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19 日）

尊敬的各位嘉宾朋友、各位理事、监事、会员、各位校长、志愿者支教老师

们：

大家上午好。

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热潮中，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周年

的开年，也迎来了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大家庭成员的团聚。在 2018

年里，促进会成长了许多，感谢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一直以来对

乡村教育的关注和支持，感恩所有捐赠人对志愿者支教老师、乡村学子的慷

慨解囊，感恩大家对公益组织的关心、理解、建议和监督；感恩受助的乡村

学校不断得到均衡教育的资源；感恩你们的支持，使很多乡村孩子的命运从

此改写，让梦想启航，使理想的翅膀可以飞翔。今天大家为爱的奉献、为乡

村教育的发展、为美好的明天欢聚一堂，借此机会，我代表海南省乡村教育

发展促进会、代表所有乡村支教学校和乡村的孩子们，衷心的谢谢你们，谢

谢你们的信任、支持和奉献。

现将 2018 年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报告。

一、志愿者支教队伍不断壮大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本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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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 16 个市县的 60 多所乡村学校和

云南、江西等地的偏远山区开展支教活动，已累计委派志愿者支教老师 280

多人，累计受益学生 5 万多人。为海南的乡村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2018 年我们筹集了 3030514.88 元（含村基金）的善款，为 54 所乡村

学校为委派了 124 名（2018 年全年，上半年 87 人+下半年新增 37 人）志愿

者支教老师，使 2.7 万名乡村学子能够享受均衡教育，这些志愿者支教老师

分别在海南 16 个市县的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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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已进入第四年，所开展的公益支教项目得到了社会

的广泛认可和赞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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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提高，促进乡村教育均衡

发展，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起到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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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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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人士加入到乡村教育这个公益活动中来。促进会

三年多来累计收到社会各界的善款已超 1000 万元，捐款人次 6 万多人，参

与支持的企业 200 多家，举办活动的次数近 600 次，参与活动人次达 2 万多

人次，调研行走公里数达到 17 万多公里。感恩公益的路上有你们的陪伴。

（二）当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99 公益日）。2018 年九九公益日

期间，促进会携手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为【助力海南乡村教育】项目和【乡

村百灵合唱团】项目共筹集了 1003041.88 元，（其中：【助力海南乡村教

育】项目公众筹款金额为 497169.66 元，获得腾讯配捐为 192175.89 元，共

689345.55 元，捐款人次 12890 人（未去重）；【乡村百灵合唱团】项目公

众筹款 15542.16 元，获得腾讯配捐为 6098.11 元，共 21640.27 元，捐款人

次 539 人（未去重）。“九九公益日”得到五家爱心企业配捐，总额为 200000

元。得益于广大的爱心人士的助力和奉献，我们的项目获得腾讯公益“非限

定性配捐”：92056.06 元。

正是因为有你我他的爱心传递，才使世界变的更加美好，才使我们的支

教项目能够长效进行，才使乡村的孩子们得到公平均衡的教育，我们在一起

就会了不起。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三、公益课堂为乡村孩子筑梦启航

“扶贫先扶智”，让乡村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

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也是我们的初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促进

会结合社会资源的整合，在原本开展的晨优教育英语、礼仪、科普、夏令营

等公益课堂的基础上，新增加州英语、书画、武术三个公益课堂、乡村学子

成长营地以及智慧课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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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海南自由贸易区（港）的不断发展，今后将

会有更多的国际资源进入海南，对外语人才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这无疑是

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目前促进会携手 2 家外语教育机构开展英语公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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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义务为乡村孩子们带去快乐的英语教学，使他们的英语水平有了质的飞

跃提高，对孩子将来自身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晨优教育英语公益课堂——2018 年共在澄迈、屯昌、万宁及陵水的 6

所乡村学校开展 10 次“城乡牵手，感恩大爱”英语公益课堂（海口晨优教

育），委派外教下乡支教，将优质的英语课堂带进乡村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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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7 人。

加州英语公益课堂——2018 年 9 月 13 日，加州英语公益课堂首次到海

口占符小学开展调研活动，了解了该校学生的英语学习情况及英语教育方面

的短板，并制定相应的帮扶措施促进该校英语成绩的提升。先后开展了三次

外教下乡支教活动，为海口占符小学三年级的 30 名学生开展别树一帜的英

语课，加州英语公益课堂以课堂教学为主，外教为辅的方法提高孩子们的英

语学习成绩，外教侧重口语和兴趣方面，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孩子学习英语的

积极性。

（二）“知书达礼”礼仪公益课堂

2018 年 5 月 18 日，“知书达礼”礼仪公益课堂首次走出海南省，海南省

礼仪协会王立娟老师将礼仪课堂带进云南华宁县铁梗小学、马安山小学。为

海南省外的两所学校学生们进行一次礼仪的教学，受益学生 421 人，将国学

和中国传统礼仪带入乡村学校。

（三）乡村百灵合唱团

开展“乡村百灵合唱团”音乐支教帮扶活动，在临高、儋州、万宁、陵

水、海口共组建了十个乡村百灵合唱团，2018 年共开展 177 次音乐支教活

动，受益学生 800 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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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进校园 放飞童年梦”公益课堂

联合海南工程圈、精诚合作社、海南创易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海口市

第四中学等单位共同举办，2018 年已成功开展了七期活动，为 13 所乡村学

校开展科学普及相关活动，受益学生达到 3735 人。其中在临高调楼中心学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暨“明天会更好”2019 年新春联谊会 会议材料

4 / 8

校圆满完成了一次超千人的科普活动，这次千人活动举办圆满成功对科普项

目的工作人员来说是完成了一次艰巨、超负荷的任务。

（五）“笔墨悠扬 书画香”书画公益课堂

2018 年 9 月 18 日，“笔墨悠扬 书画香”公益课堂在万宁清坤小学正式

开办，汇集全校热爱书画的学生们，为他们进行专业的书画指导。2018 年

共开展 28 次书画支教活动，受益学生 40 人。

“笔墨悠扬 书画香”公益课堂，把书法、绘画的教育文化氛围带入乡

村，培养乡村学子专心、细心、耐心和毅力等优秀品质，从而提高乡村学生

的整体素质，让孩子们感受更丰富的学习资源。

（六）“武动青春”武术公益课堂

万宁大同中学“武术班”2017 年 9 月开班，召集了热爱武术的同学们一

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并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正式开办“武动青春”武术公

益课堂。万宁大同中学“武术班”的同学们在“庆祝海南省办经济特区三十

周年暨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三周年支教成果展示汇演”中精彩的武术

表演吸引了观众的眼球，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2018 年 11 月 11 日，促进

会武术支教老师张明鉴带领大同中学武术班参加了“2018 年海南省武术

公开赛”，收获个人组：2 金 5 银 13 铜、同时荣获集体项目三等奖及体育

道德风尚奖。大同中学“武术班”成立一年多来，第一次参加全省级别的武

术盛会便取得了如此喜人的成绩，这离不开张老师的悉心教导、同学们的刻

苦努力，还有社会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七）乡村夏令营

由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支教队为海南乡村学校开展英语、美术、音乐、空

手道等课堂活动，2017 年由上海外国语大学白帆支教队及蓝精灵支教队在

万宁盐墩小学和万宁立岭小学开展的乡村夏令营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2018 年 7 月 8-22 日，白帆、蓝精灵继续为万宁盐墩小学和万宁立岭小学开

办夏令营活动，同时增加了三个支教队，惠及西坡、六连及清坤小学。开展

为期半个月的支教活动，给乡村孩子们带去欢乐课堂，同时，由上海外国语

大学白帆公益团队、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法学会和上外法学院法律援助志愿

者青年团队组成上海外国语大学儿童普法读本下乡项目组，向海南省乡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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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发展促进会捐赠《儿童性保护创意普法读本 2018 版》1 万册。让孩子们

的这个暑假充满了关爱和感动。

（八）乡村学子成长营地

因乡村学生的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尤其是一些留守儿童的父母常年不在

身边，造成乡村的孩子们成长环境的缺失和局限。为了帮助海南乡村学生开

拓眼界，增长社会知识，在实践中成长，在交流中学习，海南省乡村教育发

展促进会联合爱心企业建立实体企业生产、经营等制造过程的公益成长营地，

组织乡村的孩子们进行观摩学习。

2018 年 12 月 1 日，促进会组织万宁大同中学 2018 级“圆梦班”60 名乡

村学子到开展“海南乡村学子成长营地”第一期参观活动，先后走进金鹿工

业园和美亚电缆生产车间。通过讲解，让来自万宁大同中学 2018 级“圆梦

班”的学生们初步了解电缆车间生产工序、车间生产线的运作方式以及对产

品的了解。

促进会仍在继续征集爱心企业作为乡村学子成长营地，欢迎各爱心企业

踊跃报名！

（九）全通“智慧课堂”

为切实实践国家十三五战略规划，实现“教育公平性”，为各乡村学校提

供优质教育资源、先进教学体验，与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并联合海口晨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为促进会合作的乡村学校提供远程

实时教学，切实地提高了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尤其是稀缺教学资源的使用

效率；更为乡村学校及孩子们带去优质的教学资源，让这些优质资源更加普

惠化，更有效地促进教育公平性。现已在文昌英敏小学、万宁盐墩小学和万

宁琉川小学 3 所乡村学校设立全通“智慧课堂”进行试点，使 646 名乡村学

子通过远程教学与外教直接互动，学习。

（十）开启精彩人生新篇章

2018 年，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分别在万宁大同中学、文昌文北

中学和琼中新伟学校共开办了 5 个“圆梦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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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圆梦班”使 5 个“圆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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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59 名贫困学生受益。

四、支教硕果绽放梦想

2018 年 6 月 16 日，为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暨海南省乡村

教育发展促进会成立三周年，促进会在海南大学思源礼堂举办的“庆祝海南

省办经济特区三十周年暨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三周年支教成果展示

汇演”，在广大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工作人员的辛勤筹备下，

乡村孩子们精心准备的节目能够顺利进行展示，三周年活动演出才能顺利进

行。此次活动得到了 29 个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经费赞助，11 家媒体单位

的宣传报道，参与人数近千人。得到了海南省副省长苻彩香女士以及各社会

各界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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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会整合社会资源，动

员更多的企业参与到乡村教育这项公益事业中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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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18 家企业及个人冠名支持乡村学校，为 17 所乡村学校 32 名志愿者支教

老师提供资金保障，间接使万名乡村孩子受益。

六、凝聚力量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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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共筹集善

款 303124 元，已发放助学金 366592 元；2016-2018 年累计筹款 1591811.30

元，累计发放奖助学金 975553.45 元。使近千名学生得到了鼓励和帮助。

七、真心奉献感恩回馈

(一)荣获 2016 年度益起向善·全民公益最佳志愿者服务项目

(二)荣获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播“2017 年全民读书季”最佳组织奖

(三)荣获“我的青春，我做主”2018·少儿春晚海南地区优秀节目展演

活动爱心助学奖

(四)荣获由海口市工商联合会（总商会）颁发的 2017 年度“捐资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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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单位”

(五)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会长叶茂荣获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

基金会“童在蓝天下”十亿感恩爱心人物奖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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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公益日“爱心企业奖”

(七)海南乡村教育项目荣获中华儿慈会2018年第四届99公益日最佳项

目奖

八、为梦想续航，我们再出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的开年，正值海南建设国际自由贸

易港，刚刚马云的乡村老师奖励颁奖也才在海南举行，海南已成为一个国际

的瞩目的焦点，海南发展的未来，要靠一代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有知

识的青年人去完成。建设教育强国，时不我待，任重道远。我们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齐心协力，开拓创新，为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

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添砖加瓦。

2019 年我们的主要任务：

（一）开展战略合作，寻求项目资金和资源的支持；鼓励企业开展冠名

合作支持，为乡村学校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为企业、爱心人士搭建资

源共享平台，联合商会、协会、校友会等，推动乡村教育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对志愿者支教老师进行动态优化管理，切实发挥支教老师的作用；

开展支教老师教学评优活动，征集支教感人事迹，加大乡村支教宣传力度；

（三）开展“乡村百灵合唱团”（艺术团）汇演（比赛），拟在海南东、

西部各举办一场，并选拨优秀合唱团参加 2019 年底在海南举办的“一带一

路国际丝绸之路”合唱节比赛；为乡村孩子提供综合艺术展示的舞台；

（四）推动“智慧课堂”和公益课堂的开展，让更多的乡村学校享受教

育均衡的优势。

（五）发挥促进会理事的积极作用，群策群力，共谋乡村振兴。

因为有你，乡村支教的路上就不会孤单；因为有你，乡村孩子的笑容更

加灿烂；因为有你，乡村教育的公益之路才能越走越远。在促进会这个大家

庭里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爱。“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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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远”，感谢一直以来支持乡村教育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们。感恩有你

的陪伴，让我们大手拉小手，让每一朵浪花都澎湃，让每一种色彩都盛开。

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2019 我们继续努力，为梦想续航，益起再出发。

谢谢大家。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

2019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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