次尝试定向邀请专家团队对未

来3年县域科学教育支持体系进行整体规划，期待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县域科学教育发展的教师成

长培训范式。同时，也首次尝试邀请评估专家团队针对县域模式开展相关项目评估，持续追踪县域科学教育

发展进程。

3   与湖南、福建两省联合举办“走向探究的科学课”展示活动，研究成果影响力日益外显

2018年底，桂馨基金会与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联合举办了首场“走向探究的科学课”展示活动，受到广

大科学教师一致好评。应教师需求，2019年桂馨基金会与湖南、福建两省教研部门合作，又先后在长沙、厦门

举办“走向探究的科学课”展示活动，促进研究团队与两地科学教师围绕小学科学教育改革主题展开交流、

探讨。两场活动现场参与教师800人，通过网络观看直播的超过32万人次，走向探究的科学课研究成果影

响力日益外显。

走访云南沧源观摩科学课 走访湖南保靖观摩当地科学课

03
3月5日

桂馨•绵竹科学教育工作室、桂馨科学教育
创新实验学校在四川绵竹揭牌。

3月26日-27日

2019年首场“走向探究的科学课——小学科学课
堂教学改革研讨展示活动”在湖南长沙举行

07

7月-8月

2019桂馨科学夏令营活动在四川、湖北、青海
3省6地举行6场

7月22日-25日

2019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在贵州贵阳举行

10
10月22日-23日

“走向探究的科学课——小学科学课堂教学
改革研讨展示活动”走进福建厦门

04

4月1日

旨在分享和传播科学教育专业资源的微信公众号
平台——桂馨科学云上线运营

4月4日

联想集团向青海省湟中县捐赠652套科学实验
工具箱，湟中县乡村学校实现科学工具箱全覆盖

09
9月12日

云南省沧源县确定成为2019年桂馨科学课项目
新增合作县域

12
12月18日-20日

云南省沧源县首场桂馨科学教师培训举行

 项目年度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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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桂馨科学课项目专家名师志愿者团队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冠中 中国科普研究所博士

马菲菲 湖南省怀化市浦县桥江镇中心小学科学教师

王    平 美国佐治亚大学博士

王    海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仙降中心小学科学教师

王为天 美国密西根大学工程学院学生

王伟文 浙江省金华市环城小学校长、特级教师

王    凯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科学教师

王建军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第二小学副校长

王朝晖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大兴路小学科学教师

邓    洁 江苏省南京市科利华小学科学教师

邓玉琳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实验教育集团南国小学教师

卢新祁 江苏省教育厅教研室小学科学教研员

叶    军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杭垓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叶彩红 福建省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小学科学教研员、特级教师

包士娟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要塞实验小学科学教师

冯    凌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教师发展中心小学科学教研员

吕    坚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盖北镇棉粮小学副校长

吕文焕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杭州市滨和小学科学教师

朱钻飚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教育局教研室小学科学教研员

朱颂伟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教学研究与培训中心小学科学教研员

刘沛生 桂馨基金会科学课项目顾问

刘晋斌 浙江省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校长、特级教师

汤永海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第二小学科学教师

汤栋华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杭州市闻涛小学科学教师

许佳帅 湖南省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生

阮    翔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小学科学教研员

孙    婧 浙江省杭州市外语实验小学科学教师

严昔波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实验小学科学教师

严    硕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明德中心小学科学教师

李    清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钱清镇中心小学科学教师

李    霞 浙江省杭州市基础教育研究室附属学校副校长、特级教师、博士

李志鹏 湖南省长沙市麓山国际小学科学教师

李    露 湖北省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科学教师

杨    玲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凤凰小学科学教师

杨    健 江苏省南京市普通教育研究室小学科学教研员

杨荣华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贤明小学科学教师

杨    洪 湖北省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科学教师

杨    莹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科学教师

吴    晓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荡第一小学副校长

吴巧丽 湖南省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生

吴佳威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景苑小学科学教师

吴笑乐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科学教师

何佳明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小学副校长

沈佳丽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杭州市西兴实验小学科学教师

沈晓英 浙江省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书记、特级教师

沈跃群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锦绣实验学校特级教师 

张    敏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小学科学教研员

张先锋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军霞 人民教育出版社理科综合室副主任

张芯蕊 江苏省南京市海英小学科学教师

陆新丽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利港实验小学科学教师

陈    青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第四小学副校长

陈志强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水南小学副校长、特级教师

陈建秋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天宁小学科学教师

陈洪良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英溪小学副校长

陈晓龙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第四小学科学教师

陈熊峰 浙江省湖州市弁南小学科学教师

邵锋星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景苑小学校长、特级教师

林建锋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城东小学校长、特级教师

季荣臻 江苏省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小学科学教研员

金伟平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山教师发展中心小学科学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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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淼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第二小学科学教师

周朝勇 重庆市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小学科学教研员

郑    慧 江苏省南京市洪武北路小学科学教师

郑贤彬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飞云中心小学科学教师

孟令红 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

胡    颖 江苏省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胡志勇 浙江省温州市百里路小学科学教师

胡学亮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区教授

饶正辉 浙江省杭州实验外国语学校科学教师

闻蓉美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学院小学科学教研员

姜    玲 江苏省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科学教师

姜允珍 桂馨基金会科学课项目顾问

姜向阳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教师进修学院小学科学教研员、特级教师

洪    霞 湖南省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小学科学教研员

费建红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马腰小学科学教师

姚    平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新民学校副校长

贺娇娜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科学教师

袁和林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小学科学教研员

夏祥德 浙江省温州市营楼小学科学教师

顾新芬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新桥中心小学科学教师

钱军红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闻涛小学科学教师

钱建峰 浙江省金华市环城小学科学教师

徐    杰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海南小学特级教师

徐春建 浙江省杭州市普通教育研究室小学科学教研员

徐海虹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实验小学科学教师

翁扬宇 湖北省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科学教师

高    翔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教师进修学校小学科学教研员、特级教师

黄    贝 浙江省金华市环城小学科学教师

黄国胜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虹桥路小学科学教师

黄宛槿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蔡家岗镇长岭岗乡长岭岗中学科学教师

黄海旺 人民教育出版社综合理科室主任

章兴波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科学教师

        微语录

刘晋斌   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校长、特级教师

通过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我们其实是想让老师们相互交流，产生一种改变，然后

将改变变为现实。今天教育的孩子是未来社会的担当者，那么未来需要什么样的

人，需要什么样的品质呢？未来的学生要有思想的独特性，这是对现在老师们的考

验，也是培养老师思想独立性的迫切性所在。其次，可持续学习的兴趣和能力是老

师们要重视的，教育工作者要持续保持对事物的学习兴趣，并逐渐去影响学生。

陈碧玉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高陇中心小学科学教师

接触桂馨时我刚接手科学这门课，我原本是数学老师兼职科学教学，后来我决心转

型成为一名专职科学老师。我的专业是数学，我很爱我的专业，能让我义无反顾放

弃它去成为科学老师，桂馨带给我的影响很大，在桂馨科学课项目中我感受到了热

爱和使命感。

余    璐   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南大街第一小学教师

机会有时会伪装成麻烦，不经意间就给自己一个惊喜。就像这次桂馨科学课网络研

修学习，我只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却意外收获一等奖。这不仅是因为奖励，更多是见

证了自己的成长。

章鼎儿 桂馨基金会荣誉理事、科学项目首席专家

蒋    宁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自然科学学院学生

蒋子薇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学生

喻伯军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小学科学教研员、特级教师

虞华芳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杭州市博文小学科学教师

廉梦琦 湖北省武汉市育才小学科学教师

黎作民 浙江省湖州市爱山小学教育集团科学教师

魏    僖 江苏省南京市成贤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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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域科学教育支持

（一）、硬件支持

针对项目实施县域内具备一定师资和教学理念的学校，配套科学教师开展课堂教学和活动所必需的实

验器材，包括匹配科学教材的实验工具箱、实验室等。

1、桂馨科学实验工具箱

针对项目实施县域内具备一定师资和教学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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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和实践活动。2019年度，桂馨基金会为青海省湟中县、贵州省贞丰县、四川省雅

安市207所学校共捐赠742套科学实验工具箱。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项目学校（所）

4月-10月 青海省湟中县 贵州省贞丰县 四川省雅安市 742

   捐赠方：联想基金会 万科集团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二）、教师培训

针对项目实施县域内科学教研员和教师，设计和实施符合其成长需求的系列线下和线上培训体系。线下

培训包括邀请国内优秀科学教育专家、名师走进项目实施县域，设计和实施包括科学工具箱使用、课程设计、

课堂教学等内容的培训活动，同时邀请实施县域内核心教师前往东部科学教育特色学校开展外出参访沉浸

式学习等内容。线上培训通过邀请国内优秀科学教育专家、名师每月定期开展主题分享。

1、桂馨科学教师培训

针对桂馨科学课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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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的基于课堂教学

实践的教研与学习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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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初步建

立起项目合作县域的科学骨干教师队伍。2019年12月，云南省沧源县首次开展桂馨科学教师培训，共72位

科学教师全程参与。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实施场次 参与人数

12月18日-20日 云南省沧源县 1 72

  捐赠人：包凡先生

项目实施情况

参训老师在认真听课 桂馨科学教师培训（云南沧源）项目合照

章鼎儿老师参与研讨 阮翔老师与参训老师互动交流

儿童使用工具箱开展探究活动

联想集团向青海湟中捐赠科学实验工具箱 湟中科学教师参与科学工具箱使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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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科学名师西部行在湖南株洲启动 培训老师观察学生使用器材

2、桂馨科学教师交流计划

选拔和组织项目实施县域科学教研员和骨干科学教师赴东部科学教育理念和实践较为前沿的学校进行

为期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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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有

明确要求，旨在建立起项目合作县域科学骨干教师队伍及科学教研中心组。2019年，6位来自贵州省贞丰县

的核心骨干科学教师参与教师交流计划，经过为期4周的学习、研讨、实践，最后进行了展示课汇报。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实施场次 参与人数

4月20日-5月17日 贵州贞丰 1 6

   捐赠方：万科集团

3、桂馨科学名师西部行

组织国内优秀科学教育专家、名师赴项目实施县域进行为期3天的交流与教研活动，内容包括项目实施

效果评估、调研、教研活动和经验交流等。2019年，桂馨科学名师西部行项目先后在青海省大通县、四川省

雅安市、贵州省贞丰县、湖南省株洲市4省7地开展，累计387位教师参与。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实施场次 参与人数

4月22日-24日 青海省大通县

7

47

5月13日-15日 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 80

5月13日-15日 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 40

5月13日-15日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 35

9月25日-27日 贵州省贞丰县 80

9月25日-27日 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 70

10月16日-18日 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 35

   捐赠方：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万科集团   宁波申洲置业有限公司

孩子们在课堂上参与探究 东部名师与西部老师交流研讨课堂中学生们正在进行实验 为参与交流老师颁发项目结业证书

桂馨科学课项目专家、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校长刘晋
斌点评展示课

贵州省沙坪镇民族小学科学老师岑启香上展示课《沉与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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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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

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展，共有来自5省30县的省市区42名教研员及骨干科学教师代表参

加，大家围绕低年级科学课问题研究、课堂教学过程中问题研究等主题展开了交流研讨。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实施场次 参与人数

7月22日-25日 5省35县 1 42

   捐赠方：万科集团

5、馨火学堂——桂馨科学课网络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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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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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嘉宾。

2019年，该项目共邀请11位嘉宾进行主题分享，累计26,198人次参与。同时，桂馨科学课项目专属微信公

众号“桂馨科学云”上线，截至2019年底关注人数3000余人。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实施场次 受益人次

1月-12月 全国范围 12 26,198

   捐赠方：万科集团

2019 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合照 科学教育专家、名师从不同角度参与探讨科学教育的魅力

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活动现场 四川绵竹科学教研员魏明贵老师
在研讨过程中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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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主发展

引导项目实施县域通过成立教师自组织即区域地方科学教育工作室，按年度拟定工作计划，自主围绕科

学教育教学和活动开展主题研究，内容包括设计和实施区域教研、优质课竞赛、科学夏令营等活动，同时支

持已成长起来的科学教师在学校层面开展教学研讨及科技节在内的多种活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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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桂馨科学课自主运

作金项目在湖北、湖南、四川、青海、贵州5省份的9个县域、13所学校开展了24场自主活动，受益人6764

人次。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实施场次 参与人数

4月-7月

5省35县 24 6764

9月-12月

   捐赠方：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高卉女士   

湖北省长阳县举办全县小学科学“生本高效课堂”教学竞赛 青海省湟中县谢家寨小学举办科技节
我的机械臂成功抓起杯子

湖北省远安县举办小学科学生本课堂教学研讨活动
黄崇泽老师执教《纸箱的承重力》

湖北省平林镇新集小学校园科技节活动

2、桂馨科学夏令营

针对中西部地区城乡儿童，在专家指导下，由项目实施县域地方工作室教师与国内其他地区中青年优秀科

学教师共同策划、设计和实施的科学探究主题夏令营。夏令营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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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地区科学课教学教研和交流学习。2019年，桂馨科学夏令营在

3省6地开展，累计609名学生、176位教师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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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85

7月8日-13日 四川省什邡市

7月9日-14日 四川省绵竹市

7月15日-18日 青海省湟中县

7月30日-8月4日 青海省大通县

8月11日-17日 湖北省谷城县

   捐赠人：包凡先生

2019 桂馨科学夏令营（湟中营）理事长石平先生参与探究活动

2019 桂馨科学夏令营（谷城营）开营仪式情景剧表演 2019 桂馨科学夏令营（枣阳营）探究活动气球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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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桂馨科学教育创新实验学校

针对项目实施县域骨干教师所在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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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底，

桂馨基金会共在四川绵竹设立创新实验学校3所，累计2672人受益。

实施时间 实施学校 参与人数

2017年-2019年

四川省绵竹市汉旺学校

四川省绵竹市齐福学校

四川省绵竹市遵道学校

2672

   捐赠方：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万科集团

二、科学教育基础研究支持

1、《课本中的奥秘》系列图书出版

支持武汉科学家科普团（前中国科学院武汉科学家科普演讲

团）编写、出版《课本中的奥秘》系列图书出版物2本，该丛书受到读

者广泛好评。

2、“走向探究的科学课”系列展示活动

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中青年名师，在专家深度和有针对性指导下，用一到两年时间形成有示范、学习和

研究意义的科学课教学精品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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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全国进行推广。2019年，桂馨基金会分别在湖南省长沙

市、福建省厦门市开展了2场展示活动，现场直接参与人数800人，线上参与32万人次。

实施时间 实施地点 实施场次 参与人数

3月26日-27日 湖南省长沙市
2

线下：800

线上：32万10月22日-24日 福建省厦门市

   捐赠方：桂馨科学教育基金

章鼎儿老师点评 闻蓉美老师执教《电磁铁》

阮翔老师执教《月球的运动（一）》

桂馨·绵竹科学教育工作室、桂馨科学教育创新实验学校授牌 参观绵竹汉旺学校“创客”教育教室

陈志强老师执教《月球的运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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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

项目名称：桂馨科学课（湖南株洲）项目

项目区域：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炎陵县、攸县、荷塘区、渌口区

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9年12月

捐 赠  方：宁波申洲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实施效果：

2019年12月6日，桂馨科学课（湖南株洲）项目三年成果展示暨表彰活动在株洲市荷塘区文化路小学举

行。经过3年项目周期的持续培训及跟踪，桂馨基金会与株洲市教育科学院协商，依托在项目中已成长起来的

骨干教师共同组建了桂馨•株洲科学教育工作室。这场成果展示活动是工作室自主计划的工作，旨在让老师

们在项目中成长的同时，也能影响市里更多科学教师参与进来，共同关注科学教育。

活动中，已成长起来的骨干老师们站在台上自信地为全市科学教师带来课堂展示，耐心，从容地引导孩子

开展探究活动，一批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教师分享了他们在项目参与过程中的所思所想。

株洲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小学科学研究员袁辉老师在展示活动最后回顾了3年来桂馨科学课（湖南株洲）

项目对株洲市科学教育发展所带来的改变，他称之为引一颗种子，种一树花香。

这次展示活动已是本年度该工作室举办的第3场自主教研活动。正如株洲市青年教师陈碧玉所说，从之

前一心想当一位数学教师，到现在主动向学校申请要当一位科学教师，这个改变经历了3年，融入在参与每一

次项目活动中。

从基金会主导，到如今工作室可以自主提交年度计划，组织和实施教研活动，邀请更多教师不断融入其

中，感受科学魅力。基金会、地方教育部门、科学教师，三方已在项目中潜移默化地被科学教育的魅力所吸

引，并奔着让每个孩子拥有良好科学素养的目标继续投入更多行动和热忱。

2016 年 12 月，桂馨科学教师培训（湖南株洲）项目
在茶陵县启动

2017 年 3 月，桂馨科学教师培训（湖南株洲）项目
在株洲县举行，教师进行参与式培训

2018 年 5 月，桂馨科学教师交流计划期间，欧阳海晏
老师执教《认识水》一课

2018 年 11 月，参与东西部科学教师交流的老师在
评课环节进行分享

株洲市教科院通过申请桂馨科学课项目自主运作金
开展全市小学科学优质课竞赛活动

2019 年 4 月，株洲市开展优质课系列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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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5人次

贡献志愿服务1,060,6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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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个省（市）40个县（区）实施区域

318,646人次惠及师生

307所覆盖学校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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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书屋项目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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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亮点

1   桂馨乡村悦读空间项目迈入新阶段

2019年度，桂馨基金会在河南、湖南、贵州3省5县先后建设11个桂馨乡村悦读空间。此外，今年世界读书

日之际，万科集团启动为贵州省贞丰县云盘小学、者相一小悦读空间设计方案作品征集和图书募捐活动。在

作品征集过程中，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郁亮先生担任评审团主席，万科各地设计师踊跃参与，32位设计师共

完成16套设计方案，最终《梦幻梯田》作品脱颖而出，并在云盘小学落地实施。同时，万科员工一起为两所学

校募捐图书7000余册，极大补充了学校图书种类和数量。

2   多渠道引入项目图书采购合作方

2019年，在天下溪图书采购方基础上，桂馨基金会又陆续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童立方、中国图书网

等专业图书供应方洽谈后建立合作机制，在开拓图书采购渠道的同时，增加图书种类，确保图书质量，保证配

书的多样性、专业化。

04
4月3日

2019年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合作团队名单
公布，35个社团的40支团队入选

07

5月10日-11日

2019年首场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教师培训
在河南省汝阳县举行

03
3月

桂馨书屋事业部完成对河南嵩县、汝阳，贵州罗
甸，湖南龙山、保靖和宁夏隆德48所学校项目考

察和回访

3月9日-13日

桂馨基金会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实施的“小圭璋
中国原创绘本插画展暨优秀绘本教学研究活动”

在河南嵩县、汝阳及湖南龙山启动实施

12

12月15日

2019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专家研讨会在南京
工业大学实验小学举行

12月

贵州省贞丰县、罗甸县，河南省嵩县、汝阳县
和湖南省龙山县的11个桂馨乡村悦读空间
陆续落成

05

7月-8月

37个志愿者团队在河南、河北、湖南、贵州、宁夏
五省七县举行了37场2019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6日-7日

2019桂馨乡村教师口才培训在河南省汝阳县
外国语小学举行

09
9月7日-9日

桂馨基金会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腾讯公益
平台上发起的“桂馨图书更新计划”公益项目

顺利完成筹款目标

万科集团设计师参与设计的贵州省贞丰县云盘小学桂馨乡村悦读空间投入使用

 项目年度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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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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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阗 北京理工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教师

马跃娟 河南省汝阳县实验小学教师

王    飞 南京市长城小学副校长

王旻鸢 南京市南化实验小学教师

王    倩 湖南省龙山县第四小学

刘    靖 北京市石景山区爱乐实验小学教师

孙    婷 北京府学胡同小学数学教师

朱会利 河南省嵩县大坪乡中心小学

吴建成 北京府学胡同小学副校长

李秀珍 河南省汝阳县玉马小学教师

肖    莉 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语文教研员

芮    琼 南京市语文教研员

陈    丽 北京市昌平区进修学校副主任

陈    睿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教师

陈林静 南京市江宁区教科室副主任

苏    英 贵州省罗甸县第一小学教师

张冬香 南京市禄口区中心小学副校长

张晶媚 南京市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员

张    瑾 北京市朝阳区语文教研员

张晓艳 河南省汝阳县外国语小学教师

杨    华 南京市南化实验小学教师

杨明霞 湖南省龙山县大兴小学教师

杨    敏 贵州省罗甸县罗沙小学教师

杨媛媛 河南省汝阳县外国语小学教师

杨娜娜 河南省嵩县第二实验小学教师

周    亮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分校天润城小学校长助理

胡    红 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小学校长

姚    颖 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副教授

俞    红 南京市摄山新城小学教师

保卫丽 贵州省贞丰县第一小学教师

凌    悦 南京市南化四小教务副主任

高    洁 北京市石景山区爱乐实验小学教师

        微语录

胡    红   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小学：

从2016年开始接触桂馨，自从接触以后，我就爱上了她。桂馨是一家拥有大爱和包

容之心的机构，通过桂馨组织，我先后去到过湖南、河南、贵州、宁夏等地区参与阅

读领航人教师培训，付出的同时更多是收获。

向星洁   湖南省龙山县贾坝小学

收到《七彩语文》杂志后，学生惊喜地说：“真开心！又可以看属于我们的杂志了！”

杂志一会儿便被他们抢光捧到手里乐滋滋看了起来。班里男生喜欢画刊，凑在一块

讨论故事情节。有学生说，我长大了要当漫画家，把生活中有意思的故事象画刊上

那样用漫画画出来。

彭亚玲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小学

这次南京阅读学习之行应该在每位老师心中都种下了一棵树，一颗独属于自己的大

树。这棵大树应该不照着已有的大树模样去生长，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模样，找

到适合自己的土壤，扎根一直向下吸取营养，然后长出自己最希望的模样。

简学江   贵州省罗甸县板庚小学：

我们学校的图书室原来是紧锁着的，孩子们没有阅读的习惯和机会。在桂馨工作人

员建议下，我们把图书室搬到一楼，让孩子们随时能看到书。就这样，这里的书籍

就像盛开的鲜花把各年级的“小蜜蜂”吸引到这里来。有一个孩子每天只要一有时

间就会到这里来看书，好几次她都忘了吃饭时间。我见到她都会很高兴地给她讲故

事，孩子的眼睛里透着诗和远方。我想，这孩子已被点燃了阅读的火焰。

秦    娜 湖南省龙山县石羔小学教师

殷亚敏 第三届中国金话筒奖获得者、CCTV原主持人

袁红艳 河南省汝阳县第二实验小学教师

郭姣峰 河南省汝阳县白树乡中心小学教师

崔    丹 北京花家地实验小学科学教师

黄媛园 湖南省保靖县阳朝中心小学教师

彭    萍 北京花家地实验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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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桂馨基金会在4省7县新建桂馨书屋49个，名单如下：

序号 项目学校 捐赠方

1 贵州省罗甸县交砚中心校
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贵州省罗甸县董王中心校

3 贵州省罗甸县木引小学

深圳市莱蒙慈善基金会

4 贵州省罗甸县纳闹小学

5 贵州省罗甸县罗悃民族小学

6 贵州省罗甸县坡共小学

7 贵州省罗甸县大亭中心小学

8 贵州省罗甸县逢亭小学

9 贵州省罗甸县罗妥中心校 毛婉清 毛仲琨

10 湖南省保靖县比耳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铜板街

11 湖南省保靖县阳朝中心小学 Murphy Yang 肖一言

12 湖南省保靖县毛沟镇中心小学 刘 沙

13 湖南省保靖县水银小学 桂馨之友

14 湖南省龙山县岩冲小学 中国银行扶贫助学慈善基金

15 湖南省龙山县水沙坪苏泊尔小学 池芸城 池芸衡

16 湖南省龙山县贾市中心小学 关亦青 吴远溪

17 湖南省龙山县洛塔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桂馨之友

18 湖南省龙山县坡脚小学 桂馨之友

19 湖南省龙山县靛房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桂馨之友

20 河南省嵩县大章中心小学 新华保险浙江分公司

21 河南省嵩县酒店小学
软银中国资本SBCVC

22 河南省嵩县翟岭小学

23 河南省嵩县瑶北坡小学 瑞银集团

24 河南省嵩县桥头小学 Karen Qi，BCIS

25 河南省嵩县城关镇中心小学 桂馨之友

序号 项目学校 捐赠方

26 河南省嵩县翟河小学 桂馨之友

27 河南省嵩县南街小学 桂馨之友

28 河南省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 铜板街

29 河南省汝阳县陶营镇中心小学 芬欧汇川

30 河南省汝阳县纸房小学 闫思宏

31 河南省汝阳县下蔡店小学 桂馨之友

32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红星小学 软银中国资本SBCVC

33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崔家湾小学 刘 沙

34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李哈拉小学 赵 军

35 贵州省贞丰县第五小学

万科集团

36 贵州省贞丰县第四小学

37 贵州省珉谷街道鹅田小学

38 贵州省贞丰县第一小学

39 贵州省小屯镇头猫小学

40 贵州省贞丰县第六小学

41 贵州省龙场镇三河小学

42 贵州省沙坪镇金山小学

43 贵州省贞丰县第三小学

44 贵州省永丰街道必克小学

45 贵州省贞丰县第二小学

46 贵州省者相镇萝卜寨小学

47 贵州省者相镇第二小学

48 贵州省贞丰县第八小学

49 贵州省贞丰县龙场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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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3个县、区，33个桂馨书屋）

河南 （4个县、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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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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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个桂馨书屋）

宁夏 （2个县、21个桂馨书屋）

北京 （3个县、3个桂馨书屋）

桂馨书屋项目分布图

截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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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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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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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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场，参与教师1442人次，培训课时184个。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与内容 参与教师（名）

4月12日-14日 江苏南京 第十五届中国儿童阅读论坛 65

4月27日-29日 江苏南京 第八届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 50

5月10日-11日 河南汝阳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教师培训（汝阳站） 300

6月14日-15日 河南嵩县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教师培训（嵩县站） 160

6月15日-16日 贵州贞丰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教师培训（贞丰站） 85

7月6日-7日 河南汝阳 桂馨乡村教师口才培训 300

7月19日-22日 湖南龙山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阅读工作坊（龙山站） 90

7月-8月
西安 / 成都

昆明 / 南京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种子教师研习营 23

8月1日-4日 河南汝阳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阅读工作坊（汝阳站） 100

9月20日-22日 贵州罗甸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阅读工作坊（罗甸站） 65

10月18日-29日 湖南保靖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教师培训（保靖站） 105

10月25日-26日 贵州罗甸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教师培训（罗甸站） 150

此外，2019年度，桂馨基金会持续组织桂馨书屋项目学校校长和老师开展线上阅读主题交流和学习活

动，全年累计开展26次，培训课时52小时，受益教师26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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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安人寿    桂馨之友

项目实施情况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教师培训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外出参访

桂馨乡村教师口才培训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阅读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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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桂馨书屋悦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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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8月，桂馨基金会共在河北、河南、湖南、贵州和宁夏5省7县的37个桂馨书屋项目学校开展了

夏令营活动，来自全国29所高校32个社团的428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累计贡献志愿服务87,104

个小时，1975名乡村儿童从中受益。

捐赠方：

3、桂馨书屋自主运作金

桂馨书屋自主运作金项目支持一所桂馨书屋项目学校一年5000元小额资金开展阅读活动，改善乡村儿

童阅读环境。2019年，该项目共在湖南省龙山县、保靖县、沅陵县，河南省汝阳县、嵩县，贵州省贞丰县、罗甸

县实施36个，累计7200名乡村师生直接受益。

捐赠方：石平先生

北京大成汉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合成油技术有限公司

包虹剑    董少鹏    冯   琳    胡   砚    刘文成    李昕昕    李朝江    刘建章、刘淑清的子女    马雪征

盛熙程    王仲何    王诗棋    谢佳扬    Zhao Larry    Zhao Vanessa    以及其他不愿具名馨友

贵州省贞丰县管路小学
全校范围内推广《日有所诵》，晨读使人快乐

河南省嵩县楼上小学
新打造的校园书吧，亮丽了校园

湖南省保靖县野竹坪小学
戏剧让阅读变得妙趣横生

贵州省罗甸县板庚小学
改装后的图书室成为了孩子们的“天堂”

湖南省龙山县岩门小学
有了走廊书吧，走廊上的喧嚣变成为了孩子们在聊书

湖南省龙山县乌鸦九年一贯制学校
电子借阅系统让老师解放双手，阅读变得简单参与悦读夏令营的志愿者和孩子们



公益项目

PROJECTS

5352

年度报告
2019 ANNUAL REPORT

4、小种子绘本计划

小种子绘本计划项目为一所乡村小学一次性捐赠原创儿童绘本200册、移动绘本书架2个，学校将绘本

置于学校走廊或楼道，让孩子们与阅读随手可及。

2019年，该项目共在黑龙江、甘肃、宁夏、青海、四川、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湖北、湖南、

贵州、广西、云南16个省实施40个，累计8366名乡村师生直接受益。

捐赠方：

5、七色光

七色光项目针对发展中地区阅读良好的乡村学校，持续一年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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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该项目共在湖南、江西、河南、山东、贵州、山西、云南、四川、甘肃、广东、河北、海南、安徽、

重庆14个省（市）实施58个，累计27,632名乡村师生直接受益。

捐赠方：刘宝瑞    桂馨书屋阅读基金

甘肃省临洮县李家湾小学
课间，师生、生生共读绘本

云南省禄丰县碧城镇中心小学
小种子绘本书架旁，师生共读

贵州省威宁县岔沟小学
有了精美的绘本，应该给孩子们安静的阅读时间

河北省清河县后魏联合小学
图书室里多了一批精美的绘本

宁夏自治区银川华西希望小学
孩子们被精彩的绘本内容吸引

河北省博野县南邑中学
男孩子们凑在一起看画刊

山东省汶上县李海小学
《七彩语文》杂志为班级图书角增添了一抹色彩

湖南省龙山县贾坝小学
走廊上，孩子们三三两两读杂志

北京赛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零售信贷管理部党支部 

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授信管理部党支部     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风险管理部（资产保全部）党支部 

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审计监督部党支部     拉齐奥全资讯     思科公司华裔联盟Cisco CAAN 

上海诺亚公益基金会 

陈   立    陈   宛    丁吉昌    戴周颖    胡   砚    胡晓东    李   杰    刘   雨    陆晓明    马   聪     索云旗 

吴   刚    王   阳    王   童    文博亮    吴新明    肖玉欣    严海锋    杨蕙榕    周   光    以及其他桂馨之友



公益项目

PROJECTS

5554

年度报告
2019 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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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馨乡村悦读空间项目2019年度实施列表

实施区域 项目学校 项目捐赠方

河南

汝阳县玉马小学 Ailin Kang

汝阳县杜康小学 桂馨之友

汝阳县龙泉小学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嵩县木植街小学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嵩县大坪小学 桂馨之友

嵩县两河口小学 爱康国宾

湖南
龙山县白羊小学 李 冰 刘 平 李天芳

龙山县石羔小学 大童保险

贵州

罗甸县罗沙小学 望华资本 棕榈股份

贞丰县者相小学 万科集团

贞丰县云盘小学 万科集团

湖南省龙山县白羊小学桂馨乡村悦读空间设计图

贵州省贞丰县云盘小学桂馨乡村悦读空间

河南省汝阳县杜康小学桂馨乡村悦读空间

河南省汝阳县玉马小学桂馨乡村悦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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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界读书日之图书漂流活动

2019年世界读书日期间，桂馨基金会联合思科公司、万科集团，面向两家公司员工以及部分馨友发起为

8所桂馨乡村悦读空间项目学校捐赠图书的公益活动——桂馨童书漂流。活动共募集二手童书9556册，共

计3545名师生直接受益。该活动对乡村学校而言，有机会增加图书室的图书馆藏量；而社会公众则借助桂

馨基金会平台，让闲置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思科公司组织员工收集二手童书

河南省嵩县高村小学用收到的图书补充校园书吧 万科集团组织员工收集二手童书

贵州省贞丰县云盘小学的孩子们正在阅读贵州省贞丰县者相一小，孩子们收到“新图书”的快乐不言而喻

项目案例

一校之长之于乡村小学阅读工作

编者按：桂馨书屋项目于 2016 年在河南省嵩县纸房镇中心小学落地实施，在赵平安校长和王超人副校长通力合作下，

学校阅读工作开展的风生水起。2018 年，桂馨乡村悦读空间也在学校落成。他们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一校之长是一所

乡村小学推广阅读工作的关键和核心。在此通过王超人老师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一下学校书香校园阅读环境的实现过程。

如果把一所学校比作一列巴士，校长就是司机。特别是在教师的阅读成长与学校阅读推广工作中，校长

是核心发动机，更是学校的领路人。

河南省嵩县纸房镇中心小学的赵平安校长，几年前就开始不断思考乡村学校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在考虑

如何让学生在小学六年学习过程中得到幸福的童年。2013年-2016年，平安校长带领学校教师外出参访一些

优秀乡村小学后，确定了学校以阅读为主线开展系列活动的发展之路。

2016年初夏，在平安校长努力下，纸房镇中心小学得以实施桂馨书屋项目。这个机会来之不易，这也是学

校、教师以及学生所需要的。平安校长提前安排好书屋的位置、腾出书屋所用房间、购买书架、铺好木地板，

一切就绪只等桂馨基金会给学校捐赠的书籍到来。在桂馨基金会的官网文章里曾这样写道，“嵩县纸房镇中

心小学的桂馨书屋是建设速度最快的一个书屋，也是最给力的一个书屋。”这样的搭建速度，唯有这样给力

的校长可以做到。

学校桂馨书屋从落成到现在，一直以学生管理为主，教师管理为辅。学校从全校招募书屋管理员若干名，

负责书屋书籍借阅、归整、卫生等方面工作，各个班级也会选出一名班级管理员负责帮大家还书。学生的借阅

期限为5天，周一借，周五还，限制阅读时间利于督促学生快速阅读。2017年，桂馨基金会又为书屋配备了电

子借阅系统，电子借阅系统有着非常方便的借还书、借阅记录、借阅量等方面的功能，还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

学生的阅读状况。2018年春，学校匹配资金，在校园内设立了两个开放书吧，以便于孩子们阅览图书，并进一

步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

依托桂馨基金会的支持和引导，学校尽全力发挥桂馨书屋的作用，想尽一切办法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

这几年学校的阅读力量主要集中在班级阅读、校级阅读活动和教师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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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除了运营好桂馨书屋外，还开展多方面的阅读活动。如每年参加桂馨基金会组织的世界读书日活

动，组织学生开展故事大王、朗读比赛、阅读手抄报比赛、阅读之星评选等一系列主题活动，以提高和激发孩

子们的阅读兴趣。

除了学校级的活动外，各班级老师也会开展相应的读书活动。比如为孩子们上绘本课、整本书导读课和

交流课，开展班级读书会活动等。这些活动穿插于学生的日常，让学生天天都有时间阅读，与书接触。一系列

的活动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养成天天阅读的习惯，从而成为终身学习者、阅读者。

每次阅读活动，平安校长都参与其中，并给予大力支持，这给了教师更多心理上的鼓舞。校长读书的展

示，也是一种示范，更是一种阅读的引领。除了各种阅读活动外，最能引领学校阅读发展、促进教师成长的就

是学校的教师读书会。

我们多次参访了古城小学和青山小学，无不称赞他们的阅读工作开展的好，但纸房镇中心小学该从哪里

入手呢？赵校长提议先成立个组织，把学校喜欢读书的老师组织到一起商量。在这样的情境下，学校的读书

成长共同体成立了。有关阅读的方方面面，大家一起讨论，并制定一些措施。一支良性的阅读队伍让教师持续

前行，不断寻找更多的阅读方法，学习更多的阅读策略。

学校的读书会准确来说是在2016年春天开始组建，每期读书会平安校长都亲自参与，带头分享，让教师

看到校长的阅读成长，这是引领教师进入阅读的最好方法。活动中，校长毫不吝啬对教师的肯定，还会奖励

参与者一定的书籍，一方面是对教师的鼓励，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其它老师进入到这样的成长共团体中来。

学校的阅读前行，需要阅读活动、需要教师读书会，更需要书。桂馨基金会为桂馨书屋投入的书籍数量有

限，纸房镇中心小学有六七百名学生，能够提供给孩子们看的书还是少数。平安校长开始在社会上找资源、

找项目，想办法为学校孩子们提供可阅读的书籍。2017-2018学年，他链接了63887部队连续两年为学校捐

赠图书，这大大改善了学校学生多书少的问题，也让教师阅读的书目更丰富。

让学生爱上阅读，还要打造良好的阅读环境。2018年，桂馨基金会投入十几万元，将学校的桂馨书屋升

级改造成“桂馨乡村悦读空间”。悦读空间占用了学校的两个教室和一个办公室，这足以证明校长对学校阅读

的重视。后来，学校还在校园建设开放书吧，将更多的书籍开放给孩子们。

在学校开展阅读工作，既需要资金支持，更需要校长和老师们时间、精力的投入，但校长的关注和支持会

让这些问题变成教师成长、学校发展的契机。在纸房镇中心小学，我们正在经历着这些。

河南省嵩县纸房镇中心小学桂馨乡村悦读空间

教师阅读交流活动 校园阅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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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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桂馨乡村教师支持项目直接受益乡村师生24,067名，间接受益8万余人次。

2019年度，该项目新增直接受益人306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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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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4月26日-28日

2019年首场幸福园丁乡村校长培训在贵州
罗甸举行

4月27日-29日

“2019馨火访学（阅读主题）”在四川广元进行

06
6月12日-13日

2019年首场幸福园丁乡村教师培训在
河南汝阳举行

09

9月13日

2019桂馨乡村教师阅读包申请结果公布，141个
学校老师获得

9月21日

第二届“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论坛”在浙江
温州举行

9月22日-27日

2019桂馨乡村教师视野之旅在浙江温州举行

05
5月15日-18日

“2019馨火访学（科学主题）”在四川绵竹举行

08
8月14日-20日

由桂馨基金会参与主办的第三届行知教育两岸
论坛在南京举行

10
10月17日

2019年度乡村教师馨火基金发布申请公告，
历届南师项目获选教师均可申请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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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文 浙江省金华市环城小学校长

王晓君 温州市鹿城区教育研究院教研员、阅读推广人

王明礼 儿童戏剧培训师

田    民 青苗荟儿童产业集团高管、人力资源顾问

刘家杰 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积极心理学讲师

孙明霞 山东泰安泰山学院附属中学正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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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焕 上海佰特公益阿福童财商课讲师

汪    薇 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积极心理学讲师

张红莉 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积极心理学讲师

张文质 家庭教育学者、生命化教育发起人

杨瑞清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总校长

陈香吟 台湾新北市光华国小总务主任

陈    丽 北京市昌平区语文教研员

陈    耀 浙江省特级教师、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

肖    婷 楽丁坊Studio艺术总监和创始人、声乐导师

周    玫 北京大学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周洪宇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陶行知研究院院长

胡学亮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区教授

殷亚敏 第三届中国金话筒奖获得者、CCTV原主持人

梁    旻 职慧公益项目创始人、课程设计师

谢    云 四川省绵阳市溶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

赖和平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人类发展与教育系教育哲学博士

 项目年度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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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语录

赵银凤   河北省青龙县大森店小学

七天的视野之旅，让我结识了全国各地的优秀老师，优秀的专家教授，了解了当地历

史文化等知识。我更加深刻的意识到，乡村教育的振兴这条路虽然曲折难走，但我

们作为乡村教师一定要坚持，就像南怀瑾先生说的“我们虽然失望，但不能绝望”。

还有像桂馨这样的许多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一直关注着乡村教育，在这条路上我们

并不孤单，我们可以携手前行，并肩努力，让乡村教育之花永开不败，让未来充满

希望。

陈彬兰   湖南省蓝山县楠市中心小学

很庆幸这次能参加访学活动，它让我重新审视自己，一个在工作中遗失初心的自

己。我一直问自己：你想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创设什么样的课堂？大石小学那群自

信、阳光、可爱的孩子们给了我答案，点亮了我心中的一盏灯，原来课堂可以那样轻

松，每个孩子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每个孩子都愿意展示自己。这才是理想

教育的模式，而我会把这次访学的收获化为行动，由细节入手，踏踏实实去做。

王丽娜   河南商丘彭庄教学点

我对每次的馨火学堂都非常满意，热情的老师们每次都讲解的非常详细。同样作为

一名乡村教师，我也应该用自己的力量，整合资源，改变乡村教育的现状，让山里的

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同时也去影响别人，用互联网的思维去影响别人，带动乡村

教育这个大集体前进。

李芳芳   陕西省周至县双明小学

2018年8月，我校有幸申请到馨火基金，买来的图书一部分会按照学生年龄特点赠

与班级图书角，供孩子们平时课余时间阅读，拓宽视野；一部分是班级学生共读书

目，用以开展全班共读，阅读方法指导等。同时，为了促进教师阅读，学校成立了双

小“青椒”成长共同体，开展教师共读研讨活动。目前，每天早读前10分钟，学生都

会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晨诵，开启美好的一天；午间，孩子们也会安静地阅读；每晚

学生在家会坚持阅读打卡。老师们也能坚持共读、分享阅读心得。

一、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

1、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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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评选于2018年9月12日启动，2018年完成了资料整理与初审和电

话访谈工作。2019年，该项目主要集中在实地走访、网络展示、中期评审、专家评审和论坛暨颁奖礼的筹备、

组织与实施工作。

第二届“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论坛”于9月21日在浙江温州人民大会堂举行。当天，第四届“桂馨•南怀

瑾乡村教师计划”获选及入围教师正式揭晓，其中15位优秀乡村教师荣获第四届南师计划，3位乡村教师入

围。 论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获选及入围乡村教师、NGO同行、媒体代表以及基金会理事、捐赠人、合作伙

伴和志愿者等200余人参与。

捐赠方：大名城    桂馨之友    

特别鸣谢：温州南怀瑾书院    温州市南怀瑾人文公益基金会

项目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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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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博物馆体验扎染艺术 走进雁荡山开展地质考察

参观南怀瑾书院

南国熙先生、康典先生为入选教师颁发证书和奖章 黄益友先生、石平先生为入选教师颁发证书和奖章

朱景高先生、赵军先生为入选教师颁发证书和奖章 樊英女士为入围教师颁发证书

南怀瑾文教基金会理事长、南怀瑾之子南国熙先生
作主旨演讲《道不远人——南怀瑾先生的文化自信》

上海东方卫视主持人骆新先生作主旨演讲《大学越来越小》

第二届“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论坛”现场 参会嘉宾和入选教师合影留念

《讲话的艺术实战训练》主题培训

2、桂馨乡村教师视野之旅

9月22日-27日，包括第四届南师计划获选及入围老师在内的35名乡村老师在温州参加了为期6天的

2019桂馨乡村教师视野之旅活动。期间，老师们在桂馨基金会组织下与名师进行了深入交流，观摩了少儿图

书馆绘本教学，体验了温州乡村学校山水田园课程，领略了地方风土人情，并实地开展了地质考察等内容。乡

村教师视野之旅提升了教师的人文素养，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同时，35位老师互相交流学习，形成一个学习

共同体，共同学习和探索乡村教育。

捐赠方：大名城    

走进温州永嘉县花坦小学了解山水田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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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志平 「浙江省义乌市西山下小学」
“智力玩具”进课堂

孙水仙 「四川省广元市宝轮第一小学」 班级共读四大名著 李芳芳 「陕西省周至县双明小学」 书香校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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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馨火计划

1、馨火基金

馨火基金关注和支持入选南师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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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份，馨火基金支持了四川省盐源县达祖小学校园消防安全计划，鉴于校园大部分房屋为木质结构，学

校通过申请基金在校园里铺设了消防管道，安装了灭火设施。

10月17日，2019年度馨火基金申请公告发布，桂馨基金会共收到23位老师申请。入围名单审核通过后，

相关申请内容将在2020年内启动实施。

捐赠方：大名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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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共有240位老师获得馨火访学支持。

访学主题 实施时间 实施地点 受益人数

阅读 4月27日-29日 四川广元 19

科学 5月16日-18日 四川绵竹 66

行知教育 8月15日-20日 江苏南京 100

视野之旅 9月22日-27日 浙江温州 35

自主申请 4月-11月 南京、西安等地 20

捐赠方：大名城    

馨火访学（四川广元）

馨火访学（四川绵竹）

馨火基金支持南师计划教师实施内容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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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馨火学堂

馨火学堂是桂馨基金会发起的面向乡村教师及社会公众的网络学习与交流平台。

自2018年5月馨火学堂项目正式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网络授课50期，累计10,122人次参

与。其中，2019年开展网络授课28期，7118人次参与线上学习。

栏目名称 内容介绍

馨火阅读
汇聚一线阅读专家学者、优秀教师，讲述阅读教学经验、学校阅读推广故事，或图书管

理经验、班级阅读成长等真实案例，让改变从阅读开始。

馨火沙龙
邀请国内外一线优秀教师、教育专家和名师进行教育主题分享，或邀请图书作者、编

者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图书解读分享。

馨火读书会
通过共读图书、心得提交、线上交流等形式，支持参训教师群体形成良好的学习探讨

范围，彼此陪伴成长。

甜美老师讲绘本 邀请阅读推广人、儿童心理教育研究者通过绘本故事帮助成人更好理解儿童内心。

捐赠方：大名城    

馨火学堂志愿者管理团队

馨火学堂系列主题海报

4、行知教育实验

为支持乡村教师探索乡村教育发展新路径，学习和实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开展乡村基础

教育改革实验，2018年，桂馨基金会与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联合启动“桂馨•行知教育实验”公益项

目。该项目以“关怀生命，关注生长，关心生态，关切生机”为基本理念，以行知教育集团自1981年开展行知教

育实验的经验为基本范式，以“从我做起，带动家庭，以班为主，协进学校”为基本路径来尝试探索实现乡村

教育的新路径。

2019年，桂馨基金会与行知教育书院联合发布《行知教育实验操作手册》（第一版），并在全国11省区

招募了30位行知教育实验主持人。此外，桂馨基金会与行知教育集团、弘慧基金会在南京联合举办了第三届

行知教育两岸论坛和首届行知教育实验研修活动，来自海峡两岸400余教师共同参与。

捐赠方：万科集团

首届行知教育实验主持人研修班项目参会老师

第三届行知教育两岸论坛暨 2019 馨火访学（南京行）参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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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培训

万科•桂馨乡村教师关爱计划”教师健康关爱金、子女奖学金发放仪式

乡村教师申请图书开展阅读交流会活动乡村校长培训

三、幸福园丁计划

幸福园丁计划包含乡村教师培训和乡村校长培训两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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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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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幸福园丁计划项目已累计在全国5省13县（市）举办21场培训，直接受益乡村教

师和校长2413名。

2019年度，桂馨基金会实施乡村教师培训2场，乡村校长培训3场，累计631位老师和校长参与受益。

项目名称 实施时间 实施地点 受益人数

乡村教师培训
6月12日-13日 河南汝阳 281

7月10日-13日 四川芦山 159

乡村校长培训

4月26日-28日 贵州罗甸 61

7月12日-14日 四川古蔺 70

10月31日-11月2日 河南汝阳 60

捐赠方：深圳市莱蒙慈善基金会    大名城    

四、乡村教师关爱计划

1、乡村教师关爱

乡村教师关爱计划是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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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共有贵州省贞丰县9位乡村教师获得大病医疗救助资助金26万元，24位乡村教师子女获得

奖学金共计12万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乡村教师关爱计划项目直接受益人数为1350名。

捐赠方：

北京赛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虹晟和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大名城

陈远玲    蔡炘明    胡苏禹    陆晓明    刘   雨    刘意颖    潘莹莹    Tobias GAO

吴   刚    杨红梅    杨瑞清    周   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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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基金会从多位专家推荐的书目中精选43

本优质图书，直接寄送至乡村学校，供全校教师阅读。

2019年度，共有180所乡村学校获得阅读包，发放图书7740本。

捐赠方：大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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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达祖小学乡村教师支持

2019年4月，桂馨执行团队在四川省盐源县达祖小学实地调研、了解需求并进行评估后，为帮助学校保

持教师队伍稳定性、保障教学质量，设立了该公益项目。该项目通过为达祖小学任教一年以上本地教师每月发

放生活补助1000元，以期缓解本地教师生活压力，让其安心任教，进而稳定学校教师队伍，减少教师流动。

自2019年9月，桂馨基金会开始为达祖小学9位本地教师每月发放生活补助。

捐赠方：桂馨之友   

项目案例

项目名称：2019馨火访学（四川广元）

捐 赠  方：大名城

实施时间：2019年4月27日-29日

项目目标：拓展乡村教师学习视野，提升教师职业能力，增强乡村教师交流互助

项目实施内容及成效：

本次访学在四川省广元市举行，共有来自6省8市（县）的19位桂馨项目区域教师参与。

本次访学主题集中在阅读方面，桂馨基金会将阅读论坛与乡村校园参访结合，希望老师们既能获得理念

上的提升，又能学习借鉴好的实操方法，同时互相交流，碰撞出阅读的火花，回到自己学校后能将阅读逐步做

起来。这也将探索出更有助于乡村教师后续成长及所在地区教育生态环境的项目模式。

在广元参访的两所学校分别是“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第二届、第三届的两位入选教师谭桂珍、孙

水仙所在学校，两位教师在学校坚持做阅读推广，带领学生、家长和老师共同阅读。2018年，她们申请到馨火

基金资金，用于开展校园阅读活动，实施效果显著。

这种小规模主题访学以基金会成熟项目区域为基础进行，对老师们更有适用性。本次访学让桂馨三大类

项目教师跨区域、跨项目交流，互相借鉴和学习，增加了区域间互动，各区域间也可以形成对比，促进区域内

项目发展水平提升。

达祖小学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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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艺术课堂项目启动于2017年，是桂馨基金会在中西部乡村小学尝试探索儿童美育教育的公益项目，旨

在通过绘画、戏剧、音乐等多元的形式，推广相关理念和知识，培养儿童对美的感知和表达能力，进而促进儿

童各方面综合素质的提升，让乡村儿童也能发现美、创造美、享受美。

截至2019年12月31日，馨艺术课堂项目已累计在宁夏开展3场，在湖南开展3场，在河南开展4场，累计

2421名乡村师生参与其中并受益。

馨艺术课堂
让乡村儿童发现美、创造美、享受美

2019年度馨艺术课堂项目讲师团队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明礼 出线文化创始人、戏剧导师

关银银 国家大剧院“高参小”教师

曲燕南 黑龙江省幼儿美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李一夫 乐丁坊音乐教师

吴晓艳 乐丁坊音乐教师

肖金志 兰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师

肖    婷 乐丁坊创始人、艺术总监

杨晓溪 卓伦艺术中心美术教师

张    成 职业艺术家

张画画 卓伦艺术中心音乐教师

张苏萍 卓伦艺术中心负责人

侯丽梅 职业艺术家

高登科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社会美育研究所副所长

陶    陶 乐丁坊音乐教师

徐    帆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社会美育研究所研究员

黄    明 国家大剧院“高参小”教师

梁    潇 乐丁坊音乐教师

游思涵 出线文化创始人、戏剧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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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戏剧部分

馨艺术课堂之戏剧部分于今年3 月8日启动。

3月29日-31日，在出线计划和北京林业大学支持下，桂馨乡村儿童戏剧课堂之教师培训在北京林业大学

举行，全国9省13县25个学校的31位老师参与，培训之后，老师们回到学校继续开展绘本剧实践。

4月18日-23日，两名戏剧导师游思涵、王明礼去到项目地实际指导老师们绘本剧排练。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首场桂馨乡村儿童绘本剧展演在河南嵩县举行。

7月10日，绘本剧《花木兰》展演及分享会在北京知音堂举行。

8-11月，参与戏剧项目的老师们继续实践并编定《戏剧教育实操手册》1.0版本。

捐赠方：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三、音乐部分

4月初，乐丁坊Studio创始人肖婷女士一行人员走访了河南省汝阳县的6所桂馨书屋项目学校，了解了乡

村小学音乐课程开展情况。7月22日-26日，桂馨联合乐丁坊在河南省汝阳县玉马小学开展了一场乡村音乐夏

令营，60余名乡村儿童参与其中。活动期间，汝阳县10位音乐教师全程参与学习。

一、绘画部分

2019年，馨艺术课堂之绘画部分先后在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湖南省龙山县大安小学、湖南省龙

山县贾坝小学、河南省嵩县纸房小学、河南省汝阳县玉马小学共开展5场，累计630名乡村学童参与其中。此

外，项目还在湖南省龙山县为全县100余名中小学美术教师举办了一场美术讲座。

捐赠方：Celadon Partners   红杉中国（Sequoia China）  天亿集团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   李培育

项目实施情况

绘画课堂

戏剧展演

音乐课堂

        微语录

张苏萍   卓伦艺术负责人

孩子们总是能带给我们欣喜，他们的自律、自觉、勤劳永远让我们惊叹，虽然物质上

匮乏，但是每一笔，一剪，一纸，从来都不会少。

王明礼   出线计划戏剧培训师

戏剧教育是相信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相信学生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相信乡村教

育能够变成什么样，相信中国的教育能够变成什么样，它是行动，会带来改变。

肖    婷   乐丁坊（北京）创始人、艺术总监

我期待与这些孩子再次相见的那天，我希望时间再长一些，让我带着音乐，你们带

着歌声，一起传递音乐、感受生活之美，一起传递爱、憧憬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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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项目

1、馨公益推广

2019年，桂馨基金会结合“从馨遇见你”年度公益主题策划了整年的品牌推广计划，并于11月9日在深圳

举行了2019馨心相印慈善之夜活动。年会现场通过互动体验、嘉宾主题分享、公益影像等形式，让与会嘉宾

了解了桂馨公益发展历程、公益成果，以及未来项目实施计划。此外，嘉宾们通过馨公益义拍、项目认捐、馨

公益市集等途径，参与支持桂馨公益项目和机构可持续运作和发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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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该项目共资助66名学生。

截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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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人次。

捐赠方：

王梦赟    石   平    刘宝瑞    孙晓冰    陈素红    尚   文    范   伟    郑旭君    高   坤    朗   俊    章明慧

康   典    韩   桦    谭中杰    樊   英

阅读主题体验区 科学主题体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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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公益活动

1、2019馨公益挑战

今年5月11日、25日和11月10日，桂馨基金会分别与高伟达、诺亚财富&上海诺亚公益基金会、慈树合

作，由生命动力（Life Power®）提供支持，先后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各举办了一场以“健康、公益、快乐”

为主题的馨公益挑战活动。三场活动累计有217余名馨友参与，76余名志愿者及工作人员提供志愿服务。通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三场活动累计筹集善款84,190元，并用于支持桂馨书屋“小种子”绘本计划公益项目，

为乡村学校的孩子们送去优质绘本图书作为礼物，让孩子们迈进不一样的阅读世界。

北京站 上海站

深圳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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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馨公益之旅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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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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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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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面向更多社会公众传播了公益知识和理念。

4、99公益日网络众筹

今年99公益日期间，桂馨基金会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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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顺利完成筹款目标。本次项目筹款目标250,211元，实际公众捐款250,220.9元。该

项目在99公益日期间累计获得配捐81,462.11元，其中腾讯基金会配捐33,948.35元，爱心伙伴配捐

47,513.76元。项目累计获得5081人次爱心人士捐赠支持，累计筹集善款331,683.01元。该项目所

筹集公益善款将为50所乡村学校师生送去优质精选图书，帮助学校改善阅读环境，让孩子们的改变因阅读

而发生。

2、2019馨公益•善行者公益徒步

2019年，桂馨基金会继续联合合作伙伴、志愿者组成9支队伍，先后参与了在成都、北京由中国扶

贫基金会主办的2019善行者50KM公益徒步活动。期间，两地馨友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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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四川绵竹地区、湖北枣阳地区项目学校师生自发在当地举行公益徒

步，用行动参与和传播公益。2019年度，累计有111人参与了该项活动。本次活动的组织和参与、传播，

进一步密切了基金会与馨友们的联系，也面向社会公众传递了“每一步都会带来改变”的公益理念。

成都站

北京站

四川绵竹站 湖北枣阳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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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二届“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论坛”

9月21日，第二届“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论坛”在温州举行，本届论坛由桂馨基金会和南怀瑾文教基金

会、温州南怀瑾人文公益基金会主办，温州南怀瑾书院承办，大名城和爱心馨友捐赠支持。论坛上，第四届

“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项目获选及入围教师正式揭晓，其中全国15位乡村教师获选，3位乡村教师

入围。本届论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获选及入围乡村教师、公务员、大学生、NGO同行、媒体代表以及基金会

理事、捐赠人、合作伙伴和志愿者等近200人参与。

6、2019馨心相印慈善之夜

11月9日，以“从馨遇见你”为主题的2019馨心相印慈善之夜再次来到深圳，桂馨基金会携手220余名

各界馨友相聚一堂，交流、分享教育、慈善等话题，为促进教育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蓄力。慈善之夜现场，基金

会通过馨公益影像、馨公益体验、馨公益展示等形式，让馨友们现场了解了桂馨教育公益项目实施内容和带

给乡村师生的改变，同时通过馨公益义拍、项目认捐、馨公益市集等环节筹集了桂馨公益项目未来执行所需

善款。

7、2019桂馨志愿者年会

12月7日-8日，以“我是志愿者”为主题的2019桂馨志愿者年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由民生人寿保险

公益基金会、爱佑慈善基金会支持开展，来自全国各地的桂馨志愿者以及馨公益伙伴代表、政府主管部门领

导以及公益同行150余人参会。期间，桂馨邀请各界嘉宾围绕志愿服务、乡村教育、公益慈善等主题进行了交

流分享，志愿者年会是桂馨基金会向馨友们传递、分享志愿服务精神的重要平台。

参会嘉宾

资中筠先生主旨演讲《教育与公益》 戏剧体验

为年度优秀志愿者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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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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共有来自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和项目实施地区的122名桂馨之友参与桂馨公益项目活

动，其中包括69名捐赠个人和捐赠机构员工代表，累计提供志愿服务5688小时。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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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项目 参与日期
志愿服务

时数

1 刘晓林  马铁风  李昳垚 湟中县桂馨科学课项目 4月3日-4日 ——

2
肖婷  陶陶  梁潇

王明礼
汝阳县6所学校桂馨书屋项目 4月3日-4日 ——

3 王明礼  游思涵 嵩县、汝阳县馨艺术课堂项目 4月18日-23日 ——

4
张成  侯丽梅  曲燕南

张苏萍  贺自蓉
张程小学馨艺术课堂项目 5月6日-10日 200小时

5 高登科  徐帆  刘明 大安小学馨艺术课堂项目 5月6日-10日 120小时

6 黄明  关银银  贾斌 贾坝小学馨艺术课堂项目 5月6日-10日 120小时

7 董恃  陆志翔  陈林
云盘小学、者相镇第一小学桂馨乡村悦读

空间项目
6月18日 ——

8 张芯蕊 木引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7日-15日 144小时

9 李虹  夏莎  达奕多 瑶北坡小学、南街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8日-9日 48小时

10 陈曼玲 桂馨科学夏令营（湖北枣阳营） 7月8日-10日 24小时

11 石平 嵩县、汝阳县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9日-14日 ——

12 王清河 幸福园丁-乡村教师培训 7月10日-13日 32小时

13 黄平  姜阔  闫立 交砚中心校、董王中心校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11日-13日 72小时

14 黄晓琼  李晔 老庄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13日-14日 32小时

15 朱冀纲 桂馨科学夏令营（青海湟中营） 7月14日-18日 40小时

16 李朝辉 桂馨科学夏令营（青海湟中营） 7月14日-18日 40小时

17 肖灿军  肖邦 桂馨科学夏令营（青海湟中营） 7月15日-17日 48小时

18
于凯  韩境陶  王琦

霍均宜
纸房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15日-17日 192小时

19 石平 桂馨科学夏令营（青海湟中营） 7月15日-18日 ——

DONORS
捐赠人

不止于捐赠

122
名桂馨之友

5688
小时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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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捐赠人、馨友、理事 参与项目 参与日期
志愿服务

时数

20 王为实  王紫珊 水沙坪苏泊尔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15日-19日 160小时

21 王明礼  漆怡安  游思涵 桥头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15日-20日 120小时

22 任兵  朱越 罗妥中心校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15日-21日 224小时

23 李岚 董王中心校、交砚中心校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16日-19日 64小时

24 王诗棋  吴昕蓉 柏树乡中心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17日-19日 96小时

25 巨红梅 逢亭小学、纳闹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17日-27日 176小时

26 朱琳 翟岭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19日-21日 32小时

27 俞爽
酒店小学、柏树乡中心小学桂馨书屋悦读

夏令营
7月21日-23日 80小时

28 韩桦 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 7月22日 ——

29 李岚  朱冀纲 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 7月22日-25日 128小时

30 王晓霞 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 7月23日-24日 ——

31 马振
李哈拉小学、崔家湾小学桂馨书屋悦读

夏令营
7月21日-26日 96小时

32
肖婷  陶陶  梁潇

吴晓艳  李一夫
玉马小学馨艺术课堂项目 7月22日-26日 200小时

33 朱昊婷 纳闹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22日-27日 96小时

34 周润梅  刘警慧  黄立雪 大章中心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23日-25日 144小时

35 贾斌 白羊中心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23日-26日 64小时

36

韩桦  孙艳霞  刘蓉

董子维  韩祯西  刘嘉华

肖鸣   Vanessa Zhao

逢亭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23日-28日 672小时

37 张琦  李泽熙 水银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23日 -30日 256小时

38 包虹剑 下蔡店小学、纸房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24日-26日 ——

39 宋佳纯  周磊 大章中心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27日-28日 32小时

40 邓正罡 桂馨科学夏令营（青海大通营） 7月27日-8月4日 72小时

41 王寒  张苏樊  王艺蒙 桂馨科学夏令营（青海大通营） 7月29日-7月31日 72小时

42 钱建峰  居然 桂馨科学夏令营（青海大通营） 7月29日-8月2日 80小时

43 李茸  邵真如 靛房镇九年一贯制学校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30日-8月3日 192小时

44 思科公司（16名员工） 两河口小学、老庄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7月31日 160小时

45 香港馨友一行（11人) 大亭中心校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8月1日-4日 704小时

范斌赫先生考察河南汝阳桂馨书屋项目学校期间与老师
们合影留念

万科集团员工代表董恃先生考察贵州省贞丰县云盘小学
桂馨乡村悦读空间项目

上海馨友包虹剑女士在河南省汝阳县纸房小学考察悦读
夏令营期间聆听孩子的心声

北京馨友王寒先生参与青海大通桂馨科学夏令营期间与
孩子们一起探究植物属性

序号 捐赠人、馨友、理事 参与项目 参与日期
志愿服务

时数

46 高卉 桂馨科学夏令营（青海大通营） 8月2日-4日 ——

47 邰南 桂馨科学夏令营（湖北谷城营） 8月11日-12日 16小时

48 黄皖瑶 桂馨科学夏令营（湖北谷城营） 8月11日-17日 56小时

49 吕也 桂馨科学夏令营（湖北谷城营） 8月11日-17日 56小时

50 吴而宝 桂馨科学夏令营（湖北谷城营） 8月11日-17日 56小时

51 范斌赫 玉马小学、三屯小学、杜康小学桂馨书屋项目 9月2日-4日 ——

52
张成  张画画  杨晓溪

刘祺莹  巨红梅
玉马小学馨艺术课堂项目 9月23-27日 200小时

53
侯丽梅  曲燕南  肖金志 

张苏萍  赖思佳  李岚
纸房小学馨艺术课堂项目 9月23-27日 240小时

54 穆放 下蔡店小学桂馨书屋项目 11月1日 ——

55 董恃  陈林
云盘小学、者相镇第一小学桂馨乡村悦读

空间项目
11月18日 ——

总 计：122名馨友 568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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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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桂馨志愿者参与情况

年度 人次 服务小时数
折合工作日
（8h/天）

桂馨书屋 501 89,301 11,163

桂馨科学课 347 18,894 2362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 1302 163

公共关系 285 5684 711

合计 1334 115,181 14,399

桂馨志愿者历年服务数据

年度 人次 服务小时数
折合工作日

（8小时/天）

2008 50 1072 134

2009 114 9096 1137

2010 442 45,768 5721

2011 427 61,376 7672

2012 566 79,240 9905

2013 739 114,416 14,302

2014 991 332,296 41,537

2015 1028 159,696 19,962

2016 668 113,760 14,220

2017 833 98,562 12,320

2018 926 115,784 14,473

2019 1334 115,181 14,399

合计 8118 1,246,247 155,782

 2019桂馨志愿者项目主要捐赠方：民生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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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
名志愿者

115,181
小时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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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桂馨志愿者工作亮点

1、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体系更加完善

2019年，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活动中首次引入特约观察

员机制，聘请往年优秀志愿者利用自身经验为今年夏令营实施

团队提供专业观察、评估和支持。同时，基金会以这批志愿者

为基础成立了小口袋志愿者联盟，为悦读夏令营方案设计、案

例整理等工作提供支持，并着手编撰《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志

愿者手册2.0版》。

2、参加桂馨公益活动志愿服务人数再创
新高

2019年度参加桂馨公益活动志愿者人数为历年最高，共

274人。本年度，桂馨基金会进一步扩大馨公益之旅、馨公益

挑战、善行者等公益活动场次和规模，为更多桂馨之友和社会

公众提供了参与桂馨公益项目和活动的途径，同时也向更多人

传播了桂馨公益理念和开展内容。

3、桂馨志愿者年会更加开放、多元

2019桂馨志愿者年会以“我是志愿者”为主题，参会人群

从志愿者拓展到捐赠人、合作伙伴、公益同行、政府主管部门

等群体，参与人数150余人，为历年新高。同时，年会交流分享

内容更多向社会责任、公共服务、青年成长角度延伸，通过邀

请各行各业嘉宾进行更加丰富多元的内容分享，期望从更加宏

观社会视角拓宽参会者视野。

        微语录

张   琦   中华女子学院教师

公益可以是一个行为、一份职业，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相信众多馨友和我一样，

一入桂馨，心里就多了一份期盼，盼望能为乡村老师、为乡村的孩子做些事情。

张华洋   淮北师范大学学生

10多天，我们志愿者真正能给孩子们带来的知识真的不多。但我们，可以给他们带

去一种可能，一种他们目前不敢想，但却是可以实现的可能。我们可以告诉他们，目

前他们所处的环境条件是暂时的，不能被环境所限制。我想，当这颗“种子”一旦播

下，那便会在孩子们心中发芽、生长。 

邓   洁   江苏省南京市科利华小学教师

今年我在科学夏令营中继续做辅导老师，又负责萝卜高塔项目，又是辗转来到目的

地，又需要连续工作好多天。但今年更多的是淡定，是坚定，是肯定。面对苦累更淡

定，面对科学教育更坚定，面对桂馨科学夏令营的活动更肯定。看到一群志同道合

的朋友，我相信， 这一切都值得。

李   岚   桂馨摄影志愿者

参与到桂馨的项目中以后，我走访过许多贫困山区的老师和孩子。那些常年坚守在

贫困山区的老师，甚至一人一校的老师，他们的孤独和坚守，他们的困苦和一辈子的

付出从来就没有和他们得到的成为正比。那些出生时就带着各种不幸的孩子，他们

的未来在哪里？从他们身上，我突然发现自己以前所谓的失去和烦恼是多么的不值

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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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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NERS
合作伙伴

互信、互助
分享、共赢

教育及行政部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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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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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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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学校 25 个

  城市知名中小学、师范类高等

  院校等，为桂馨乡村教师和志

 愿者交流、培训、学习搭建好

 平台，为项目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持。 

媒体伙伴 24 个  

传播也是一种公益。

专业支持机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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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学校 

     302 所

遍布中西部各省区的乡村项

目学校，是桂馨公益事业

实践和发展的重要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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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行政部门：

北京市民政局

首都公益慈善联合会

中国教育学会科学教育分会

河北省景县教育局

河南省洛阳市老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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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遂川县教育局

江西省永新县教育局

湖南省小学科学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

湖南省长沙市小学科学教学专业委员会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学会

湖南省株洲市小学科学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

湖南省株洲市教育局

湖南省株洲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南省株洲市禄口区教育局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教育局

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教育局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教育局

湖南省龙山县教育局

湖南省保靖县教育局

湖北省监利县教育局

湖北省襄阳市教育研究室

湖北省枣阳市教育局

桂馨2019年度合作伙伴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湖北省谷城县教育局

湖北省保康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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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雅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四川省名山区教育局

四川省芦山县教育局

四川省汉源县教育局

四川省绵竹市教育局

四川省什邡市教育局

四川省古蔺县教育局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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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浙江省教育学会科学教育分会

浙江省温州市教育局

福建省教育学会小学科学教学专业委员会

高校志愿者社团和其他团队：

北京理工大学护航者协会

北京中医药大学之雨志愿者协会

北京中医药大学太阳花支教协会

北京林业大学材料学院志愿服务队

外交学院知行学会

中国农业大学烛光社

天津商业大学爱心支教队

天津师范大学种太阳助学行动

渤海大学自行车协会

大连大学人文学部青年志愿者协会

辽宁师范大学创行团队

山东大学蒲公英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济南大学新野农村发展促进会

曲阜师范大学珍爱西行支教团

烟台大学西望桥公益组织

南京审计大学公益创意实践协会

淮北师范大学薪火义务支教社

阜阳师范学院大学生科普协会

河南大学绿芽支教团

河南农业大学心火支教团队

郑州大学微光志愿服务队

湖北经济学院吴天祥小组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初教瑾航志愿服务队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社会实践服务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悦快乐支教团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舒馨支教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守望支教社

长沙师范学院向日葵支教协会

赣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江西财经大学暖阳社

江西农业大学甘露支教团

云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宁夏大学晨曦计划

思科公司员工志愿者团队

中视金桥员工志愿者团队

万科集团员工志愿者团队

诺亚财富员工志愿者团队

高伟达员工志愿者团队

桂馨科学课名师志愿者团队

馨艺术课堂项目支教团队

《桂馨之友》杂志编辑团队

桂馨基金会英文翻译团队

馨火学堂运营团队

桂馨科学云编辑团队

阅开馨编辑团队

合作学校：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英才小学

福建省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江苏省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江苏省南京市成贤街小学

江苏省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江苏省南京市行知小学教育集团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新桥中心小学

浙江省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浙江省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浙江省杭州胜利实验学校

浙江省杭州市时代小学

浙江省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浙江省杭州保俶塔实验学校

浙江省永嘉县花坦小学

浙江省安吉县实验小学

浙江省安吉县第四小学

浙江省安吉县第七小学

浙江省安吉县紫梅小学

浙江省安吉县上墅小学

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小学

浙江省安吉县杭垓小学教育集团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爱山小学教育集团

上海交通大学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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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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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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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

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北京幸福教育基金会

北京童年一课助学发展中心

沪江网互+计划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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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

温州南怀瑾书院

温州南怀瑾人文公益基金会

专业支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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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出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金卓伦国际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北京滴答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可染画院

乐丁坊(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生命动力/Life Power®

广州市越秀区颗粒公益传播发展中心

福建省小学科学叶彩红名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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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市少儿图书馆

温州市博物馆

媒体伙伴：

财新传媒

中国网

新京报

昌平报

中国发展简报

中国老区网

凤凰网

红网

四川新闻网

湖南教育网

龙山新闻网

长沙晚报

广元日报

贵州日报

黔西南日报

南京晨报

厦门日报

海峡导报

襄阳日报

温州日报

温州都市报

浙江新闻网

温州新闻网

小学科学教学网

思科公司员工参与支持 2019 馨公益·善行者活动

温州南怀瑾书院作为合作方承办 2019 桂馨
乡村教师视野之旅

生命动力培训师参与支持馨公益挑战公益活动

高伟达公司参与支持 2019 馨公益挑战（北京站）

河南省汝阳县教育体育局局长马胜利夏令营
期间走访活动学校

出线文化戏剧导师游思涵、王明礼在 2019 桂馨志愿者年会上
带领大家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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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团队

谦逊低调有情怀
务实专注可持续

2019年，在完成各项既定工作计划基础上，桂馨团队文化建设活动亦丰富多彩。

理事会石平先生、韩桦女士、高卉女士和路小蔷女士先后来到基金会办公室，参与桂馨理事日活动。理事

日活动让团队伙伴在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也感受到理事会对执行团队的持续关注和支持。

为了能更好服务乡村教师和孩子，4月份，执行团队来到桂馨多年持续支持的四川省盐源县达祖小学访

学，学习学校办学理念、办学模式、自然教育、生态助学、东巴文化传承等内容，并进一步了解了乡村学校老

师和孩子的真实需求。

2019年，执行团队伙伴持续开展读书会、分享会等团队学习活动。在提高艺术素养方面，举办了花艺沙

龙，邀请音乐老师做音乐赏析，并观看了中国交响乐团合唱音乐会、北京国际音乐节演出和数部艺术类电影；

在提升团队专业能力方面，走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与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师生开展了交流学习，

并邀请专业人士陆续开展了基金会合规管理、品牌传播、礼仪等相关内容讲授。

执行团队伙伴日常工作忙碌，所以日常运动健身尤为重要。为此，执行团队先后去到通州大运河森林公

园、朝阳公园、奥森公园、凤凰岭举行徒步。最温暖的一幕是在10月13日北京善行者50KM徒步活动终点处，

团队伙伴任飞艳女士和未婚夫冷天娇先生在团队策划下喜结良缘，并收到了所有人的美好祝福。

未来，执行团队每位员工将继续不断提升个人专业能力，更好完成机构的目标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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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BOARD OF DIRECTORS

执行团队
EXECUTIVE TEAM

桂馨基金会三届五次理事会会议在北京举行

冯唐先生参与馨心相印慈善之夜
并做主旨分享

樊英女士、韩桦理事参与 2019 桂馨科学
教研员培训活动

路小蔷理事参与桂馨理事日与团队伙伴
交流分享“电影与人生”。

走进达祖小学森林农场体验农事 深圳馨友任离女士品牌传播策略培训 团队走进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交流公益

大运河森林公园徒步 乐丁坊肖婷女士为团队带来音乐赏析 资深馨友李虹女士带来礼仪培训

樊英女士在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欧分享
交流会上分享参访思考

凌克先生参加 2019 馨心相印慈善之夜 韩桦女士参与贵州罗甸区域 2019 桂馨
书屋悦读夏令营期间参观书屋

参加《合唱艺术百年经典》音乐会 团队内部 PPT 制作分享 走进外伶仃岛开展团队建设

樊英女士、高卉女士参与青海大通桂馨
科学夏令营与老师们合影

石平先生与桂馨伙伴一起参与善行者
50KM 公益徒步活动

法律顾问赵军先生为团队培训常用
法律法规

团队伙伴任飞艳女士和冷天娇先生在大家
的祝福中喜结良缘

桂馨团队挑战完成善行者 50KM 公益徒步

康典先生和其他嘉宾一起启动第五届
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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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年度收支表（单位：RMB元）

收    入

捐赠收入     

限定性收入 12,926,931.15 

    桂馨书屋 6,492,327.45

    桂馨科学课 3,521,787.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1,415,290.53

    其他项目 804,542.17

    公益项目专项基金 692,984.00

非限定性收入 1,552,018.24

捐赠收入合计  14,478,949.39

提供服务收入 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投资收益 1,857,734.92

其他收入 22,516.64

收入合计 16,359,200.95

支    出

公益支出

    桂馨书屋 7,798,293.68

    桂馨科学课 4,004,071.08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322,423.02

    其他项目 2,011,663.00

公益支出合计 16,136,450.78

管理费用 795,449.45

支出合计  16,931,900.23

备注：最终数据以基金会2019年度审计报告内容为准。

2、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RMB元）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净资产 捐赠收入 公益支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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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3,600,099.73
9,140,435.34

52,541,945.91

29,411,903.43

11,056,988.26

73,489,099.37

14,478,949.39
16,136,450.78

72,916,8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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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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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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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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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2,327.45

3,521,787.00

1,415,290.53

804,542.17

桂馨书屋 桂馨科学课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其他项目

(万元)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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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桂馨书屋 桂馨科学课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其他项目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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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8,293.68

4,004,071.08

2,322,423.02
2,011,663.00

3、桂馨专项基金公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单位：RMB元）

专项基金
名称

2018年底
金额

2019年
增加金额 累计金额 2019年收益 累计收益 收益累计

使用

桂馨科学
教育基金

6,056,331.36 5,000.00 6,061,331.36 299,795.82 1,544,950.28 962,609.88

桂馨书屋
阅读基金

6,125,010.00 6,500.00 6,131,510.00 303,195.51 1,456,533.96 870,625.73

桂馨志愿
者基金

6,103,922.57 0.00 6,103,922.57 302,151.64 729,138.03 200,803.80

桂馨·南怀
瑾乡村教
师基金

5,270,544.00 681,484.00 5,952,028.00 260,898.4 973,058.88 160,000.00

合计 23,555,807.93 692,984.00 24,248,791.93 1,166,041.37 4,703,681.15 2,194,0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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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专项基金投资收益部分已用于支持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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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信托投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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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年度捐赠明细

1）、个人捐赠明细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90102 王丽琴 500.00 其他

20190107 郑旭君 2,060.00 桂馨之桥

20190108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书屋

20190108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111 邱莎莎 200.00 非指定

20190114 杜永波 6,000.00 其他

20190116 蔡明雅 1,505.70 桂馨之桥

20190119 桂馨之友 1,600.00 馨艺术课堂

20190119 孙慧凌 500.00 其他

20190121 刘 威 5,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90121 Jason Lam 6,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90121 许彦清 7,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90123 张 旭 4,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127 包 凡 1,00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90208 刘珮颖 1,519.64 非指定

20190211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书屋

20190211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212 杨 飞 300.00 非指定

20190213 张 旭 1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214 吴 芳 2,000.00 桂馨科学课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90217 杨 飞 300.00 非指定

20180226 尚 文 2,060.00 桂馨之桥

20190304 杨 飞 200.00 非指定

20190306 蔡衍义 18,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307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书屋

20190307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310 秦小哲 3,000.00 其他

20190314 杨 飞 150.00 非指定

20190314 杨蕙榕 4,500.00 桂馨书屋

20190321 王 童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90325 张 旭 1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328 桂馨之友 153.00 桂馨书屋

20190328 丁吉昌 2,000.00 桂馨书屋

20190328 戴周颖 2,000.00 桂馨书屋

20190328 李永明 100.00 桂馨书屋

20190328 谢 佳 88.88 桂馨书屋

20190328 刘博亮 100.00 桂馨书屋

20190328 胡晓东 100.00 桂馨书屋

20190328 吴新明 2,000.00 桂馨书屋

20190328 祝 倪 222.00 桂馨书屋

20190328 陈 立 2,222.00 桂馨书屋

20190328 肖玉欣 1,000.00 桂馨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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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90328 严海锋 10,000.00 桂馨书屋

20190328 张 峥 1,000.00 非指定

20190330 杨 飞 50.00 非指定

20190401 杨 飞 125.00 非指定

20190408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书屋

20190408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418 杨 飞 200.00 非指定

20190419 张 旭 4,000.00 桂馨书屋

20190419 张 旭 3,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90419 张 旭 3,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509 赵晓红 300,000.00 非指定

20190510
送给索尔汤和Emily新婚

祝福的所有亲朋好友
30,000.00 桂馨书屋

20190502 杨 飞 100.00 非指定

20190505 池芸城   池芸衡 96,232.00 桂馨书屋

20190506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506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书屋

20190508 闫思宏 52,946.00 桂馨书屋

20190509 张 旭 3,000.00 桂馨书屋

20190509 张 旭 3,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90509 张 旭 4,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509 赵 军 48,166.00 桂馨书屋

20190511 李定中 30.00 非指定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90521 张 旭 1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528 杨 飞 100.00 非指定

20190601 汪寿明 1,000.00 其他

20190603 桂馨之友 48,166.00 桂馨书屋

20190604 吕彤岩 200,000.00 桂馨书屋

20190604 吕彤岩 100,974.65 桂馨之桥

20190604 TONG CHANG 7,590.87 桂馨书屋

20190606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书屋

20190606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612 肖灿军 5,000.00 桂馨书屋

20190612 杨 飞 50.00 其他

20190627 Murphy Yang   肖一言 52,946.00 桂馨书屋

20190628 杨 飞 100.00 其他

20190704 桂馨之友 48,116.00 桂馨书屋

20190708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书屋

20190708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729 张 旭 3,000.00 桂馨书屋

20190729 张 旭 3,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90729 张 旭 4,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730 刘警慧 1,000.00 桂馨书屋

20190730 杨 飞 250.00 非限定

20190801 黄志明 12,400.00 桂馨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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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90822 王 智 500.00 其他

20190805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书屋

20190805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809 戴天铖 500.00 桂馨书屋

20190925 康 典 199,093.5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911 刘 翔 200.00 非限定

20190917 杨 飞 300.00 其他

20190906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书屋

20190906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001 杨 飞 300.00 其他

20191007 邓建湘 90.00 其他

20191009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书屋

20191009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011 刘 芳 283.00 其他

20191017 杨 飞 100.00 其他

20191027 董少鹏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07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书屋

20191107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109 王 韬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09 喻 龙 100,000.00 其他

20191109 赵 军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09 张若楠 20,000.00 桂馨书屋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91109 魏 伟 5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109 唐鹤飞 5,000.00 其他

20191110 陈东山 5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112 佟 捷 230,000.00 其他

20191113 刘东伟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23 路小蔷 4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23 郑 瀛 4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23 杨志中 5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123 王瀚宇 60,000.00 其他

20191123 康 典 17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91123 余海音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23 陆 戎 70,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91123 石 平 100,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91129 桂馨之友 17,200.00 馨艺术课堂

20191129 王晓君 4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张梓毓 100.00 馨艺术课堂

20191130 何 远 200,000.00 其他

20191130 安洪军 70,000.00 其他

20191130 赵显龙 4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高 卉 20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高 卉 100,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91130 陈 慧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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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30 桂馨之友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赵 驹 6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91130 吴强华 500.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杨春明 5,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汪劲松 5,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杨春明 1,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130 杜凯羽 10.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沈嘉浠 1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130 徐 彬 1,25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130 毛智慧 5,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凌 克 5,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毛智慧 5,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130 蓝海坡 5,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130 殷 浩 500.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柴俊萍 500.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史文超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杨 荷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史文超 999.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130 赵 璀 666.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130 杨 荷 411.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130 桂馨之友 5,066.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桂馨之友 7,548.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130 桂馨之友 7,409.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91203 包 凡 500,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91204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书屋

20191204 刘丽华 5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205 李冰 刘 平 20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205 秦小哲 1,000.00 其他

20191206 张 旭 1,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209 杨 飞 200.00 其他

20191210 邓 洁 720.00 其他

20191213 邓建湘 300.00 其他

20191216 赵晓红 260,000.00 其他

20191216 杨 飞 50.00 其他

20191219 杨丰昱 300.00 桂馨科学课

20191222 董少鹏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223 郎 俊 2,472.00 桂馨之桥

20191230 吴强华 5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231 李可可 2,000.00 桂馨书屋

20191231 李 杰 6,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231 李 虹 1,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231 乌英青 5,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231 陈素红 2,600.00 桂馨之桥

20191231 袁战海 8.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231 魏明贵 150.00 桂馨科学课

20191231 赵有录 171.00 桂馨科学课

2019年度，桂馨基金会累计接收个人捐赠176笔，累计筹集善款5,417,520.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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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捐赠明细

日期 捐赠方 金额 项目名称

20190116 CREDIT SUISSE(HK)LTD 4,382.23 桂馨书屋

20190116 NOMURA INTERNATIONAL (HK) LT 13,115.54 桂馨书屋

20190125 自贡诺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48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80226 联想集团 53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90315 拉齐奥全资讯 9,000.00 桂馨书屋

20190318 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478,577.00 桂馨书屋

20190318 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50.00 桂馨科学课

20190419 拉齐奥全资讯 4,500.00 桂馨书屋

20190419 铜板街 103,800.00 桂馨书屋

20190514 北京金宏和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8,116.00 桂馨书屋

20190517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7,088.00 桂馨书屋

20190522 上海陆琴芳酒店 6,900.00 非指定

20190601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3,000.00 其他

20190610 北京中金汇资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58.75 其他

20190613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52,946.00 桂馨书屋

20190620 苏州教之友科教器材有限公司 141,400.00 其他

20190620 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6,232.00 桂馨书屋

20190630 软银中国资本SBCVC 149,178.00 桂馨书屋

20190604 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 8,574.15 其他

20190604 时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9,278.15 其他

20190723 联想集团 216,174.00 桂馨科学课

20190801 思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7,600.00 桂馨书屋

20191015 思科系统（中国）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489.00 桂馨书屋

20191108 联想集团 65,504.00 桂馨科学课

20191111 惠州市浩先实业有限公司 50,000.00 馨艺术课堂

20191111 汕头市建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111 深圳市森裕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113 深圳市钧御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00 其他

日期 捐赠方 金额 项目名称

20191119 北京垂杨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70,000.00 其他

20191126 上海励创商贸有限公司 6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130 金地信筑房地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桂馨书屋

20191212 上海静安区方德瑞信社会公益创新发展中心 2,606.00 其他

20191212 桂馨之友 20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218 第壹金融 78,000.00 桂馨之桥

20191224 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 5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1224 百慕达富卫人寿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40,000.00 桂馨书屋

20191231 青岛美睿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50,000.00 桂馨书屋

2019年度，桂馨基金会累计接收企业捐赠37笔，累计筹集善款3,443,768.82元。

3）、基金会捐赠明细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90312 中国扶贫基金会 58,431.39 其他

20190521 中国扶贫基金会 80,140.16 桂馨书屋

20190521 中国扶贫基金会 5,275.00 桂馨科学课

20190530 深圳莱蒙慈善基金会 171,984.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90530 深圳莱蒙慈善基金会 308,016.00 桂馨书屋

20190605 中国扶贫基金会 220,172.30 桂馨书屋

20190626 上海诺亚公益基金会 29,300.00 桂馨书屋

20190711 中国扶贫基金会 94,329.00 桂馨科学课

20190826 万科公益基金会 3,080,000.00 其他

20190906 北京星瀚公益发展中心 159,707.48 其他

20191211 中国扶贫基金会 35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91220 中国扶贫基金会 44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91220 中国扶贫基金会 56,000.00 桂馨书屋

20191225 上海三思公益基金会 564,305.00 桂馨科学课

2019年度，桂馨基金会累计接收基金会捐赠14笔，累计筹集善款5,617,660.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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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1 日，桂馨基金会受邀参与 2019 华兴资本年会并做公益主题分享。

1 月 14 日，桂馨基金会在第八届中国公益节上荣获“2018 年度公益组织奖”。

1 月 29 日，《桂馨基金会 2018 年度报告》编制完成并对外发布。

2 月 26 日，2019 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志愿者合作团队招募启动。

2 月 28 日，2019 桂馨科学课项目新增县域开放申请。

3 月 10 日，桂馨基金会第三届第五次理事会会议在北京举行。

3 月 5 日，桂馨•绵竹科学教育工作室、桂馨科学教育创新实验学校在四川绵竹揭牌。

3 月 26 日 -27 日，“走向探究的科学课——2019 小学科学课堂教学改革研讨展示活动”在湖南长沙举行。

4 月 4 日，联想集团向湟中县捐赠 652 套科学实验工具箱仪式在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第二小学举行。

4月12日，桂馨基金会获得2018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这是桂馨基金会连续第十年获得该项资格。

4 月 20 日，2019“馨公益•善行者”在四川成都、绵竹两地举行。

4 月 20 日，2019 桂馨科学教师交流计划（贵州贞丰）项目在浙江湖州启动。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当天，桂馨乡村儿童绘本剧展演在河南嵩县举行。

4 月 26 日 -28 日，2019 年首场桂馨幸福乡村校长培训在贵州罗甸举行。

4 月 26 日 -28 日，2019 年首场桂馨书屋悦读周体验营暨志愿者培训在北京举行。

4 月 27 日 -29 日，2019 馨火访学走进四川广元。

5 月 6 日 -17 日，2019 馨艺术课堂项目在宁夏、湖南启动实施 3 场。

5 月 11 日，2019 年首场馨公益挑战在北京奥森公园举行。

5 月 25 日，2019 年第二场馨公益挑战在上海世纪公园举行。

5 月 30 日，由桂馨基金会资助的《小学课本里的奥秘》系列丛书出版发行。

6 月 10 日 -20 日，樊英女士受邀参与中国基金会秘书长欧洲之行。

6 月 12 日 -13 日，2019 桂馨幸福园丁•乡村教师培训走进河南汝阳。

6 月 14 日 -15 日，2019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教师培训在河南嵩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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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 日，2019 年首场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启动，今年暑期共实施 37 场。

7 月 6 日，2019 首场桂馨科学夏令营在湖北枣阳开营，今年暑期桂共举办 6 场。

7 月 6 日 -7 日，2019 桂馨乡村教师口才培训在河南汝阳举行。

7 月 22 日 -25 日，2019 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在贵州贵阳举行。

8 月 15 日 -19 日，桂馨联合绵竹地区科学教师参与“益路同行”项目，为 2020 年桂馨科学夏令营（绵

竹营）筹款。

8 月 15 日 -20 日，由桂馨基金会参与主办的第三届行知教育两岸论坛暨首期行知教育实验主持人

研修班在南京举行。

8 月 31 日，桂馨基金会理事马雪征（Mary Ma）女士因病逝世，享年 66 岁。

9 月 7 日 -9 日，2019 桂馨图书更新计划完成 99 公益日网络筹款。

9 月 14 日，2019 桂馨乡村教师阅读包申请结果公布，141 个学校获得实施。

9 月 21 日，第二届“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论坛”在浙江温州举行。

9 月 22 日 -27 日，2019 桂馨乡村教师视野之旅暨访学活动在浙江温州举行。

10 月 13 日，桂馨联合思科公司员工及北京地区馨友组队 8 支参赛了 2019 馨公益•善行者（北京站）

活动。

10 月 22 日 -23 日，“走向探究的科学课——2019 小学科学课堂教学改革研讨展示活动”在福建厦

门举行。

10 月 25 日，2019 年度桂馨优秀志愿者评选结果揭晓。

11 月 9 日，以“从馨遇见你”为主题的 2019 馨心相印慈善之夜在深圳举行。

11 月 10 日，2019 年第三场馨公益挑战活动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举行。

12 月 7 日 -8 日，以“我是志愿者”为主题的 2019 桂馨志愿者年会在北京举行。

12 月 15 日，2019 桂馨阅读领航人计划专家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12 月 18 日 -20 日，2019 桂馨科学教师培训（云南沧源）项目在云南沧源举行，云南省成为桂馨科

学课项目第六个实施省份。

12 月 19 日，桂馨基金会连续第八年获得 FTI 透明度满分，获基金会中心网颁发“自律透明榜样奖”

纪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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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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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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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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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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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通道
DONOR CHANNEL 2019馨艺术课堂乡村儿童绘画作品赏析

1.《临摹大师（关紫兰）》 李亚龙  四年级  河南省嵩县纸房小学

2.《玉马平湖》张紫涵  六年级  河南省汝阳县玉马小学

3.《彩色的山》余梦  四年级  湖南省龙山县贾坝小学

4.《家乡白杨》杨钧珊  六年级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

5.《这不是一幅肖像》康雪媛  五年级  湖南省龙山县大安小学

6.《临摹大师（高更）》卢佳欢  四年级  河南省嵩县纸房小学

7.《点线面的游戏》徐汨  六年级  湖南省龙山县大安小学

8.《临摹大师（罗尔纯）》王永昌  高静歌  四年级 河南省嵩县纸房小学

9.《临摹大师（马蒂斯）》胡金梅  五年级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

10.《临摹大师（罗尔纯）》李雨欣  四年级  河南省嵩县纸房小学

11.《临摹大师（关紫兰）》郭晓丹  五年级  河南省汝阳县玉马小学

12.《雪后景色》陈慧敏  五年级  湖南省龙山县贾坝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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