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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2017
Our 2017

年度捐赠收入

1360 万元

捐赠机构

47 家

捐赠个人

线下：123 人次

网络：10373人次

年度公益支出

914 万元

管理费用支出

63 万元

新增公益项目
专项基金

176 万元

年度参与志愿者

 833 名

志愿者社团和团队

31 个

合作伙伴

158 个

年度实施公益项目

112 个

培训教师

8459 名

惠及乡村师生

88,370 名

截止 2017 年底

累计公益支出 42,688,864.77 元

设立公益项目专项基金 16,795,536.13 元

项目区域覆盖全国 18 个省（市）的 73 个县

实施教育公益项目 398 个

5858 名志愿者贡献 1,015,282 个小时志愿服务

惠及 1,096,336 名乡村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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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一项事业，是单方面就可以成就的，公益也是。

捐助人和受助人是在相互感染和激励。

——石平  

2017年是桂馨继续成长的一年。自成立至今9年来，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桂馨事

业的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我们通过自己和大家的积极努力，为更多人，也为自己，

带来了笑容和正能量，鼓舞了更多人参加到桂馨的事业中来。桂馨事业不仅在于募

集金额、资助金额、人数等数据的增长，更在于爱心的传播、延续和受益人的成长。

我们一直以为，正能量是最重要的。正能量的体现，是乐观、是积极、是相信、是盼

望，亦是助人乐己。所有这一切，便是挂在每个人脸上真诚的笑容。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桂馨2017年的成绩。截止2017年底，桂馨基金会已在全国

18个省（市）、73个县实施教育公益项目398个，累计公益支出4269万元，已累计有

5858名志愿者在桂馨公益项目中贡献了101.5万个小时的志愿服务，惠及109.6万

名乡村师生。

我们感激每一位捐助人、每一位志愿者、每一位同事和朋友，他们在过去的一

年里给予了桂馨事业无私的支持和付出。一年一度的桂馨慈善晚宴、年底的桂馨志

愿者年会、无数场次的教师培训、桂馨书屋和悦读空间的搭建、悦读周和科学探究

夏令营的开展、乡村教师关爱计划等，点点滴滴，都离不开捐助人、志愿者以及众多

馨友的付出和关心。例如今年桂馨慈善晚宴，我们更突出桂馨事业的推介传播，因

此邀请乡村老师、馨友荣登舞台，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现场馨友深受感动积极回

应，晚宴取得了圆满成功。有一位朋友，第一次参加桂馨的活动，事先并未通知他任

何拍卖信息，有感于晚宴现场动人的传播效果，这位朋友主动参与了义拍，出资不

菲。当我们上前表示感谢时，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应该的”。

我们更应感谢每一位受助人。他们不仅仅是简单接受，他们，包括无数的乡村

老师和孩子们，他们的淳朴、他们的善良、他们的纯真、他们无私的奉献和对捐助人

真诚的感激，同时也激励着每一位捐助人和所有参与公益事业的人。他们给予的，

是一种心灵的涤荡和纯净。我们资助乡村老师、提供他们各种培训的机会，他们再

把爱传递给孩子们，抑或给予其他的乡村老师们。可以说，从他们身上，我们反而学

习和获得了许多。参加今年“桂馨·南师乡村教师论坛”的老师们来自全国各地，我

们从他们腼腆的笑容、拘谨的仪态、隆重的服饰，不难看出，他们是多么地重视桂馨

的活动，他们是那么地正面、积极、快乐。我们颇为感动，仿佛并不是他们在领奖，

并不是社会各界在褒奖他们对乡村教育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而是他们感动着、纯

洁着、鼓励着我们每个人。他们的感谢，是对我们所有人最好的激励。

PREFACE

 理事长寄语

理 事 长 寄 语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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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一项事业，是单方面就可以成就的，公益也是。捐助人和受助人是在

相互感染和激励。

2017年，我们有成功，也有失误。我们为成功欣喜，我们亦为失误不安沮丧。桂

馨团队的小伙伴们，你们给自己的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每天忙碌日常事务，

还需一年中一半时间都奔波在乡村的小道上。除此之外，更要组织无数场次各式各

样的公益活动，介绍桂馨、传播爱心。如若有何疏忽和不足，我想对你们说，毋需过

度自责，只要积极面对，坦然接受，冷静反思，便能提升。我们受捐赠人的委托、受

助人的厚望，应当竭尽全力，事无巨细，追求完美。但同时，没有任何人苛责你们的

失误，大家有目共睹，你们真心尽力了。大家冀望你们的，不仅仅是结果，更是那颗

真诚的爱心。对于你们的付出，大家心存感激，你们辛苦了。

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桂馨俨然已是一个温暖大家庭，包括我们的团队、捐

助人、志愿者、受助人和各地的馨友。桂馨提供了一个“家”的平台，提供有志于为乡

村教育事业做点事情的所有人分享、关爱、成长。为了今年枣阳科学夏令营的筹办和

活动，我们建了桂馨枣阳科学夏令营微信群。如今夏令营已经结束4个多月了，但微

信群热度不减，大家在此交流工作、沟通信息，谈生活聊聊天，甚至嬉笑打趣。这不

就是一个身边的朋友圈吗？大家的圈子，不再仅仅是亲戚同事同学，还有桂馨圈！这

正是我们致力于达成的目标，为所有的爱心人士，提供一个乡村教育公益交流的平

台，传播的是关爱、激励和希望。

2017年就这么快过去了，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回忆，有些留恋有些不舍。然

而，我们更对即将到来的2018年充满了期待。2018年，桂馨将迎来它的10岁生日，

我们希望能够携手更多的爱心人士，组织爱的大家庭，互相帮助，传递爱心，传播笑

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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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馨基金会是一家关注中国

欠发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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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贫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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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GREEN & SHINE FOUNDATION

 关于桂馨

5A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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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基透明指数
（FTI）满分

改善乡村教育环境
促进教育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以善为美  以诚为本
互尊互信  专业专注

至善至诚  如桂斯馨

使  命

价值观

机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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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伟 | 理事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齐家珊 | 理事
香港裕昌集团董事局主席

刘  桂 | 荣誉理事长
桂馨基金会发起人

石  平 | 理事长
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企业融资业务主管

刘  冰 | 理事
棕榈园林（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包  凡 | 理事
华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CEO

辛罗林 | 副理事长
中金甲子基金合伙人

理事会
BOARD OF DIRECTORS

（按姓氏笔画排序）

荣誉理事长

理   事

凌  克 | 副理事长
金地集团董事长

池运强 | 监事
爱心人士

路小蔷 | 理事
中国铁建独立董事

高  卉 | 理事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胡  波 | 监事
慈铭体检集团董事长

樊  英 | 理事
桂馨基金会秘书长

韩  桦 | 理事
CCTV英语新闻频道评论员

康  凯 | 监事
易保网通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市场官

监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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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桂亮  |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维维集团董事局主席

陈    慧  |  深圳普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康    典  |  桂馨基金会发起人

李    庚  |  李可染画院执行院长

李    湜  |  金友逸途中美文化交流中心董事长

连小青  |  爱心人士

许志明  |  宽带资本创始合伙人

周    月  |  影视演员

朱莉华  |  爱心人士

章鼎儿  |  桂馨科学课项目首席专家

荣誉理事

赵  军 | 法律顾问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律师

法律顾问

PROJECTS

 公益项目
● 桂馨科学课                   ● 桂馨书屋        

●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 其他项目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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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

5省35县

培训科学教师

2585名

科学实验工具箱

657所学校

小科学家实验室

9间

科学教师东西部交流计划

7批次

科学名师西部行

21次

桂馨科学夏令营

14场

参与志愿者

847名

贡献志愿服务

93,262小时
惠及乡村师生

89万余名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桂馨科学课
项目成果

桂馨科学课
让每个孩子拥有良好的科学素养

桂馨基金会专注贫困地区儿童阅读成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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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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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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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馨科学课项目专注中西部地区农村小学科学教育支持，

致力于推动青少年良好科学素养的培养和科学教育的发展。

桂馨科学课项目体系

科学教师系列培训 科学教育研究支持 科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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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亮点

1  2017年，桂馨科学课项目2.0启动。基金会通过与科学专家名师团队专业梳理八年来

科学课项目实施情况，确定科学课2.0将逐步开展四个方面专业研究：科学教学研究、科学教

师培训研究、科学活动研究、项目评估研究。

2  7月16日-18日，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在四川绵竹举行，来自科学课项目区域4省34

县的40名省市区教研员及骨干教师代表参加。这是由公益组织举行的国内首次面向科学教

研员的专场培训，也是桂馨基金会积极寻找更有效方式助力地方科学教育发展的一次尝试。

《走向探究的科学课》一书完成再版印刷。

项目大事记

2017桂馨科学课项目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会议确定

开启桂馨科学课2.0阶段。

1月14日

4月21日

5月10日

10月30日

3月31日-4月1日

7月6日-29日

9月24日-25日

3月20日

4月13日

5月4日

6月21日

2017年首场桂馨科学名师西部行启动，2017全年

共有43名科学名师参与回访四川、湖北、湖南3省

14县（市）科学课项目实施区域学校。2017年首场桂馨科学教师培训在湖南株洲举行，

2017全年桂馨基金会共开展科学教师培训4场，直

接受益乡村教师345名。

桂馨科学教师培训（贵州贞丰）项目启动，这是桂

馨基金会继四川、青海、湖北、湖南之后开辟的第

五个科学课项目实施省份。
淘宝公益宝贝“呵护乡村学童科学梦”自主运作金

项目申请启动，该项目面向科学工具箱申请集中区

域和学校提供科学自主活动资金、资源支持。
2017桂馨科学夏令营辅导员招募启动，2017年共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科学教师及师范生申请。

第二届“复星·桂馨科学教育专业奖学金”项目优

秀学员评选启动。
《走向探究的科学课》一书系列视频网络传播启

动，基金会通过与大科学家、浙江小学科学网团队

合作，让优质科学教育资源通过网络途径惠及更多

科学师生。2017桂馨科学夏令营先后在四川绵竹、什邡、湖北枣

阳、青海湟中四地开展五场，657名师生直接受益。

复星·桂馨科学教育专业奖学金颁奖礼暨未来

科学教师成长论坛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举行。

2017年桂馨科学课项目专家名师志愿者（部分）

章鼎儿 桂馨基金会荣誉理事、科学课项目首席专家

姜允珍 《桂馨之友》执行主编、原《科学课》杂志主编

刘沛生 《桂馨之友》执行主编、原湖北教育报刊社总编辑

卢新祁 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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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世球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图书馆馆长、教授

唐小为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陈 莉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教授

王 平 美国佐治亚大学博士

刘晋斌 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校长、特级教师

李 霞 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发展局特级教师、博士研究生

姜向阳 杭州市滨江区教师进修学院小学科学教研员

徐春建 杭州市基础教育研究室小学科学教研员

邵锋星 杭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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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云涛 杭州市萧山区高桥小学教科室主任

钱军红 杭州市滨江区闻涛小学科学教师

胡 陶 杭州市滨江区采荷第二小学科学教师、博士研究生

李家绪 杭州市江和美海洋生活广场公益大讲堂导师

何佳明 杭州市萧山区新塘小学科学教师

杨 文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实验学校科学教师

戴军方 杭州市萧山区万向小学副校长

朱建英 杭州市余杭区乔司中心小学科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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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跃群 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锦绣实验学校特级教师

叶 军 湖州市安吉县杭垓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胡 滨 湖州市安吉县递铺小学科学教师

黎作民 湖州市吴兴区爱山小学教育集团科学教师

陈熊峰 湖州市吴兴区弁南小学教科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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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情况

（一）科学教师系列培训

在知名科学专家和名师直接参与下，针对既定项目区域内科学教师进行三年四个阶段系统培训。

同时，结合培训过程进行学生科学探究材料捐赠及科学实验室捐建。项目旨在培养项目区域内的科学

骨干教师和科学教研核心力量，推动和逐步提升项目实施地区科学教研水平，最终让孩子们获得良好

的科学教育和科学素养培养。

1、桂馨科学教师培训

通过组织科学教育专家和名师面向项目区域科学教师和教研员就小学科学教育发展现状、趋势、

教育理念以及课程设计、评课和同课异构等内容进行培训、交流和研讨，或组织西部科学骨干教师赴

东部名校进行教学实践方面交流学习，以此推动和实现当地科学骨干教师队伍建立科学教研组，提升

科学教师教学教研水平和能力。该培训分为一期、二期和三期系列培训。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受益人数

3月30日-4月1日 湖南株洲 140

4月6日-8日 湖南沅陵 83

4月10日-13日 贵州贞丰 81

11月12日-17日 湖南株洲、沅陵、江西上饶 41

 捐赠方：万科公益基金会、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邦吉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申洲置业有限公司 

桂馨科学实验工具箱捐赠区域：湖南株洲、湖南沅陵、贵州贞丰 

捐赠数量：50套

2、桂馨科学名师西部行

在前期三期培训基础上，组织东部地区中青年科学名师赴项目区域，每个县进行一周的回访和调

研，和当地科学骨干教师开展教研交流，进一步巩固项目实施效果，对项目效果进行评估。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受益人数

3月20日-24日 四川省芦山县 35

3月20日-24日 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 65

3月20日-24日 湖北省谷城县 300

3月20日-24日 湖北省枣阳市 220

3月20日-24日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120

5月22日-26日 湖北省老河口市 94

5月22日-26日 湖北省宜城市 140

5月22日-26日 湖北省南漳县 118

5月22日-26日 青海省湟中县 264

5月22日-26日 青海省大通县 65

5月22日-26日 青海省民和县 204

11月28日-12月1日 湖北省长阳县 88

12月4日-8日 湖北省远安县 77

12月4日-8日 湖北省秭归县 80

12月4日-8日 湖北省兴山县 56

 捐赠方：腾讯公益平台爱心人士、淘宝公益平台爱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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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桂馨科学夏令营

在已实施系列科学教师培训的地区，由项目所在地骨干科学教师为主，东部科学名师和科学教育

师范生为辅，策划、组织和实施有乡村和城镇小朋友参加的科学探究主题夏令营。

实施时间 实施区域 受益人数

7月10日-15日 四川省绵竹市（一营） 143

7月10日-15日 四川省什邡市 115

7月16日-19日 青海省湟中县 152

7月19日-24日 四川省绵竹市（二营） 107

7月23日-29日 湖北省襄阳市 140

 捐赠方：华创汇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每日优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北京天空卫士网 

 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天行（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同盾科技有限公司 

4、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

7月16日-18日，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在四川绵竹举行，来自科学课项目区域4省34县的40名省市

区教研员及骨干教师代表参加。桂馨希望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连结科学课项目区域间的交流，提升项

目区县教研员专业水平，并增强对科学课项目县区中心教研组建设的支持。

 捐赠方：腾讯公益平台爱心人士 

2017桂馨科学夏令营精彩瞬间 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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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教育人才支持

复星·桂馨科学教育专业奖学金项目

复星·桂馨科学教育专业奖学金项目于2013年11月启动，经过3年周期项目培养，项目学员于

2017年迎来了奖学金的评选和颁发。结合此契机，桂馨基金会于9月24日-25日联合中国教育学会科

学教育分会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举办了“复星·桂馨科学教育专业奖学金颁奖礼暨未来科学教师成长

论坛”，和与会嘉宾共同见证了学员们三年来的成长，并呼吁更多人来关注科学教育专业化发展，促进

多方交流。本次活动共有来自科学教育领域专家名师、教育学者、师范院校师生以及公益组织、媒体

记者等150余人参加。

 捐赠方：复星公益基金会 

（三）科学教育研究支持

1、桂馨科学课馨教师计划

桂馨科学课馨教师计划于2015年7月启动，由桂馨科学课项目首席专家章鼎儿老师主持，与中国

教育学会科学教育分会合作，旨在引导国内优秀中青年科学教师进行持续和深入的课例研讨、交流、

实践。经过两年实践，现已初步建立起一支研究队伍，并研磨出了一批对科学教师具有借鉴作用的高

品质课例，课例将纳入《走向探究的科学课》项目课例集，为更多教师提供参考。

2017年度，该计划在浙江嘉兴、温州、湖州先后举行集中培训3次，参与教师28人次。

 捐赠方：中国银行、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2、《走向探究的科学课——章鼎儿、路培琦、李子平评说科学课》再版

2011年，桂馨基金会启动了“走向探究的科学课”项

目，组织小学科学教育专家、名师收录和整理了章鼎儿、路

培琦、李子平三位小学科学教育专家经典讲座及三位专家

对八位优秀科学教师经典课例的评析，以图书和音像形式

于2012年编辑出版。该书自出版以来，得到了全国广大科

学教师的好评。2017年10月该书获得再版，再版在原版基

础上，对封面和版式进行了大幅调整，部分篇章新增了内

容，力求以全新的面貌回馈广大读者。

“未来科学教师培养与成长”主题论坛 奖学金学员代表展示课例

论坛嘉宾合影

章鼎儿老师授课 馨教师计划部分学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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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桂馨科学夏令营活动指导手册》研发

《桂馨科学夏令营活动指导手册》开发项目于2014年启动，2017年在原有编写团队基础上引入

美国佐治亚大学科学教育博士王平老师参与和指导探究活动设计，现已基本形成手册初稿，2018年形

成《桂馨科学夏令营活动指导手册》1.0版本，为中西部地区开展科学夏令营提供指导。

2017年度，编写团队先后在浙江杭州和湖北枣阳举行集中研讨3场，19人次参与。

4、桂馨科学课英文资料引进

2016年，桂馨基金会启动了科学课英文资料引进项目，由美国佐治亚大学科学教育博士王平老师

主持，组织10名国内外青年教师对外文涉及的科学课活动案例、教学理念等文献进行翻译。目前该项

目已累计引进、翻译50余篇文献，2018年将针对翻译文献推广、运用进行统筹规划，让更多教师从中

受益。

（四）其他部分

1、桂馨科学课网络研修

桂馨科学课网络研修项目起源于“复星·桂馨科学教育专业奖学金”，该项目旨在邀请科学教育专

家、名师引导科学教育师范生开展线上学习，研修，之后也日益受到广大科学教师好评。目前，网络研

修参与群体和研修内容日益多元化，并建立了常规管理团队。2017年，桂馨基金会共邀请了9名科学

教育专家名师开展了11期网络研修，880人次科学教师和师范生群体参与。

2、桂馨科学课SVP支持项目

桂馨科学课项目自2016年得到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SVP项目支持，2017在项目专业化及品牌影

响力提升方面做了更多尝试。

在专业化提升层面，桂馨基金会于1

月14日、7月25日在浙江杭州和湖北枣阳

分别开展了两场桂馨科学课项目专家研讨

会，共45人次参与，研讨会之后提出并开

始推进桂馨科学课2.0版本概念和实践；在

品牌影响力提升层面，桂馨基金会邀请了

专业人员开展了科学课品牌规划、科学夏

令营宣传片拍摄等工作。夏令营手册集中研讨

樊英秘书长研讨会上发言

2017 桂馨科学课公益项目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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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淘宝公益宝贝“呵护乡村学童科学梦”

淘宝公益宝贝“呵护乡村学童科学梦”项目是2016年桂馨基金会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淘宝公

益宝贝平台上发起的、旨在推动中国中西部地区乡村学校科学教育进步与发展的公益项目。项目共面

向中西部地区符合相关条件的228所乡村学校开放了228套科学工具箱的申请，同时辅之以科学工具

箱培训、科学名师西部行回访、自主运作金申请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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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活动8场，受益师生4832名。

 捐赠方：淘宝公益宝贝平台爱心人士 

项目案例

2017四川省什邡市桂馨科学骨干教师成长支持项目

 捐赠方：淘宝公益宝贝平台爱心人士 

项目金额：26,490元

项目背景：依托淘宝公益宝贝“呵护乡村学童科学梦”项目，桂馨基金会2017年为什邡地区6所乡

村学校捐赠6套科学工具箱。同时，为进一步鼓励当地教师能结合工具箱捐赠自发组织、开展与科学

教育相关的教研及实践活动，进而带动当地科学教师教育研讨氛围，促进学生科学素养提升，基金会

发起“自主运作金”子项目，该项目以小额资金支持当地科学教师围绕科学工具箱开展相关研讨和实

践活动。在什邡市科学教研员易爱国组织和带领下，什邡地区结合工具箱捐赠在2017年6-9月设计并

实施了两场科学相关活动。

项目目标：

1、让当地科学教师体验，即使在科学实验器材短缺情况下依然可以因地制宜利用身边事物引导

学生进行发现学习和探究活动；

2、针对大部分科学教师属于兼职、非专业出身情况，让他们通过自主收集植物、认识植物、再动手

制作成标本的过程，真正体验科学探究过程，并在今后工作中传承这一教学理念；

3、提升当地科学教师教学研讨氛围。

实施内容：

2017年6月9日，什邡市2017“桂馨杯”标本采集制作活动举行。科学教研员易爱国组织全市39

名科学教师去往当地乡村小学蓥华八一学校附近进行标本采集和制作。

9月13日，什邡市2017桂馨科学骨干教师汇报课举行，全市90名科学教师参加。活动前期面向全

市科学教师发布优质课评选公告，征集科学课教学设计，组织进行现场说课，之后评选出5位优秀教师

进行现场课堂展示。该活动设计目的在于让更多科学教师在评比中提升教学能力，发挥优秀科学骨干

教师带头作用，让更多科学教师从中受益。

实施成效：什邡市科学教研员带头，以市域为单位，自发设计和准备相关科学教育研讨和实践活

动，其中引入当地科学骨干教师做引导和支持，呼吁更多兼职、非专业科学教师参与其中，在活动中提

升自我。很多参与两项活动的老师在后续反馈中表示，在标本制作过程中他们会像孩子一样兴奋，体

会到科学探究的奥秘；在课堂教学评比中会反复修改，认真准备。区域内科学教师自发组织设计这样

的教师系列活动，无疑将促进形成相关教研组织，带动区域内科学教育教研氛围。项目区域教师通过申请自主运作金实施教学探究、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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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书屋
让改变从阅读开始

桂馨书屋是为信息闭塞、缺乏优秀图书、阅

读困难的贫困地区乡村学校而设立的公益项目。

项目以优质图书捐赠为起点，推进桂馨书屋项目

跟踪、激励和监督。项目持续关注书屋运作和学

生阅读成长，引入少儿阅读名师和专家，系统开

展对乡村学校教师阅读理念、方法、策略等的传

播、培训和交流学习，不断提升乡村学校桂馨书

屋自我运作能力和可持续性。我们相信，阅读可

以改变人生。

截止2017年底，桂馨书屋项目：

覆盖区域：15个省40个县

覆盖学校：228所

惠及师生：177,983名

参与志愿者：60所高校80个社团，4100名大学

生志愿者，贡献志愿服务885,424小时。

2017年，桂馨基金会新建桂馨书屋39个

项目学校 捐赠方

贵州省罗甸县八总小学

北京启明星辰慈善公益基金会贵州省罗甸县罗化小学

贵州省罗甸县沟亭小学

贵州省罗甸县大文小学

宁波申洲置业有限公司贵州省罗甸县平岩小学

贵州省罗甸县罗苏小学

贵州省罗甸县板庚小学
桂馨之友

贵州省罗甸县罗沙小学

贵州省罗甸县罗路小学 杨小松 徐小雯

贵州省罗甸县兴隆小学 池芸城 池芸衡

贵州省罗甸县董架小学 李晨 李源

贵州省罗甸县沿河小学 关亦青 吴远溪

贵州省罗甸县上隆小学

深圳市莱蒙慈善基金会
贵州省罗甸县茂井民小

贵州省罗甸县大坪小学

贵州省罗甸县云里小学

项目学校 捐赠方

河南省嵩县马河小学 桂馨之友

河南省嵩县王元村小学 包虹剑

河南省嵩县古垛小学 阚爱平

河南省嵩县楼上学校 郝小青 路小蔷

河南省嵩县太山庙小学 陈孔安 王祖英

河南省汝阳县玉马小学 许浩儒 曹子萱 曹幼萱 蒋子悦

河南省嵩县高村小学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嵩县杨湾小学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贵州省贞丰县平袍小学

万科公益基金会

贵州省贞丰县狗场小学

贵州省贞丰县金井小学

贵州省贞丰县窑上小学

贵州省贞丰县坡棉小学

贵州省贞丰县干坝子小学

贵州省贞丰县上水桥小学

贵州省贞丰县弄洋小学

贵州省贞丰县者冗小学

贵州省贞丰县陇塔小学

贵州省贞丰县大红岩小学

贵州省贞丰县云盘小学

贵州省贞丰县牛坪小学

贵州省贞丰县巧贯小学

贵州省贞丰县龙井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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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书屋项目分布区域

截止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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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个。

江西 3个县、区，33个桂馨书屋

河南 4个县、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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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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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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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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师感言

潘  宁  南京市考棚小学教导主任

桂馨不仅送去物质的帮助，更扶持建立起长效可持续发展的阅读指导体系。

胡  红  南京市南化第四小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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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突然献上的带着湖南辣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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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家燕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教科室副主任

在培训中，我着力推广绘本阅读，让更多的老师感受绘本独特的魅力，让更多的

孩子学会赏读绘本。难忘老师们在活动中专注的眼神、会心的微笑、精彩的对话，难

忘孩子们在课堂上高举的小手、闪亮的眼眸、丰富的想象。因为我们的遇见，绘本阅

读变得更有意义。

项目大事记
桂馨基金会秘书长樊英、项目经理冀志伟拜访南京

凤凰母语发展基金会，确立双方进一步合作开展阅

读培训计划内容。

4月21日-22日

3月29日-31日

2017年首场桂馨阅读领航人县域培训在湖南龙山

举行，桂馨基金会首次与南京胡红名师工作团队合

作开展。2017年该系列培训共举行5场，培训乡村

教师792名。

2017年桂馨书屋新增项目“小种子绘本计划”发布

申请公告，本年度共有41所乡村学校申请实施该项目。

2017年首场桂馨阅读领航人阅读访学开始，38位

乡村教师赴南京参访中国儿童阅读论坛。2017基

金会共组织乡村教师访学8次，培训乡村教师173人。

7月3日-8月29日

4月14日-17日

2017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实施。共有28支大学生

志愿者团队在28所乡村学 校开展了悦读夏令营

活动。
9月25日-28日 桂馨基金会秘书长樊英、项目经理冀志伟回访贵州

省贞丰县桂馨书屋项目，共回访了12所学校和2个

移民搬迁点。

桂馨基金会联合河南嵩县教育局、凤凰母语基金会

组织40位乡村学校校长、老师到南京进行交流学

习。这是基金会首次尝试与地方教育局、相关公益

机构合作开展新形式的阅读培训。

2017 年

3月15日

桂馨书香校园示范学校项目更名为桂馨乡村悦读空

间，本年度该项目新增2个。

  项目亮点

1  11月11日，河南省嵩县桂馨毛毛虫阅读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确立以书屋运作、阅读课、专家

授课计划为三个研究工作方向，通过引入专家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教研活动，利用阅读联盟培养桂馨

阅读培训讲师，服务更多乡村学校。联盟以教师个人为单位申请加入。

2  2017年，8所桂馨书屋项目学校配备试用电子借阅系统，学生人手一张借书卡，直接刷卡借

还，方便高效，节省了图书管理员管理时间。先进的搜索功能还可以帮助管理员精确分析每个班级、每

个孩子的借阅量、借阅喜好，更可以分析哪本书最受孩子喜欢（该系统由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提供支持）。

2017年桂馨书屋阅读领航人计划专家讲师团队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飞 南京市化工园区青年教师

王旻鸢 南京市南化四小小学一级教师

吉晨曦 南京市南化四小小学二级教师

何    雪 南京市化工园区学科带头人

吴    静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语文教师

汪家燕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教科室副主任

赵雪敏 南京市化工园区学科教学带头人

胡    红 南京市南化第四小学副校长、教育硕士

凌    悦 南京市化工园区青年教师

徐洪权 南京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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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青年教师

储    莉 南京市南化四小小学一级教师

潘    宁 南京市考棚小学教导主任

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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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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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他们的校园阅读推广理念、方法和实

践能力，以及阅读习惯和学习能力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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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桂馨

基金会组织和支持959名乡村教师参加了相关阅读交流和培训学习13场。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与内容 参与教师

3月29日-31日 江苏南京 河南嵩县教师南京访学行动 40

4月14日-16日 江苏南京 第十三届中国儿童阅读论坛 38

4月21日-22日 湖南龙山 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阅读培训（湖南龙山站） 400

5月6日-8日 江苏南京 第七届全国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 11

5月12日-13日 河南嵩县 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阅读培训（河南嵩县站） 100

5月19日-21日 江苏南京 南京市课外阅读专题教研活动及行知小学参访 18

7月11日-15日 江苏南京 亲近母语阅读种子教师研习营（南京站） 2

8月9日-10日 贵州贞丰 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阅读培训（贵州贞丰站） 100

8月20日-23日 四川成都 亲近母语阅读种子教师研习营（成都站） 1

10月13日-14日 宁夏隆德 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阅读培训（宁夏隆德站） 92

10月25日-28日 北京 第二届全国小学绘本课程与教学研讨会 13

10月28日-29日 贵州罗甸 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阅读培训（贵州罗甸站） 100

11月17日-19日 江苏南京 2017儿童母语教育论坛暨亲近母语教育研讨会 44

此外，2017年基金会继续组织桂馨书屋所在学校校长和乡村教师等开展线上阅读培训交流和学习活动34

次，累计时长85小时，参与培训教师3400人次。

 捐赠方：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万科公益基金会、深圳市莱蒙慈 

 善基金会、腾讯公益平台爱心人士、2016“馨心相印”慈善之夜爱心人士 

阅读领航人计划县域阅读培训

南京市课外阅读专题教研活动及行知小学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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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馨世界

     让乡村学校拥有高质量的阅读刊物。

针对桂馨书屋实施一年以上且运作良好的乡村学校，持

续三年获得10种左右适合学生和老师阅读的精选杂志刊物，

作为对图书捐赠的有益补充及对书屋学校的激励。2017年

新馨世界延续专业的期刊目录供学校参考，包括绘本、儿童

文学等。学校参照桂馨书屋管理制定了期刊和杂志相对简便

和高效的借阅方式，促使了阅读方式多样化，提高了期刊杂

志的阅读率。2017年，共有22所乡村学校成功申请并启动实

施“新馨世界”项目，惠及2630名师生。截止2017年底，该

项目已累计在66所学校启动实施，惠及18,702名乡村师生。

2、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

     属于乡村孩子们的悦读成长时光

桂馨书屋悦读夏令营是以桂馨书屋项目为基础的、以阅读为主题、以夏令营为载体、以陪伴为目

的的大学生短期综合性志愿服务项目。2017年，桂馨基金会在28所书屋项目学校组织开展了此项活

动，348名大学生志愿者组织1735名乡村师生参与，度过了一段清凉的盛夏时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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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改善学校图书阅览室环境、图书更新补充、教师阅读培训、校园阅读

氛围营造等，整体提升项目学校阅读硬件、环境、氛围，以及阅读实践能力和

水平。

2017年项目实施地点：湖南省龙山县大安小学 河南省嵩县古城小学

设计方：SLOW Architects 

施工方：中关村人居环境工程与材料研究院

 捐赠方：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嵩县下蛮峪小学

河南嵩县古城小学

河南嵩县黄庄乡中小学部

河南嵩县万安小学

河南嵩县吴村小学

河南嵩县安岭小学

河南嵩县茹店小学

河南嵩县刘寨小学

湖北监利县荷花小学

湖南保靖县野竹坪小学

湖南龙山县大兴小学

湖南龙山县石羔小学

湖南龙山县大安小学

湖南龙山县瓦房小学

甘肃成县新兴小学

宁夏同心县张滩小学

四川古蔺县金星小学

宁夏隆德县神林小学

湖南沅陵县柳林汊小学

河南嵩县竹园小学

河北景县大刘小学

湖南沅陵县黄土铺小学

 捐赠方：曲莹、刘宝瑞 

2017年项目实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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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种子绘本计划

     带领乡村孩子迈进不一样的阅读世界

结合桂馨书屋项目合作学校的图书资源、阅读开展情况，实施的一项绘本图书奖励计划，为学校

提供优质绘本图书更新及专业绘本书架，以引导和激发乡村学校更好地开展儿童和教师阅读，提高低

幼年级学生阅读参与率。2017年，累计有41所项目学校申请实施。

河北省兴隆县赵杖子小学

河北省兴隆县塔前小学

河北省丰宁县苏家店小学

河北省丰宁县汤河小学

河北省景县大刘学校

河南省嵩县两河口小学

河南省嵩县西元头小学

河南省嵩县大坪小学

河南省嵩县饭坡小学

河南省嵩县洛沟小学

河南省嵩县青山小学

河南省嵩县张元小学

河南省嵩县牛家沟小学

河南省嵩县下蛮峪小学

河南省嵩县庄科小学

河南省嵩县旧县镇中心小学

河南省嵩县万安小学

河南省嵩县黄庄乡初级中学小学部

河南省嵩县窑上小学

河南省嵩县古城小学

河南省嵩县木植街小学

河南省嵩县汪城村小学

河南省嵩县竹园小学

河南省孟津县刘寨小学

河南省孟津县保障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石羔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大安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大兴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瓦房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上母希望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前卫完全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卧当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野竹坪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中心小学

湖南省沅陵县黄土铺小学

湖南省沅陵县柳林汊小学

江西省遂川县上坑中心学校

四川省古蔺县金星小学

云南省弥勒市路体小学

宁夏省同心县何渠完小

辽宁省凤山区中心小学

 捐赠方：崔 巍 陈继文 丁牧牧 韩 桦 康 凯 陆忆馨 李 绯 刘文娣 徐晓雯 田 民 叶伟璐    

    俞 熔 赵晓红 朱亚光 

    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灵析网络平台爱心人士 赛诺贝斯（北京）营销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绿洲学校 南京大学（九二）国学班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 

2017年项目实施学校

一本本精选的绘本图书让孩子们爱不释手

年  度  报  告
2017 ANNUAL REPORT

36

37

公 益 项 目
PROJECTS



湖南省龙山县大安乡中心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前卫小学

湖南省龙山县塔前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卧当小学

湖南省保靖县野竹坪小学 

河南省嵩县饭坡小学

河南省嵩县高屯小学

河南省嵩县两河口小学

河南省嵩县木植街乡中心小学

河南省嵩县青山小学

河南省嵩县万安小学

河南省嵩县张元小学

河南省嵩县黄水庵小学

河南省嵩县大坪小学

河南省嵩县洛沟小学

河南省嵩县纸房中心小学

河南省嵩县茹店小学

河南省嵩县德亭乡回民小学

河南省孟津县小寨小学

河南省孟津县东良小学

河南省汝阳县汝南小学

 捐赠方：杜淑香 黄孝洪 黄志海 蒋华华 李雅静 孟瑞英 孙红梅 唐淑媛 

    俞 熔 叶芝心 叶伟璐 杨晓民 曾 杰 赵晓红 朱亚光 张 政 张静莉 

    赛诺贝斯（北京）营销技术有限公司、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17年项目实施学校

6、桂馨书屋自主运作金

激发桂馨书屋管理教师的热情和能动性，推动桂馨书屋更持续有效运作

项目针对桂馨书屋运作一年且良好的乡村学校，提供桂馨书屋管理员老师每学年5000元以内的

书屋运作和校园阅读推广及实践支持资金。2017年，该项目全年开放申请，共有21所学校（25次）成

功申请。利用自主运作金，老师们在校园阅读环境改善、图书自主更新、阅读活动开展等方面进行了积

极和有效的实践与探索。部分乡村学校申请资金额度超过支持资金上限的，资金缺口由学校调整公用

经费进行了资金配比。本年度该项目直接受益师生6500人。

项目学校教师通过申请自主运作金，在学校开展阅读环境改善和阅读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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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界读书日

     乡村师生主题阅读分享和交流。

结合2017世界读书日，189所桂馨书屋项

目学校开展了“以手温书”主题阅读活动。活

动持续50天，约4374名乡村师生参与。以手温

书，是指每一位参与者亲手制作一本书，就像

是用自己双手的温度一点一点完成一本书的制

作；另一层含义，也表达着每一本书都需要与手

接触，双手打开，双手捧阅。每一次阅读，也是

一次温书，以手温书。

活动期间，众多乡村学校师生积极响应参与创意书制作，并在各自学校开展创意书评选，优秀作

品提交桂馨基金会参选，基金会共收到110份。作品或借鉴经典图书，进行再创作，设计心仪的手作

书；或天马行空，创造自己欢喜的故事，并亲手写成书。每一份作品都充满智慧和创意。

 捐赠方：李猛、万永旗、谢莉莉、于凯、杨丰昱 

项目案例

桂馨乡村悦读空间

 捐赠方：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金额：402,870.00元

实施时间：2017年

项目目标：

1、引导和激发乡村学校更好地开展儿童和教师阅读；

2、解决乡村学校图书配置不合理，缺乏绘本类读物的困难；

3、推动桂馨书屋更好运作，改善乡村学校阅读教育环境；

4、丰富乡村学校所在社区或村落的交流和文艺生活。

实施内容：

联合专业建筑设计师推动图书阅览室美化、建设，推动乡村阅读空间专业营造；

定期图书更新补充，支持学校每学期定期自主举办相关阅读活动。

实施成效：2017年度，湖南省龙山县大安小学和河南省嵩县古城小学启动实施该项目。两所学校

的悦读空间均如期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项目运行初期，通过投入电子借阅系统，图书管理员可以更

高效的管理图书借阅和归还。漂亮的空间设计和丰富的儿童图书配备，让书屋成为学校里最吸引孩子

的地方，借阅量明显增加。对于学校老师而言，他们有了读书交流的场所，有了实践阅读教学的平台，

悦读空间让阅读变的更平常、更美好。

孩子们亲手制作的手工书 桂馨乡村阅读空间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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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乡村教师
支持

让乡村教师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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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就有学校，有好教师就有好学校。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是为提升乡村教师群体

的职业认同感和能力素质，同时帮助解决他们

在生活、工作中面临的实际困难而实施的公益

项目。项目旨在弘扬师德精神，唤起全社会对

乡村教师群体及乡村教育的关注和支持。

核心项目“桂馨·南师乡村教师”（简称南

师项目，原南师奖）是由已故国学大师南怀瑾

先生捐资，桂馨基金会及其家人发起设立。倡

导教育回归健全人格的培养，鼓励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及结合乡土的教育创新。每两年一

届，每届不超过15个人获奖。此外，项目还包括

公益种子计划、视野之旅、教师培训等内容。

2017年桂馨乡村教师支持项目公益讲师

梁    旻 职慧公益项目创始人、课程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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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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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瑞清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校长

王伟文 浙江省金华市环城小学校长

李莉萍 知名人员管理顾问公司签约心理顾问

田    民 青苗荟儿童产业集团高管、人力资源顾问

               名师感言

张红莉  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积极心理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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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莉萍  知名人员管理顾问公司签约心理顾问

参加桂馨乡村教师公益项目，对“公益”两个字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与理解。其实“公益”不仅是对公众有益，对个人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并获

取知识的过程。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帮助他人过程中升华情操，获取由衷

的快乐。

王伟文  浙江省金华市环城小学校长

因“科学”结缘桂馨，与桂馨人一起走进地震灾区北川，走进湖南大

山，走进西部青海……“世界因我多温暖”是我们环城小学的校训，参加桂

馨的慈善活动也是在践行我们的校训，我愿跟随桂馨人一直走在慈善事业

的路上。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项目直接受益16,855名乡村师生，间接受

益6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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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情况

1. 桂馨·南师乡村教师

10月21日，首届“桂馨·南师乡村教师”论坛在广州举行。论坛由桂馨基金会、南怀瑾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

颗粒公益、一公斤盒子、博锐英联协办，棕榈股份提供特别支持。论坛上，第三届南师项目获选及入围教师正式揭

晓，15位优秀乡村教师最终获选，6位乡村教师入围。

第三届南师项目评选过程历时两年，包括申请、初审、实地走访、网络展示、专家评审等环节。评选过程严格

按照项目评选规则和标准进行，实现了“南师项目”希望弘扬优秀师德精神和倡导有意义教育价值的宗旨和

目标。

 捐赠方：南怀瑾文教基金会 

第三届“桂馨·南师乡村教师”项目评选流程

2015年9月12日-2016年10月30日

11月1日-12月30日

2017年2月20日-5月31日

6月1日-6月20日

6月21日-7月20日

10月21日

申请阶段

资料初审

实地走访

网络展示

专家评审

结果公布
及颁奖

“桂馨·南师乡村教师”项目专家评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姓 名 职 务

刘 桂 桂馨基金会荣誉理事长

牟容瑢 中国及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

杜 宪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吴为山 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

杨东平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胡舒立 财新传媒社长

袁 明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

梁晓燕 北京市西部阳光基金会执行理事

章鼎儿 桂馨科学课项目首席专家、桂馨基金会荣誉理事

图 1  南师项目评委杨东平先生作主旨发言
图 2  南国熙先生（右一）和黄山先生（左一）为获选教师颁奖
图 3  项目获选教师代表夏海鸥先生分享
图 4  第三届南师项目获选教师和与会嘉宾合影

1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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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教师视野之旅

10月22日-27日，包括第三届南师项目获选及入围老师在内的25名乡村老师在广州参加了为期6

天的桂馨乡村教师视野之旅活动。6天时间里，老师们在基金会组织下去到广州一系列历史及现代人

文景观参观、交流、学习。视野之旅开阔了乡村教师视野，提升了其人文素养，并形成一个成长共

同体。

 捐赠方：陈慧 

2017乡村教师视野之旅行程：

日 期 行程安排

10月22日 广州地铁博物馆、黄埔军校

10月23日 华南植物园-鸟兽虫木自然保育中心工作坊

10月24日 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少年宫工作坊、珠江夜游

10月25日 一公斤盒子工作坊、陈家祠

10月26日 北京师范大学南奥实验学校

10月27日 广东科学馆

3. 乡村教师公益种子计划

公益种子计划是针对南师项目获奖教师实施的激励项目。项目旨在鼓励和推动获奖老师更持续

和有效的实践有价值的教育。截至目前，该计划先后共支持9名乡村教师开展实践相关激励项目。

 捐赠方：冯彦玲、刘文成、刘文弟、孙多杰、严家婵、张弛、不具名桂馨之友 

2017年获得支持项目：

项目负责人 项目学校 项目实施内容

袁战海 贵州省天柱县渡马镇中学 收集整理侗族古歌古物，传承侗族非遗文化

余道容 重庆市垫江县永平小学 建立班级图书角，带动书香校园阅读文化建设

参与视野之旅活动的老师们

传承侗族非遗文化 书香校园阅读文化建设

7月21日-27日，通过桂馨基金会协助，浙江省绍兴市9名优秀教师和4名孩子利用暑假前往第二届

“南师项目”获奖教师王木良所在学校四川省盐源县达祖小学开展支教活动。

4. 师道·论语别裁

“师道·论语别裁”是由桂馨基金会与上海恒南书院共同合作开展的传统文化研习交流公益项

目，目的是通过在基层一线教师、大学生等群体中开展阅读南怀瑾先生著述的《论语别裁》一书，对新

时代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理念和师道精神进行有益的探讨，希望为生活重塑教育。

2017年10月，项目参与人、山东省东平县东平街道中学卜庆振老师在桂馨基金会支持下完成编写

《论语别裁》少儿读本，目前已进入印刷出版阶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累计有4236名乡村老师、大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申请阅读《论语

别裁》。

 捐赠方：上海斯米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论语别裁》阅读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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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幸福园丁培训

幸福园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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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给予乡村孩子的教育也是快乐幸福的，为乡村教育营造幸福的未来。

2017年该项目共举办6场培训，708名乡村教师直接受益。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与教师

4月15日-16日 湖南省保靖县 100

4月21日-22日 贵州省罗甸县 116

7月4日-5日 湖南省沅陵县 166

9月22日-23日 四川省绵竹市 140

10月13日-14日 贵州省贞丰县 100

12月8日-9日 河北省兴隆县 86

 捐赠方：万科公益基金会、深圳市莱蒙慈善基金会、腾讯公益平台爱心人士、北京市福彩公益金 

6. 乡村校长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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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使项目区域既有公益项目能

更好地实施和运行，项目之间能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2017年该项目共举办3场培训，166名乡村校长直接受益。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与教师

8月2日-4日    河南省洛阳市 52

8月16日-18日  贵州省罗甸县 58

8月21日-23日 青海省湟中县 56

 捐赠方：深圳市莱蒙慈善基金会、腾讯公益平台爱心人士 

参与幸福园丁培训的老师们 参与乡村校长培训的校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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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

2017桂馨乡村教师幸福园丁培训（贵州贞丰站）

 捐赠方：万科公益基金会 

项目金额：26,405元

实施时间：2017年10月13日-14日

项目目标：提升乡村教师的幸福感和职业认同感

项目实施内容及成效：本次培训由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职业导师李梅、李

莉萍、田民三位老师主讲，贞丰县100名乡村教师参加。三位老师通过小组活动、团队展示、互动问答

等环节，让参训教师们理解了乡村教师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了阅读的重要性、学习了情绪管理和了解自

己拥有的资源并获得更多支持。培训过程中，参训老师们被培训师带动起来，争先恐后地发言分享自

己的想法和各自团队的意见。老师们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也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在培训课程的幸福体

验中重新认识了自我。

1、馨公益推广

4月-11月，桂馨基金会策划实施

了第四届“馨心相印”慈善之夜晚会，

并于11月18日在广州举办。本届晚会以

“乡村教育陪伴者”为主题，通过桂馨

基金会理事及相关教育公益项目合作伙

伴代表、捐赠人代表等人士的分享和讲

述，桂馨进一步向现场嘉宾和社会公众

传递了桂馨公益所坚守的理念和目标。

活动现场，嘉宾们通过参与领捐、义拍

等形式认捐支持桂馨项目，支持桂馨公

益可持续运作和发展。

其他项目

桂馨之友卢琛女士主持 2017“馨心相印”慈善之夜 出席“慈善之夜”的嘉宾在签到墙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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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馨艺术课堂

10月16日-27日，为了给贫困乡村地区儿童有益的艺术启蒙引导和教育，激发乡村儿童对绘画艺

术的热爱，在孩子们心中播下艺术的种子，桂馨基金会联合丹蒙艺术，邀请了张成、侯丽梅、徐帆、黄

明4位艺术家深入两所乡村学校——湖南省龙山县大安小学和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开展了为

期两周的“馨艺术课堂”。期间，四位艺术家带领两所学校的164名乡村孩子完成了一系列绘画学习和

创作，一幅幅风格迥异的绘画作品在孩子们的画笔下奇迹般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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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项目今年增加教师资助，项目实施学校为四川省盐源县前所乡小学。项目通过在学校设

计贫困学童助学金、毕业生奖学金、优秀教师奖励计划，期待在学校内部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和工作

氛围，推动学校教育环境和质量改善。2017年，该项目共资助84名学生及5名乡村教师。

截止2017年12月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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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累计资助1139人次，累计投入公益资金1,311,944.19元。

张成先生 侯丽梅女士

徐帆先生 黄明先生

馨艺术课堂上学习绘画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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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公益活动

1、2017馨公益挑战
4月22日，由桂馨基金会联合思科

公司、北京赛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的“2017

馨公益挑战”（北京场）公益体验活动

举行。本次活动共有来自思科、赛融信

以及北京地区基金会捐赠人、志愿者、

合作伙伴等50余人参加。活动旨在通过

丰富有趣的公益体验，让参与者在工作

学习之余也能亲近大自然、助益身心健康，并能享受参与公益所带来的快乐。

2、2017馨公益之旅
2017年暑期，通过桂馨基金会组织和招募，共有来自北京、上海、江苏、香港等地

的50名桂馨之友和捐赠人代表参与了桂馨公益项目活动的体验和志愿服务，累计提供

志愿服务2480小时。参与期间，馨友们为乡村学校的孩子们带去了自己准备的课程或

礼物，和孩子们进行了良好的交流和互动，在桂馨书屋搭建、科学探究主题活动实施过

程中进行了参与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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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公益日网络众筹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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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次为“馨动乡村·教师成长”公益项目开展筹款。3天时间里，累计有6384名爱心人士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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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捐赠支持。该项目所筹集公益善款将用于2018年中西部地区乡村学校教师培训学

习和成长支持。

4、首届桂馨·南师乡村教师论坛
10月21日，首届“桂馨·南师乡村教师”论坛在广东科学中心学术交流中心举行。

第三届“桂馨·南师乡村教师”项目获选及入围教师在本届论坛上正式揭晓，其中15位

优秀乡村教师荣获第三届南师项目，6位乡村教师入围。论坛期间，桂馨基金会邀请了

多名教育、公益、艺术等领域专家学者为嘉宾们分享了教育、创新、乡村教师等主题的

思想和观点。

5、2017馨心相印慈善之夜
11月18日，2017“馨心相印”慈善之夜在广州举行。本届慈善之夜以“乡村教育陪

伴者”为主题，通过桂馨基金会理事以及相关教育公益项目合作伙伴代表、捐赠人代表

等人士的分享和讲述，桂馨进一步向现场嘉宾和社会公众传递了桂馨公益所坚守的理

念和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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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晚会共筹得善款720余万元，将用于执行桂馨书屋、桂馨

科学课、桂馨乡村教师支持公益项目。

6、2017桂馨志愿者年会
12月8日-10日，为表达基金会对桂馨志愿者群体的致敬和感谢，同时为志愿者们

提供一个交流、展示与分享的机会和平台，2017桂馨志愿者年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

各地的100余名桂馨志愿者、桂馨公益合作伙伴及捐赠人代表、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基

金会理事等齐聚一堂，参与了本届年会期间基金会精心准备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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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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共有来自北京、深圳、上海、香港和项目实施地区的66名桂馨之友参与桂馨公

益项目活动；其中包括31名捐赠个人和捐赠机构员工代表，累计提供志愿服务3020小时。

2017年度桂馨捐赠人/馨友参与公益项目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捐赠人/馨友 参与日期 参与地点 志愿服务（小时）

1 康典   解冻 1月9日-10日 贵州省贞丰县项目区域 项目观摩

2 池运强 3月30日 湖南省株洲县育红小学 项目观摩

3
杨晓华   李琦

（弘慧基金会）
4月6日 湖南省沅陵县鹤鸣山小学 项目观摩

4 原翔 7月6日-20日 贵州省罗甸县罗化小学 240

5
班禹霞   程康 

谢天勇
7月12日

贵州省罗甸县罗沙小学、
罗路小学

项目观摩

6 张琦   李泽熙 7月12日-15日 贵州省罗甸县兴隆小学 128

7 程康   池运强 7月16日
贵州省罗甸县兴隆小学、

沿河小学
项目观摩

8
钟国珍   钟锦团
（莱蒙基金会）

7月16日-17日 贵州省罗甸县上隆小学 32

9 路小蔷   郝小青 7月16日-17日 河南省嵩县楼上小学 项目观摩

10
李子学   李叶 

郭愫莹
（国金基金）

7月16日-17日 河南省嵩县杨湾小学 48

11
思科公司

（6名员工及孩子）
7月16日-17日 河南省嵩县高村小学 96

12 陈慧慧   王诗棋 7月16日-19日 青海省湟中县加汝尔小学 64

13 郑敏   陈莉 7月20日-23日 湖北省枣阳市南城中心小学 项目观摩

14
瑞士信贷集团
（5名员工）

7月21日 河南省嵩县黄水庵小学 40

15 石平 7月21日-22日
河南省嵩县黄水庵小学、马河

小学、高村小学、洛沟小学
项目观摩

DONORS

 捐赠人
不止于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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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捐赠人/馨友 参与日期 参与地点 志愿服务（小时）

16
陈志强   丁红敏

陈铮
7月22日-26日 贵州省罗甸县董架小学 240

17
黄雅芸   陈迪轩

金子曦
7月23日-25日 贵州省罗甸县大坪小学 144

18
蔡蕾   管海蓉 

徐苓远   黄又然
7月23日-25日 贵州省罗甸县板庚小学 192

19 石平 7月23日-27日 湖北省枣阳南城中心小学 项目观摩

20 杨思思 7月23日-27日 湖北省枣阳南城中心小学 40

21 朱昊婷   邰南 7月23日-27日 湖北省枣阳南城中心小学 80

22 赵军 7月25日-26日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乡

中心小学
32

23 辛罗林 7月25日-27日 湖北省枣阳南城中心小学 项目观摩

24 姜景翔   王炫量 7月25日-8月9日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凤岭乡

中心小学
512

25 王清河 7月25日-8月10日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凤岭乡
中心小学、观堡村小学、

张程小学
272

26 魏星 7月26日-8月6日 贵州省罗甸县八总小学 192

27 辛罗林 7月28日 河南省嵩县古垛小学 项目观摩

28 许志钢   许东钰 7月29日-31日 河南省嵩县太山庙小学 96

29
高月婵   李凌云
（莱蒙基金会）

8月14日-15日 贵州省罗甸县云里小学 32

30
高月婵   李凌云
（莱蒙基金会）

8月16日 贵州省罗甸县 项目观摩

31
张翼飞

（复星基金会）
9月24日-25日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项目观摩

32 房进涛 10月13-14日 贵州省贞丰县第一小学 项目观摩

33 张苏萍 10月16日-21日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 60

34 张成   侯丽梅 10月16日-27日 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 240

35 徐帆   黄明 10月16日-27日 湖南省龙山县大安小学 240

36 傅立波   许志钢 10月18日 湖南省龙山县大安小学 项目观摩

37 张瑞 11月14日 河南省嵩县古城小学 项目观摩

桂馨之友朱昊婷女士在湖北省枣阳南城中心小学陪孩子做
探究活动

桂馨基金会法律顾问赵军先生在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乡
中心小学参与悦读周活动

莱蒙基金会员工代表在贵州省罗甸县云里小学参与桂馨书屋
揭牌仪式

桂馨基金会理事、捐赠人路小蔷女士在河南省嵩县楼上小
学参与桂馨书屋搭建

国金基金员工参与河南省嵩县杨湾小学桂馨书屋悦读周活动

瑞士信贷银行伍兹·布克曼先生在河南省嵩县黄水庵小学为孩子们上音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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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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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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社团和团队 

31个   

志愿者团队和社团是充满热情、

朝气和创新的力量。

公益同行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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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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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学校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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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  

传播也是一种公益。

PARTNERS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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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行政部门：4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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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教育学会小学科学教学分会

湖南省小学科学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

湖南省株洲市小学科学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

湖北省监利县教育局

湖北省襄阳市教育局

桂馨2017年度合作伙伴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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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志愿者社团和团队：3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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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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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中医药大学星火志愿者团队

湖南第一师范大学悦快乐团队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社会实践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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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农业大学甘露支教团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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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北师范大学薪火义务支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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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大学人文学部青年志愿者协会

云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贵州大学勤工助学服务中心

宁夏大学晨曦计划

思科公司员工志愿者团队

国金基金员工志愿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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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师范大学志愿者团队

棕榈股份志愿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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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浙江省金华市环城小学

浙江省金华市曙光小学

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景苑小学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闻涛小学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高桥小学

浙江省嘉兴南湖国际实验学校

浙江省安吉县杭垓小学教育集团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状元第一小学

浙江省瑞安市虹桥路小学

公益同行：3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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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

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

亲近母语研究院

江苏七彩凤凰母语发展基金会

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北京市金鼎轩公益基金会

南怀瑾文教基金会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爱聚公益创新机构（一公斤盒子）

广州市越秀区颗粒公益传播发展中心

佳信德润(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灵析）

奥朋都盈志愿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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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励志助学中心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 

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 

江阴市青年点点爱心港 

麦田基金会 

绵阳教师知行社 

PEER毅恒挚友 

蒲公英行动 

天下溪 

同梦慈善基金 

心和基金会 

修水爱心联合会 

阳光书屋 

永宁助学 

裕蕾爱心助学协会 

真爱梦想基金会 

专业支持机构：1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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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 Architects

楠书房

卿卿工坊

北京丹蒙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赛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一枝之栖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棕榈生态城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锐英联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崇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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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坊市栖铭纸塑制品有限公司

媒体伙伴：16家

中国网

财新传媒

科技新报

公益时报

搜狐教育

贵州日报

贞丰电视台

黔西南日报

红网

团结报

宁夏新闻网

洛阳日报

承德晚报

株洲晚报

姜堰日报

浙江小学科学网

VOLUNTEERS

 志愿者
志愿者让公益更美好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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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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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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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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桂馨志愿者服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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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78,528 9816

桂馨科学课 273 12,746 1593.25

编辑、翻译 23 1232 154

其他志愿者 175 6056 757

总计 833 98,562 12,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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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5858 1,015,282 126,910.25

一、志愿者支持体系有了全新调整
将原有的志愿者成长计划升级成为包含“馨青年”计划和

“馨成长”计划两个部分的“桂馨志愿者支持2.0”，更加全面

系统地支持志愿者成长。

二、志愿者培训更加专业
邀请北京益微青年全程设计并深度带领本年度悦读周志

愿者培训，以“夏令营设计”和“阅读活动开展”为主题，对志

愿者团队进行了更加专业、系统的指导。

三、志愿者群体更加多元
除了大学生、科学名师，越来越多的群体，如企业职员、政

府官员、艺术家、工程师等群体也纷纷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到桂

馨公益项目中来。

四、志愿者更加深度参与志愿服务
除了亲身参与公益项目开展实施，部分志愿者利用自身专

业优势，更加深度、持续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支持桂馨公益项

目后续运营。

2017桂馨志愿者工作特色
2017 GREEN & SHINE FOUNDATION VOLUNTEER WORK

 2017桂馨志愿者项目捐赠方：林美金（May Lam）女士、民生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北京中山伟业 

 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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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桂馨团队

2017年，基于机构使命，桂馨团队继续围绕“专业

化、影响力”机构战略发展目标前行。

6月18日，桂馨基金会举行了二届九次理事会和三届

一次理事会会议。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辛罗

林、齐家珊、于伟、凌克、包凡、石平、刘冰、路小蔷、高

卉、韩桦、樊英为桂馨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池运

强、胡波、康凯被推选为第三届基金会监事。同时，第三届理事会聘请基金会发起人、第一、二届理事

会理事长刘桂为基金会荣誉理事长。

2017年，桂馨基金会每一位理事均以身作则，通过参与桂馨公益活动或项目，为基金会筹款、传播、

资源链接等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017年，在整体完成各项相关工作计划基础上，基金会执行团队更加注重团队成员能力提升和文化

建设，创建积极进取、团结、合作的工作氛围。

2月，职慧创始人梁旻为桂馨执行团队带来了提升职业能力的专题培训。

9月，基金会完成新办公室搬迁。新的办公环境更有利于执行团队高效、舒适、愉悦地开展工作。

11月19日-21日，执行团队团建活动在广州从化举行。在体验式培训师臧道祥带领下，团队成员在

游戏中得到学习和思考，感受到团队的重要性和合作的力量。

此外，执行团队通过集体观影、宿舍聚餐、节目编排等团队活动，以及参与摄影、礼仪等方面培训，团

队成员合作更加融洽、友爱。

2018年，我们会以更开放的心态，用心学习和工作，和桂馨一起成长。

2017年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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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典先生在首届桂馨·南师乡村教师论坛上致辞 石平先生参与桂馨科学夏令营

包凡先生在馨心相印慈善之夜上分享
参与公益的故事

辛罗林先生考察桂馨书屋悦读周活动

樊英女士受邀为三思院爱心人士分享
桂馨公益历程和故事

韩桦女士在桂馨志愿者年会上进行主题分享

桂馨基金会举行二届九次理事会和三届一次理事会会议

执行团队合唱一首歌风采展示

执行团队合影

员工生日 PARTY桂馨新办公室工作环境

梁旻老师为执行团队开展能力提升专题培训 执行团队在广州参与体验式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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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REPORTS

 财务报告

1、2017年度收支表（单位：RMB元）

2、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RMB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净资产 捐赠收入 公益支出

1000

2000

3000

4000

6000

5000

0

34,180,497.05

10,877,697.39

4,328,817.75

21,445,438.08

9,502,884.92

47,304,787.37

13,600,099.73
9,140,435.34

52,541,945.91

收    入

     限定性收入 

     桂馨书屋 5,337,519.29

     桂馨科学课 2,253,450.67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3,753,351.88

     其他项目 1,983,822.77

     非限定性收入 271,955.12

     捐赠收入合计  13,600,099.73

     提供服务收入 16,033.01

     政府补助收入 10,000

     投资收益 1,280,627.18

     其他收入 15,169.33

     收入合计 14,921,929.25

支    出

桂馨书屋 3,463,189.57

桂馨科学课 2,567,083.72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1,591,313.37

其他项目 1,518,848.68

公益支出合计 9,140,435.34

管理费用 626,956.47

支出合计  9,767,3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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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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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7年捐赠明细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00

200

300

400

0

1,353,562.4

496,502.86
740,322

1,738,4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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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馨书屋 桂馨科学课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其他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00

200

300

400

6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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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馨书屋 桂馨科学课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其他项目

3,099,508.34 2,990,304

2,283,514.122,504,3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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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桂馨专项基金公示（单位：RMB元）

专项基金名
称 设立时间 2016年底

金额
2017年

增加金额 累计金额 2017年收益 累计收益 收益累计
使用

桂馨科学教
育基金

2014年10月 5,000,952.36 0.00 5,000,952.36 205,405.43 735,638.58 64,800

桂馨书屋阅
读基金

2014年10月 5,005,812 0.00 5,005,812 205,607.29 643,327.46 199,555.80

桂馨志愿者
基金

2014年10月 2,000,000 1,022,950.77 3,022,950.77 82,169.09 118,996.76 57,042

桂馨·南怀
瑾乡村教师

基金
2014年10月 3,030,000 735,821 3,765,821 124,506.77 328,484.42 120,000

合计 15,036,764.36 1,758,771.77 16,795,536.13 617,688.58 1,826,447.22 441,397.80

相关说明：
1、桂馨基金会公益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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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专项基金投资收益部分已用于支持2017年度公益项目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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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收益率为4.41%。

捐赠个人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7年1月4日 郑旭君 2,060.00 桂馨之桥

2017年1月4日 徐洪江 70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1月4日 康凯 12,973.15 桂馨书屋

2017年1月4日 蔡云晔 45,4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月4日 蔡云晔 65,425.89 桂馨书屋

2017年1月4日 蔡云晔 13,269.00 桂馨书屋

2017年1月4日 蔡明雅 8,947.00 桂馨之桥

2017年1月4日 张伟杰 2,060.00 桂馨之桥

2017年1月6日 高卉 19,200.00 非指定

2017年1月9日 白炼 100,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月24日 岑昊 1,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1月27日 岑勇 1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1月29日 马东起 1,000.00 非指定

2017年2月1日 李春佛 2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2月6日 曹磊 200.00 非指定

2017年2月16日 刘瑞 2,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2月19日 周建良 1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2月20日 曹昊 1,000.00 非指定

2017年2月20日 王道平 35,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2月21日 胡陶 8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2月24日 蒋韬 26,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2月27日 李明顺 15,5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2月27日 熊宇飞 15,5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2月28日 张旭 816.88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3月4日 朱永博 2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年  度  报  告
2017 ANNUAL REPORT

76

77

财 务 报 告
FINANCIAL REPORTS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7年3月5日 桂馨之友 100,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3月6日 曹磊 2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3月9日 刘文成 3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3月10日 王梦赟 2,060.00 桂馨之桥

2017年3月13日 净名蘭若 1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3月30日 王梅 600.00 桂馨之桥

2017年3月31日 张旭 32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3月31日 曾洁 1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4月7日 曹磊 2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4月14日 陈骏 30,000.00 非指定

2017年4月20日 桂馨之友 8,062.29 桂馨科学课

2017年4月25日 张旭 34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4月28日 杨惠榕 4,5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4月29日 崔巍 9,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5月3日 杨小松   徐小雯 45,6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5月3日 康凯 13,5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5月4日 李晨   李源 45,6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5月12日 池运强 45,6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5月12日 关亦青 45,6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5月12日 桂馨之友 51,4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5月12日 曹磊 2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5月15日 刘宝瑞 100,000.00 桂馨之桥

2017年5月16日 包虹剑 45,6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5月17日 张旭 501.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6月2日 刘爱民 13,656.00 桂馨书屋

2017年6月3日 曾洁 1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6月5日 曹磊 2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7年6月20日 赵晓红 38,5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6月26日 阚爱平 51,4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6月30日 张旭 34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7月5日 曾洁 1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7月6日 康典 120,000.00 桂馨之桥

2017年7月6日 曹磊 2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7月7日 李慧 2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7月9日 陈慧 8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7月9日 陈慧 2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7月10日 李妙丹 1,200.00 桂馨之桥

2017年7月31日 张旭 22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8月2日 曾洁 1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8月9日 李丹 45,6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8月11日 辛罗林 9,347.00 非指定

2017年8月25日 张旭 32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9月12日 张旭 4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9月20日 韩桦 2,060.00 桂馨之桥

2017年9月29日 李方林 1,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10月5日 张晓芳 2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0月17日 桂馨之友 71,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0月23日 曾洁 1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10月23日 张旭 48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10月25日 陈博 5,1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0月25日 孙坤 2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1月12日 杨澍 25,0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1月17日 高卉 25,0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1月20日 石蕴汉 2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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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20日 许建华 8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11月20日 孙怀益 60,000.00 桂馨教师支持

2017年11月20日 房进涛 2,0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1月20日 齐兴凤 2,0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1月20日 陈锐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1月20日 闫子铜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1月21日 李一俊 5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1月23日 张海鹏 60,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1月28日 陈明高 8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11月29日 辛罗林 25,0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1月29日 石平 7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2月8日 胡波 10,0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2月15日 高卉 159,802.7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12月19日 尚文 2,060.00 桂馨之桥

2017年12月21日 郎俊 2,472.00 桂馨之桥

2017年12月21日 黄志海 1,999.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12月21日 叶小艳 600.00 非指定

2017年12月25日 岺勇 100.00 非指定

2017年12月27日 黄向阳 200.00 非指定

2017年12月28日 沈桂杰 8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28日 郑文怡 2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28日 刘亚飞 3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28日 徐象财 2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28日 刘学良 1,314.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12月28日 王瀚宇 2,0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2月28日 黄益丹 1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2月28日 梁锦建 100.00 馨心相印

日期 捐赠人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7年12月28日 丘楠 1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2月28日 冯怡萱 25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2月28日 古苑钦 1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12月28日 冯怡萱 2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12月28日 刘锡斌 2,400.00
桂馨书屋

桂馨科学课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12月28日 池运强 25,0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2月28日 路小蔷 25,0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2月28日 石平 25,0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2月28日 胡波 25,0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2月28日 陈晓露 9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2月28日 刘超 2,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28日 杨杰 1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2月28日 王骥 2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12月28日 张思民 2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12月28日 叶丹丹 15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2月28日 马梦云 1,0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2月28日 章明慧 2,060.00 桂馨之桥

捐赠机构

日期 捐赠方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7年1月4日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5,223.26 传播与推广

2017年1月4日 上汉德产业促进有限公司 1,022,950.77 桂馨书屋

2017年2月1日 智趣的知识分子（北京）传媒有限公司 1,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2月17日 深圳市莱蒙慈善基金会 50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2月20日 北京每日优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50,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2月21日 华创汇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28,474.88 桂馨科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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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捐赠方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7年2月24日 天行（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2月24日 北京天空卫士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43,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2月24日 杭州铜板街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35,5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3月8日 中国扶贫基金会 715,0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3月31日 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绿洲学校 17,5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4月6日 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 594,371.8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4月18日 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402,870.00 桂馨书屋

2017年4月20日 美国信安人寿保险公司北京代表处 68,765.00 桂馨书屋

2017年4月26日 北京赛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120.00 桂馨书屋

2017年4月27日 中国扶贫基金会 500,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4月28日 中国扶贫基金会 176,212.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5月3日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200,000.00 非指定

2017年5月4日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6,820.51 传播与推广

2017年5月13日 北京寓乐世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0,028.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5月14日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630.00 桂馨书屋

2017年6月1日 赛诺贝斯（北京）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6月22日 南开大学九二管理系同学 51,4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6月23日 北京启明星辰慈善公益基金会 142,6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7月4日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06,655.90 桂馨书屋

2017年7月31日 北京南聿讯泰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 传播与推广

2017年8月15日 中国扶贫基金会 32,200.00 桂馨科学课

2017年10月12日 南怀瑾文教基金会 35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10月25日 元胜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1,85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1月17日 北京中金公益基金会 25,0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1月20日 中国扶贫基金会 50,000.00 百度益起播种项目

2017年11月20日 望华卓越（青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000.00
桂馨书屋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11月20日 北京赛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日期 捐赠方 金额（RMB元） 项目名称

2017年11月20日 上海裕虹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1月24日 北京赛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馨心相印

2017年11月24日 镇江康飞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1月27日 深圳前海大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20,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1月28日 北京南聿讯泰科技有限公司 25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12月7日 匿名爱心企业 1,000,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8日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90,000.00
桂馨科学课
桂馨书屋
馨心相印

2017年12月8日 深圳市莱蒙慈善基金会 500,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13日 中国扶贫基金会 280,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15日 万科公益基金会 30,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15日 毕马威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19,955.86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25日 福州市慈善总会 2,000,00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2017年12月25日 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 1,307.10 非指定

2017年12月25日 北京爱佑公益发展中心 150,000.00 “爱佑益+伙伴”第一期

2017年12月28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

公司
5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28日 温州市南方立邦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2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28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支公司 200.10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28日 北京赛融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300.00
馨心相印

桂馨科学课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28日 智趣的知识分子（北京）传媒有限公司 1,000.00 传播与推广

2017年12月28日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 10,00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28日 浙江沸点化工有限公司 45,910.00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28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员工和客户

132,387.62 桂馨书屋

2017年12月29日 珠海生命动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非指定

备注：部分 2017“馨心相印”慈善之夜捐赠因 2018 年 1 月份入账会放到 2018 年再行公示。如您对财务信息有任何疑问或

进一步了解的需求，请致电或邮件联系桂馨基金会：010-5900 4761 转 800  guixin@greenandsh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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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0 日，“万科·桂馨乡村教师支持”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州省贞丰县举行。

1 月 14 日，桂馨科学课公益项目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期间，桂馨基金会聘请章鼎儿先生为荣誉理事。

2 月 15 日 -23 日，桂馨基金会 2017 年度春季团队培训在基金会办公室举行。

2 月 17 日，华创资本年会期间举行慈善义拍支持 2017 年桂馨科学课公益项目。

3 月 4 日， 桂馨基金会秘书长樊英女士应邀赴上海恒南书院参加南怀瑾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并发

表演讲“践行南师思想，做乡村教育的传灯人”。

3 月 22 日， 桂馨公益形象大使郑罗茜女士一行人员去到河南嵩县青山小学和洛沟小学，参与和体验

桂馨公益项目。

4 月 6 日 -8 日，2017 桂馨科学教师培训（湖南沅陵）项目在沅陵县举行。

4 月 14 日 -16 日，桂馨基金会组织 38 名乡村教师赴南京参加中国儿童阅读论坛。

4 月 15 日 -16 日，2017 桂馨乡村教师幸福园丁计划（湖南保靖）项目在保靖县举行首场培训。

4 月 21 日，“莱蒙·桂馨乡村教师支持”公益项目在贵州罗甸启动实施。

4 月 22 日，桂馨基金会联合思科、赛融信在北京奥森公园举行“2017 馨公益挑战”公益体验活动。

5 月 18 日，2017 年度乡村教师公益种子计划申请启动。

5 月 19 日 -23 日，桂馨科学课馨教师计划集中研讨在浙江嘉兴举行。

5 月 28 日 -30 日，2017 桂馨书屋阅读周体验营暨志愿者培训南方场在武汉举行。

5 月 31 日，由桂馨基金会乡村教师公益种子计划资助的《祁连山北麓野生花卉集锦》一书出版。

6 月 1 日，第三届“南师项目”进入网络展示阶段，33 位乡村教师入围。

6 月 2 日 -4 日，2017 桂馨书屋阅读周体验营暨志愿者培训北方场在北京举行。

6 月 18 日，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在北京举行了二届九次理事会和三届一次理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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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大事记 7 月 3 日 -8 月 28 日， 来自全国各地的 28 支大学生志愿者团队的志愿者在 28 个桂馨书屋项目学校

开展了 2017 悦读夏令营活动。

7 月 10 日 -29 日，2017 桂馨科学夏令营在四川、青海、湖北三省四地先后举行 5 场。

7 月 16 日，贵州省罗甸县桂馨书屋项目启动仪式在罗甸县兴隆小学举行。

7 月 16 日 -18 日，2017 桂馨科学教研员培训在四川省绵竹市紫岩小学举行。

8 月 1 日 -10 日， 桂馨基金会参与了由百度公益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的“益起播种——

NGO 传播能力支持计划”。

8 月 2 日 -4 日，由桂馨基金会主办的 2017 桂馨乡村校长培训在河南洛阳举行。

9 月 7 日 -9 日，桂馨公益项目“馨动乡村·教师成长”参与 99 公益日筹款。

9 月 21 日， 桂馨基金会秘书长樊英女士应邀在上海与“三思院”理事成员座谈，介绍教育公益和桂

馨公益项目。

9 月 24 日 -25 日， “复星·桂馨科学教育专业奖学金颁奖礼暨未来科学教师成长论坛”在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举行。

9 月 30 日，桂馨基金会完成新办公室搬迁。

10 月 16 日 -27 日，“馨艺术课堂”在湖南省龙山县大安小学和宁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开展。

10 月 20 日，2017 年度桂馨优秀志愿者评选结果公示。

10 月 21 日， 首届“桂馨·南师乡村教师”论坛在广州举行，其中 15 位优秀乡村教师荣获第三届南师 

项目，6 位乡村教师入围。

10 月 22 日 -27 日，2017 桂馨乡村教师视野之旅活动在广州举行。

11 月 4 日，康典先生荣获 2017 年度中国公益基金个人贡献奖。

11 月 13 日 -17 日，2017 桂馨科学骨干教师培训在湖南株洲举行。

11 月 18 日，2017“馨心相印”慈善之夜在广州顺利举行。

12 月 8 日 -10 日，2017 桂馨志愿者年会在北京举行。

12 月 20 日，桂馨基金会荣获中国扶贫基金会颁发的“公益同行·合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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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大树》                                                马喜民  张程小学（五年级）

《临摹大师（莫兰迪）》
马喜民    张程小学（五年级）

《树》 
董良巍  蔡益顺  大安小学（三年级）

《美丽的家乡》                  咸雪莲  张程小学（五年级）

《天梯》
杜丕森  大安小学（四年级）

《我的大脚丫》
车东军  大安小学（四年级）

《阳光下的花儿》 

万明凤  大安小学（五年级）

《温柔的故乡》                  咸芙莲  张程小学（五年级）

捐助通道
Donor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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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馨艺术课堂”乡村儿童原生绘画作品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