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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2018 年 1 月 20 日）

尊敬的各位理事、监事、会员、及各位校长、老师们：

大家上午好。

在举国欢庆十九大，欢天喜地迎新年之季，迎来了海南省乡村教育发

展促进会大家庭成员的团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乡村支教的路上因你而

精彩，乡村的天空因你而灿烂；聚天下大爱兴乡村教育，一批批志愿者支

教老师，在乡村学校绽放青春；一批批爱心人士在爱的旅途中助爱善行；

于是涌现出一批小小外交使者、文明礼貌小公民、乡村小百灵、制作小能

手、阅读小博士等等，使乡村教育促进会这个大家庭格外的友爱、格外的

温暖，在这个美好的时间里，大家欢聚一堂，为爱的奉献而举杯欢庆，为

乡村教育共谋发展之路。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自 2015 年 6月 1日召开成立大会，到现在

已经成立二年半了。在这二年多的时间里，从当初成立时支教的 10所学

校、13 位支教老师，到现在支教的 52所学校，90 多名支教老师，已累计

委派志愿者支教老师 180 多人，为海南的乡村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本着“聚天下大爱兴乡村教育”的宗旨，积极稳妥地开展乡村教育

的各项活动。越来越多的志愿者老师加入到乡村教育支教的行列，越来越

多的爱心企业/人士关心关注支持乡村教育的发展，奉献爱心将爱传递。现

将 2017 年的主要成果向大家进行汇报。

一、志愿者支教队伍不断壮大

乡村教育促进会成立两年多来，所开展的乡村教育得到了社会的广泛

认可，志愿者支教老师受到了学校的热烈欢迎，支教所取得的成果也逐渐

突显出来，促进了乡村学校教学的提高，起到的积极作用；2017 年 3月至

7 月，在校签约的志愿者支教老师 50名，合作支教学校 29所，其中初中

“圆梦班”一个；2017 年 8月份，在原有支教学校的基础上，根据许多学

校的需求信息，促进会继续扩大合作支教范围，调研走访了近 60多所学

校，通过社会招募，当时有 400 多人投放简历，拟投入乡村教育的行列；

通过简历筛选、面试、考核、签约等程序，于 2017 年 8月底签约了 80

位志愿者支教老师，后又增加“圆梦班”老师的招募以及有关学校老师的

补充，到 2017 年 11 月，签约支教老师达到 90名，其中：担任中学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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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支教老师 24名），他们分别在海南 16个市县的 45 所乡村学校开展支

教工作，为海南乡村的教育奉献着青春、奉献着光和热。

志愿者支教老师的到来，给乡村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乡村教

育的发展。促进会致力于推动海南乡村教育朝着提升素质，均衡发展不断

前行；志愿者支教老师所到学校，受到当地师生家长的欢迎和感谢，师生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给乡村学校带去了优质的支教课堂，引领乡村学子放

飞希望的梦想。

二、 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 构筑爱的城堡

1. 当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99公益日）。2017 年 9 月 7、8、9 日

三天，是腾讯公益开展的全民“99 公益日”大型公益活动，海南

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携手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在腾讯

公益上原有的【助力海南乡村教育】项目，今年我们又增加了新项

目——【乡村百灵合唱团】；短短的三天时间里，两个项目共筹到

善款约 109 万元；其中来自爱心人士实际捐款约 84 万元，得到腾

讯配捐约 25 万元，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海南金鹿农机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美都贸易有限公司、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

司、海南华峰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吉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等等爱心

企业发起一起捐，共有 52 个单位和团体发起一起捐，极大地调动

了大家参与公益奉献爱心的热情。这些善款都有在座的各位的一份

爱心和奉献，在此，我代表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和乡村的孩

子们感谢各位为乡村教育做出的贡献。今天我们种下善的种子，明

天我们必将在爱的森林里重逢。在 2017 年腾讯乐捐“九九公益日•

一起爱”全国公益日活动结束后，各界爱心人士的公益热情依然不

减，坚持不断地开展乐捐。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助力海南

乡村教育】项目在腾讯乐捐上已募 2761442.98 元；【乡村百灵合唱

团】已募 49394.96 元。发起一起捐达到 2000 元及以上的企业/团

体/个人有近 70个，参与捐款有 37438 人次。有 44 家企业/团体荣

获“99 一起爱”—爱心企业/爱心团队称号（他们是：海南金鹿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华峰投资有限公司、海南美都贸易有限公

司、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海南联合皇冠汽车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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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格局商学院海南分院、海南金鹿农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吉羽物业有限公司、海南思香源食品有限公司、云南华宁金鹿拖拉

机制造有限公司、福泉市金鹿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海南恒宝混凝

土工程有限公司、海南海佑南山野生灵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博艺

园林集团有限公司、海南金鹿楼宇设备公司、海南火车头物流有限

公司、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北航海南校友会、海大 EMBA 总裁 20

班、市工商联（总商会）女工委、海口市企业家协会；黑龙江商

会、海南新南宝、海南颂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海南美亚电缆厂有

限公司、海南博川电力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尚品宁避风阁金鹿店、

酒巷子文化馆、中南国科（海南）建设有限公司、中南城建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海南留富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海南文化网、海南青

轩贸易有限公司、加拿达少儿英文培训中心、海南科明电子机电有

限公司、海南芮伊松松大酒店有限公司、金鹿金属及压力容器制造

厂、金鹿配套件厂、金鹿金属及压力容器制造厂、韶关市金鹿拖拉

机制造有限公司、印尼马来金鹿公司、金鹿安装总厂、四川金鹿富

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茂名市茂南金鹿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正是因为有你我他的爱心传递，才使世界变的更加美好，我们在一起

就会了不起。希望在 2018 年 99 公益日的盛会中，会有更多的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加入到这个腾讯公益乐捐平台，参与到全国互联网公益日的盛会

中来。

三、 公益课堂为乡村孩子筑梦启航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让乡村的孩子拥有公平优质的教育，我们的爱心

人士始终如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 2016 年上半年开始，促进会结合社

会资源的整合，开办各项优质公益课堂，送教下乡，为乡村学校送去优质

的教育资源，为乡村学子筑梦启航。

（一）“城乡牵手，感恩大爱”英语公益课堂已进入第三个学年，义务

选派优秀中外方老师到乡村学校援课，已分别在万宁的盐墩小学、万宁东

岭小学、万宁曲冲小学；海口翰香小学、海口江南小学、海口眼镜塘小

学；文昌东坡小学、文昌华能隆丰小学、文昌昌江小学；屯昌鸭塘小学、

澄迈坡脑小学等学校开展了约 35次的外教下乡支教，将优质的英语课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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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乡村小学，让孩子们零距离地与外教老师直接对话，提高了孩子们学习

外语的兴趣；外教老师的公益课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受益学生近千人。

（二）促进会与海南省礼仪协会合作，开展了“知书达礼—礼仪公益支

教”帮扶活动，由省礼仪协会秘书长王立娟老师亲自上课，已分别在临高

带芴日松小学、临高马袅学校、东方本廉小学、东方下红兴小学、陵水港

坡小学、陵水坡尾小学、文昌华能隆丰小学、文昌东坡小学、屯昌东岭小

学、屯昌松坡小学、海口翰香小学、海口眼镜塘小学海口江南小学、海口

墨桥小学、万宁泗水小学、万宁琉川小学、万宁西坡小学、万宁罗万小

学、万宁立岭小学、万宁盐墩小学、万宁六连小学、万宁龙保小学等乡村

学校进行了 14批次 28 所学校的礼仪下乡支教，直接或间接受益学生 5000

余人，将国学和中国传统礼仪带入乡村学校。

（三）促进会与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合作，开展“乡村百灵合唱团”音乐

支教帮扶活动，现在临高马袅学校、万宁禄马学校、万宁罗万小学、陵水

港坡小学成立了“爱乐·乡村百灵合唱团”；2017 年新增“乡村百灵合唱

团”5 个：儋州红岭学校、万宁和乐中心小学、临高调楼中学、临高调楼

中心小学以及海口东山中心小学；乡村学校里因为音乐支教老师的到到

来，使校园里充满了歌声和笑声。2017 年六一节期间，有临高马袅学校、

万宁禄马学校、万宁罗万小学的合唱团，参加了在海口侨中大礼堂举办的

乡村童声合唱音乐会，和近千名乡村学校的合唱团员们欢聚一堂，共同唱

响音乐之声。海口东山中心小学爱乐乡村百灵合唱团参加了“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合唱比赛，荣获银奖；临高马袅学校爱乐乡村百灵合唱团参加

“我的青春我作主 2018 年少儿春晚”节目展演，荣获二等奖，海南省乡村

教育发展促进会荣获“ 优秀组织奖”，陈亚军老师荣获“最美乡村指挥

奖”；乡村合唱团的成立，给乡村孩子们种下了音乐种子，相信参加过合唱

团的孩子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一定会是一个快乐、幸福、知恩、感

恩、积极、乐观的人。

（四）促进会与精诚合作社合作，开展了“书润心田、情暖学子”图书

室捐赠活动，为盐墩小学捐赠书架和图书 1000 余册；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

向促进会捐赠 2000 多册图书，送到琼中新伟学。中南国科、晨优教育的小

朋友、社会爱心人士捐书，给乡村学校的孩子们带去了渴望已久的校园图

书室。与信息科技机构合作，把互联网+学校的信息化管理引入乡村学校，

提升乡村学校的管理能力，并帮助其引进优质的共享课堂。

（五）新增“科普进校园 放飞童年梦”公益课堂，联合海南工程圈、

海口精诚合作社、海南创易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举办，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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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了三期活动，在 5 所乡村学校开展科普小制作，航模表演，机器人表

演、3D动画展示等科学内容，启发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极大地激发了孩子

们对科普的兴趣，出现了一批小小制作能手；为该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和参

与到活动中的爱心人士和志愿者达到 200 多人；北航校友会也为冠名支持

合作学校开展“启航计划”，给澄迈坡脑小学带去了一堂生动的航模制作和

表演。

四、 冠名合作，让爱传播

2017 年 9 月，促进会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到乡村教育这项公益

事业中来，有冠名支持、校企合作等方式；已有 6 家企业和 3位以个人名

义签署冠名支持乡村学校的协议，并用实际行动将爱的奉献付出予实施。

他们分别是：叶茂&叶明文先生合作支持万宁盐墩小学、邵兴华先生合作支

持白沙七坊中学、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冠名万宁大同中学“圆梦

班”及文昌文北中学“圆梦班”、海南吉羽物业有限公司合作支持海口东山

中心小学、格局商学院海南分院合作支持海口墨桥小学、北航海南校友会

合作支持屯昌鸭塘小学及澄迈坡脑小学、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合作

支持陵水港坡小学、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冠名琼中新伟学校“圆梦

班”及合作支持屯昌松坡小学。

五、 开启精彩人生新篇章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于 2016 年 9月在万宁和乐镇大同中学设立

了第一个初中学生的“圆梦班”，作为试点班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17

年 9月，又相继成立了三个“圆梦班”，文昌文北中学，琼中新伟学校，万

宁大同中学 2017 级“圆梦班”。以此帮助乡村家庭经济困难的贫困学生和

留守儿童顺利完成学业，并为其招募志愿者支教老师，做好帮困、助学、

育人工作，为乡镇的贫困留守儿童圆一个上学读书梦。为“圆梦班”的孩

子们颁发奖学金，以爱的鼓励孩子们积极学习孩子，成为有能力，能够立

足社会，成为快乐健康的人。为孩子们提供多方面的职业生涯选择和规

划。

六、 聚天下大爱兴乡村教育

乡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各界爱心企业的支持，大家以各种方式资助乡

村教育的发展。现已与 26家爱心企业和个人签署了长效捐赠协议或战略合

作协议，大家以各种方式支持乡村教育的发展。（他们是：海南金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会长叶茂先生、海南美亚电缆厂有限公司谢昭辉、海南恒宝

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韩友宁、海南吉羽物业有限公司陈世来、海口明珠一

品电子科技肖辅诚；中南国科（海南)建设有限公司文国开、海南钢多多科

技有限公司、海口富盛通实业有限公司、海南联合皇冠汽车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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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海南芮伊松松大酒店有限公司、海南新建康美兆体检医院、海南颂华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海南心旅行户外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海南万众假日

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外国语大学志远社、海南省环境教育协会、海口今

明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海南金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金鹿农机股份有限公

司；王恒国先生；海南美年大健康医院有限公司；海南海佑南山野生灵芝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青轩贸易有限公司、海南思香源食品有限公司、

格局商学院海口分院、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海南北航校友会、海

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大家以各种形式支持乡

村教育。

七、 凝聚力量助发展

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引导并鼓励发起合

作帮扶小学的村委会成立村教育基金会，把个人的热情转变为大家的热

情，号召村里的外出人员和成功人士一起做公益；目前已有 6 个村成立了

教育基金会，分别是万宁盐墩村教育基金、琉川村教育基金、西坡村教育

基金、和乐泗水村教育基金、龙保新村楷模助学基金、大同（和乐）中学

校友教育基金；已筹集善款 1374831.3 元，已发放助学金 601205.45 元。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与社会各届爱心人士携手并肩努力，其公

益慈善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加入到乡村教

育的行列。乡村教育正在改变着乡村学校的面貌，受到支教的学校和孩子

们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也促进了当地教育部门对乡村学校的关注和更多

支持。当然这个世界的改变不是一个人做了很多，而是很多人做了一点

点，相信在各位爱心人士的感召下，在各位志愿者支教老师的辛勤努力

下，乡村学校将变的越来真好。

八、 真心奉献感恩回馈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荣获益起向善·全民公益“四最”活动十

佳服务项目。2017 年 3 月 5 日是第 54 个全国学雷锋日，由海口市“双

创”工作指挥部指导，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共青团海口市委和海口志

愿服务联合会主办的 2017 年海口市“益起向善·全民公益”活动启动仪式

在骑楼老街隆重举行。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经海口市工商联推荐，

并通过网络投票和评议，促进会“支教大本营”项目荣获了最佳志愿服务

项目。这个荣誉的取得，离不开我们志愿者支教老师的无私奉献和付出，

离不开众多爱心人士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努力，这份荣誉是大家的荣誉。在

此也让我们为乡村教育坚守在乡村一线的志愿者老师们致敬和表示感谢。

会长叶茂先生荣获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童在蓝天下”十亿

爱感恩盛典的“爱心人物奖”。2017 年 4 月 28 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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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举办的“童在蓝天下”十亿爱感恩盛典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海南省

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会长叶茂先生受表彰。感恩叶会长为乡为公益慈善事

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荣获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2017 年

度 99 公益日“爱心企业奖”。

与海南心发现合作，成功举办“企业家讲堂——公益事业的企业化管

理之路”，带动了更多的人参与到乡村教育的公益事业中来。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规范管

理，将每一笔善款都用在乡村教育上。在国家“慈善法”颁布后，于 2017

年 7 月得到海南省民政厅的批准，成为“慈善组织”，为推动乡村教育的健

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凡向促进会捐款的单位或个人，捐款后促进会

可以开具慈善票据，享受国家税收减免政策。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这样一个新型的 NGO 组织，正在用爱的感

召和力量，促进影响着周围的人们，这颗爱的种子得到了传播，正在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2018 年，我们将按照党的十九精神，不记初心牢

记使命，继续前行。本着聚天下大爱兴乡村教育的宗旨，在认真做好海南

乡村教育的同时，将爱的火种向外省的贫困地区学校传播。在中华少年儿

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指导下，以海南乡村教育的模式，联系外省商会、协

会、企业界爱心人士和基金会，采用冠名合作支持的方式，扩大乡村教育

的影响力，惠及更多的乡村学校，拓宽在全国的募资渠道，加强与大的基

金会合作，公开、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地，扎扎实实地为乡村教育服

务，做到精准支教；关爱留宁儿童的成长，给他们更多的爱护；加强志愿

者支教队伍的能力提升；开设更多特色支教课堂，让乡村孩子享受丰富资

源；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为乡村教育的发展奉献爱心，感恩有您的一路

同行。

谢谢大家。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

2018 年 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