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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一、 2019 大事记
1. 2019 年 1 月 19 日，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第七次会
议，汇报了 2018 年度志愿者支教老师的招募情况、2018 年九九公益日筹款情
况、公益课堂开展情况、合作长效协议执行情况以及冠名合作情况。
2. 2019 年 1 月 28 日，巨好学教育服务有限公司、中国童子营冬令营精英训练营为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赞助了数个参加冬令营的名额，为海南乡村学子一
个磨炼意志，锻炼野外生存技能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的机会。
3. 2019 年 2 月 25 日，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在琼中红毛希望小学开展“信联
盛奖学金”颁发仪式。信联盛奖学金不仅给琼中红毛希望小学学习成绩突出、
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还为优秀少先队员、优秀班干部和三好学生
等表现优异的同学颁发小礼物和证书，鼓励同学们努力积极向上，做品学兼优
的人。
4. 2019 年 3 月 7 日，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应邀参加“海南省纪念三八国际
妇女节 109 周年大会”。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荣获海南省妇女联合会
2019 年“海南省三八红旗集体”、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秘书处主管陈天
颖荣获海南省妇女联合会 2019 年“海南省三八红旗手”。
5. 2019 年 3 月 18-19 日，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汪年风、秘
书处主管陈天颖赴京参加由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举办的 2019 年第一季
度培训大会，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汪年风女士成为“中
华儿慈会首批百万人才计划——99 之星特训班”的一员！
6. 2019 年 4 月 9 日，“阅动听·快乐说”——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普通话
公益课堂开班仪式在琼海华侨中学隆重举行。
7. 2019 年 4 月 11-19 日，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汪年风参加
“中华儿慈会百万人才培养计划-99 之星特训班”，促进会不断向优秀的机构和
项目学习，不断的前进，为今年的九九公益日加油！
8. 2019 年 4 月 21 日，书写中国全国巡回讲座在文昌英敏小学开展捐赠仪式，向文
昌市公坡镇英敏小学、文昌市铺前镇华能隆丰小学、文昌市铺前镇东坡小学、
文昌市昌洒华侨小学四所学校进行捐赠和师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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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9 年 5 月 9 日，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一行前往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关于
“乡村夏令营"公益课堂的开展进行交流。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和海南省乡村
教育发展促进会共建社会实践基地揭牌，标志着上海外国语大学和海南省乡村
教育发展促进会将长期开展公益合作，并扩大支教合作的范围，同时，这也是
海南乡村孩子们的福利。
10. 2019 年 5 月 10 日“汇聚点滴爱心，助力教育发展”爱心捐赠活动在文昌市铺前
镇叶茂小学隆重举行。社会爱心人士为铺前叶茂小学捐赠课桌椅、书架、会议
桌、校服等总价值为 46711 元。
11. 2019 年 5 月 29 日，在 2019 年六一儿童节之际，将为这些热爱书画的乡村孩子
们举办一场作品展——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首届“笔墨悠扬 书画香”乡
村儿童书画展。一共有 50 多位学生的作品参展，展出作品共 60 幅，其中绘画
40 幅、书法 20 幅。
12. 2019 年 5 月 31 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
会联合临高县教育局、共青团临高县委员会主办，临高县少先队工作委员会、
临高县妇女联合会、临高县文明精神建设指导办公室、临高县关工委协办的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暨“六一”国际儿童节“乡村百灵为祖国歌
唱”合唱汇演活动。参加此次演出的是来自临高县 9 所学校的合唱团，400 余名
孩子们（其中有 3 个乡村百灵合唱团参演）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祖国的繁
荣昌盛放声高歌。
13. 2019 年 6 月 16 日，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召开成立四周年座谈会，50 多
人出席。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支教老师加入到促进会支教的大家庭中，在乡村一
线为教育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感恩所有关心支持乡村教育的爱心人士，感恩你
们的无私奉献和支持。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
14. 2019 年 6 月 24 日，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秘书处一行，前往湖南长沙弘慧
教育发展基金会交流学习。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就基金会情况向促进会进行介
绍，分享了弘慧公益项目，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向各个优秀的基金会和
社会组织学习优秀的经验，促进会一直在成长的路上，也一直在爱的路上不断
前行！
15. 2019 年 7 月 6-17 日，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白帆公益社、“蓝精灵支教队”
“向日葵支教队”共 54 名志愿者分别到万宁盐墩小学、万宁立岭小学和万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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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小学开展乡村夏令营支教活动；今年，海南大学海潮志愿团队也加入到乡村
夏令营的大本营中，海潮志愿团队 32 名志愿者来到了陵水光坡中心小学武山分
校。两个高校志愿者在乡村开展关于英语、科学、美术、乐器、跆拳道等课程
的暑期课外活动。
16. 2019 年 8 月，促进会首批“圆梦班”毕业成绩汇报：海南乡村教育“金鹿·圆
梦班”43 位学子顺利参加海南省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班级中考成绩达到
本市县高中录取分数线的人数高达 95.35%。
17. 2019 年 8 月 25 日，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 2019 年度志愿者支教老师签约
仪式暨 99 公益日动员大会在海口举行。新的学期，新的希望，又一批志愿者支
教老师将分赴乡村学校开展支教助教工作。本年度新招募志愿者支教老师 24
名、续约老师 48 名，新增学校 11 所。累计委派 498 名志愿者支教老师，累计
合作支教学校 87 所，受益学生 9 万多名。
18. 2019 年 8 月 29 日，海南南恩实业有限公司（酒巷子）在海南迎宾馆的多功能厅
举办了五周年庆典慈善晚宴，在本次晚宴中提供 11 件拍卖品，共拍卖得七万肆
仟贰佰元整，全数捐赠给海南乡村教育。
19. 2019 年 9 月 5 日，海南乡村教育项目参与由海南省民政厅主办，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新闻频道、海南省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承办“慈善聚焦脱贫攻坚，携手共创
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海南省“中华慈善日”公益集市活动在海口望海国际广场
举办。现场我们通过介绍海南乡村教育项目和爱心捐助，使更多的群众关注到
海南乡村教育中来。
20. 2019 年 9 月 7-9 日，2019 年九九公益日共筹集：134.4 万元。其中【助力海南
乡村教育】项目共筹集 65.4 万元，其中获得腾讯配捐 10.2 万元；
【乡村百灵合
唱团】项目共筹集 2.7 万元，其中获得腾讯配捐 3400 元。获得非限定配捐
24000 元。共有 29 家企业为海南乡村教育项目配捐 63.8 万元。
21. 2019 年 10 月 18、19 日，为了给志愿者支教老师们增加更多的学习机会，提升
教学水平、能更稳妥的开展支教活动，经海口晨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推荐，特
联系专家来为万宁地区志愿者老师们和万宁大同中学“圆梦班”初三年级的学
生开展为期两天的公益讲座。
22. 2019 年 10 月 29 日“知书达理 感恩大爱”礼仪公益课堂 2019 年开班仪式在澄
迈金安中心学校开展，今年已在万宁后安清坤小学、万宁后安丰元小学、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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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纪茄新小学、万宁礼纪莲花小学、文昌华侨昌洒小学、文昌英敏小学、海口
龙泉占符小学、海口东山中心小学共 9 所学校开展礼仪进校园活动。
23. 2019 年 11 月 10 日，在海南大学海甸校区和海南省博物馆顺利举行了海南大学
海潮志愿团队"开创奇遇，游学取益"游学活动，来自我们曾经支教过的学校—
—海南省陵水县光坡小学武山分校的孩子们收获了充实的一天。
24. 2019 年 11 月 12 日，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会长叶茂先生参加光彩事业座
谈会，并专门汇报了教育扶贫振兴乡村的情况，获得肖常委的肯定和赞赏，并
将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融入光彩事业的大平台，开展教育扶贫，购买公
共服务，相关部门可以学习乡村教育促进会的做法，把光彩事业做好，让人人
都光彩。
25. 2019 年 11 月，第二届海南（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唱节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24 日在海南省歌舞剧院隆重举行。临高调楼中学乡村百灵合唱团在此次比赛
中荣获童声-青少组银奖。
26. 2019 年 11 月 28 日，首届中国职工沙滩运动会（职沙会）28 日在三亚拉开帷
幕，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陵水港坡小学“乡村百灵”合唱团受邀参加开
幕式表演。这是乡村百灵合唱团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高规格，高层次的活
动，孩子们表现非常棒，吸引了众多摄影师的镜头。演出在孩子们温暖优美的
歌声中结束，场下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对台上所有演职人员以及台前幕后工
作人员的认可和赞美。
27. 2019 年 12 月 1 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林莅临海口
调研、为海南乡村教育发展作指导，并表示把项目做实做好，是基础；充分利
用儿慈会平台优势，对接项目资源，将项目做的更好。
28. 2019 年 12 月 28 日，“科普进校园 放飞童年梦”公益课堂走进万宁礼纪中心学
校、万宁礼纪茄薪小学，又一次以千人活动完美收官，期待 2020 年科普活动！
29. 2019 年 3-4 月,10-11 月，“城乡牵手 感恩大爱”英语公益课堂走进陵水光坡中
心小学武山分校、陵水港坡小学、文昌铺前叶茂小学、临高调楼中心小学、临
高波莲中心学校开展外教互动课及同课异构，以不同的教学方式开展同一节课
程，并相互吸取经验。
30. 2019 年 11-12 月，在书画课堂支教老师的指导下、万宁清坤小学学生书画作品
荣获《世界和平海报》海南赛区三等奖；琼中红毛希望小学“逍遥课堂”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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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同学喜获全民美育·第三届“诗歌的样子”美育成果示范展海南巡展最佳表
现奖。
二、 九九公益日
当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99 公益日）。2019 年九九公益日共筹集：134.4
万元。其中【助力海南乡村教育】项目共筹集 65.4 万元，其中获得腾讯配捐 10.2
万元；【乡村百灵合唱团】项目共筹集 2.7 万元，其中获得腾讯配捐 3400 元。获得
非限定配捐 24000 元。企业配捐 63.8 万元，参与配捐企业达到 29 家，
（茂名市茂南
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10 万元；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5 万元；海南
恒宝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5 万元；海南联合皇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5 万元；海南美
亚电缆厂有限公司 2 万元；海南金鹿农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 万元；海南自贸区阳
光金鹿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 万元；海南省阳光金鹿公益基金会 1 万元；海南
贝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 万元；海南盛荣投资有限公司 1 万元；海南金鹿楼宇设备
有限公司 1 万元；中南国科（海南）建设有限公司 3 万元；长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 万元；国基（海南）基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 万元（鲁郓集团）；海南永丰食品有
限公司

1 万元；海南吉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 万元；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 1 万

元；海南留富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1 万元；海南良驹地坪 1 万元；海南富通钢铁销
售有限公司 1 万元；中部建设（海南）有限公司 1 万元；海南中电康泰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 1 万元；中南城建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1 万元；耐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孟文
龙)2 万元；府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万元；海南骆驼慈善基金会 5 万元；内蒙古多
蒙德实业集团（石磊）2 万元；万宁榕宝社文化有限公司 1.2 万元；东华博育云有
限公司 2.6 万元）
2016-2019 年九九公益日累计筹款达到近 400 万元（2016 年 61 万元，2017 年
104 万元，2018 年 100 万元，2019 年 134.4 万元），捐赠人次达到 7.2 万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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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项目
(一) 支教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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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来走访、调研、支持了海南 16 个市县的 8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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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共委派了 498 名志愿者支教老师开展支教助教活动，受益学生达 9 万多
人。帮助乡村学校补充师资，提高教学能力，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支教一
年及以上的支教老师累计有 387 人；开办英语、礼仪、音乐、书画、乡村夏令营、
图书、乡村学子成长营、圆梦班、普通话、小乐队、武术等公益课堂，定期到乡村
学校开展支教活动，公益课堂累计委派支教老师 111 人；乡村支教调研行走的里程
数累计超过 17 万公里。为海南的乡村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圆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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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59 名贫困学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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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英语、礼仪、科普、夏令营、书画、武术、小乐队、乡村学子成长营地、
智慧课堂、悦动听快乐说等公益课堂，为乡村学校送去优质的教育资源，为乡村学
子筑梦启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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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牵手，感恩大爱”英语公益课堂（海口晨优教
育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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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9 年在 23 所学校，8 个市县（万宁、临高、东方、
海口、文昌、澄迈、屯昌、陵水）开展 50 次活动，参与人数累计 200 人次；累计受
益约 1.3 万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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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英语公益课堂——2018 年 9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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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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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学和中国传
统礼仪带入乡村学校。2016—2019 年在 34 所学校，8 个市县（万宁、东方、海口、
文昌、澄迈、屯昌、临高、云南）开展活动，累计受益 7621 名学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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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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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9 年在 11 所学校，6 个市县（万宁、海口、
陵水、琼海、儋州、临高）开展音乐支教活动，音乐支教老师和志愿者累计下乡近
千次，使 1300 多名学生享受音乐的快乐，并由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1)

东山中心小学乡村百灵合唱团——获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唱节童声组银

奖；
2)

万宁禄马学校乡村百灵合唱团——获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播“2017 全民

读书季”最佳组织奖；
3)

临高马袅学校乡村百灵合唱团——获“我的青春，我做主”2018·少儿春晚

海南地区优秀节目二等奖；
4)

临高马袅学校乡村百灵合唱团——2018 年临高县中小学生合唱比赛一等奖；

5)

临高调楼中心小学乡村百灵合唱团——2018 年临高县中小学生合唱比赛二等

奖；
6)

临高调楼中心学校“乡村百灵合唱团”荣获中国教育电视台绽放的向阳花

2020 全国少儿春晚海南赛区总展演一等奖；
临高调楼中学“乡村百灵合唱团”荣获第二届海南（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唱节
童声-青少组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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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调楼中学“乡村百灵合唱团”荣获“海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9

周年万人大合唱活动”儿童组第三名；
8)

临高教育系统举办“唱响澜江 琴奏梦想”2019 年临高县中小学生文艺汇演

合唱比赛，海南乡村教育音乐支教公益课堂支教的临高 4 所乡村百灵合唱团均获佳
绩；
9)

临高调楼中学“乡村百灵”合唱团获“唱响澜江 琴奏梦想”2019 年临高县

中小学生文艺汇演合唱比赛中学组一等奖；
10)

临高马袅学校“乡村百灵“”合唱团获“唱响澜江 琴奏梦想”2019 年临高

县中小学生文艺汇演合唱比赛中学组一等奖；
11)

临高调楼中心学校“乡村百灵”合唱团获“唱响澜江 琴奏梦想”2019 年临

高县中小学生文艺汇演合唱比赛小学组一等奖；
12)

临高美良中心学校“乡村百灵”合唱团获“唱响澜江 琴奏梦想”2019 年临

高县中小学生文艺汇演合唱比赛二等奖（此团于 2019 年 10 月成立，仅一个月时间
就获此佳绩）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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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9 年为 24 所乡村学校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8 个市
县（澄迈、陵水、万宁、海口、文昌、临高、屯昌、琼中）
，累计参与志愿者 452 人
次；受益 6719 名学生。
5. “笔墨悠扬 书画香”书画公益课堂
“笔墨悠扬 书画香”公益课堂在万宁清坤小学、万宁立岭小学、琼中红毛希望
小学、琼中牙挽小学开办，汇集全校热爱书画的学生们，为他们进行专业的书画指
导。共开展 36 次书画支教活动，受益学生近 140 人。2019 年 5 月 29 日，在万宁清
坤小学举办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首届“笔墨悠扬 书画香”乡村儿童书画展，
50 多位学生参加，展出作品 60 幅，其中绘画 40 幅、书法 20 幅。2019 年在琼中红
毛希望小学开办书画公益课堂，由女画家协会的志愿者们定期上课，受益学生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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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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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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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乡村夏令营
乡村夏令营——是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海南大学的支教队为海南乡村学校开展
关于英语、科学、美术、乐器、跆拳道等课程的暑期课外活动。并和上海外国语大
学法学院将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作为社会实践基地，每年都将选派大学生志
愿者来海南乡村学校开展支教活动。从 2017 年开始，已连续三年的暑期支教，让支
教学校有新的变化，使 5 所学校的 1126 名乡村学生受益（2017 年 208 人+2018 年
478 人+2019 年 440 人），191 名支教大学生让孩子们过了一段难忘的暑假，受到支
教队员们的影响孩子们变得更加积极向上，努力学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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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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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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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阅动听·快乐说”普通话公益课堂
普通话是我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推广普通话是加强素质教育的需要。促进
会与著名女主持人雨晨合作开展“阅动听·快乐说”普通话公益课堂，受益学生近
百名。今年十月一日，这支由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支持的公益课堂中走出来
的学生朗诵队伍，用标准的普通话、激昂饱满地热情为祖国母亲送上一首诗朗诵
《我的祖国》
，表达了最诚挚的祝福。
四、 冠名合作
(一) 圆梦班
1. 万宁大同中学“金鹿·圆梦班”
促进会与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万宁大同中学签署冠名合作乡村学校协
议书，支持万宁大同中学“金鹿·圆梦班”奖助学金费用。2019 年 6 月，首批促进
会“金鹿·圆梦班”43 位学生参加海南省初中毕业生水平考试，中考成绩达到本市
县高中录取分数线的人数高达 100%。2016-2019 年累计支出 224070 元。
2. 文昌文北中学“金鹿·圆梦班”
促进会与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文昌文北中学签署冠名合作乡村学校协
议书，支持文昌文北中学“金鹿·圆梦班”奖助学金费用。2017-2019 年累计支出
63170 元，给文北中学的 60 名学子圆梦助学。
3. 琼中新伟学校“皇隆·圆梦班”
2018 年初，促进会与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琼中新伟学校及屯昌松坡小
学签署冠名合作乡村学校协议书，支持屯昌松坡小学 2 名志愿者支教老师 1 年的生
活补助、琼中新伟学校“圆梦班”奖助学金费用，累计捐赠 208000 元助力乡村教
育，共支出 1749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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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冠名合作支持屯昌松坡小学的 48000 元已支出完毕，屯昌松坡小学两名志愿者
支教老师生活补助实际支出：54400 元 。
2) 2018 年 4 月捐款 10 万元全部用于赞助广东省潮州县市委小学改善办学条件。
3) 冠名合作支持琼中新伟学校奖助学金 2018-2019 年已支出 20550 元 。
(二) 奖学金
1. 琼中红毛希望小学“信联盛奖学金”
信联盛奖学金不仅给琼中红毛希望小学学习成绩突出、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
奖学金资助，还为优秀少先队员、优秀班干部和三好学生等表现优异的同学颁发
小礼物和证书，鼓励同学们努力积极向上，做品学兼优的人。2018-2019 年累计
捐赠 40000 元助力乡村教育，共支 14157 元，余 25843 元。
1) 2019 年 2 月 25 日“琼中红毛希望小学-信联盛奖学金”共支出 7433 元；
2) 2019 年 9 月 24 日琼中红毛希望小学-信联盛奖学金”共支出 6724 元。
(三) 冠名支持
1. 海南北航校友会——澄迈坡脑小学
2017 年 8 月，促进会与海南北航校友会联合支持澄迈坡脑小学、屯昌鸭塘小学
支教老师费用。2017-2019 年九九公益日累计捐赠 51344.73 元，共支出 28256.03
元。
1) 2017-2018 年，北航校友会支持澄迈坡脑小学 2 名、屯昌鸭塘小学 1 名支教老师
部分费用共支出 19456.03 元；
2) 2019 年，北航校友会支持澄迈坡脑小学 1 名支教老师部分费用共支出 8800 元。
2. 民间（海南自贸区）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女画家协会——琼中红毛希
望小学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民间（海南自贸区）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代表&海
南省女画家协会共同携手开班“逍遥书画课堂”，民间（海南自贸区）旅行社集团有
限公司为海南省女画家协会在琼中红毛小学开展书画课堂提供资金保障，激发乡村
学生们发现艺术的眼睛，受益学生 60 人。累计捐赠 20000 元，共支出 8479.9 元耗
材费。
3. 万宁榕宝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万宁清坤小学、万宁立岭小学
书画公益课堂在万宁清坤小学、万宁立岭小学开展，汇集全校热爱书画的学生
们，为他们进行专业的书画指导，受益学生近 140 人。2018-2019 年累计捐赠 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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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共支出书画公益课堂老师费用 16800 元。
4. 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陵水港坡小学
2017 年，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支持 2 年陵水港坡小学 4 名支教老师部分费
用，2016-2019 年累计捐赠 117396.12 元，共支出 117396.12 元。
1) 2016 年，捐赠 20000 元支持海南乡村教育项目，已全部用于支持支教老师费
用。
2) 2017 年，陵水港坡小学 4 名支教老师部分费用支出 50161 元；
3) 2018 年，陵水港坡小学 4 名支教老师部分费用支出 47235.12 元；
5. 叶茂/叶明文——万宁盐墩小学
2017 年，叶茂/叶明文先生共同支持万宁盐墩小学 3 名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
2015-2019 年累计捐赠 133656.60 元，共支出 133656.60 元。
（促进会账户金额）
。
1) 2015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30000 元；
2) 2016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25600 元；
3) 2017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27956.6 元；
4) 2018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24100 元；
5) 2019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26000 元.
6. 格局商学院海南分院——海口墨桥小学
2017 年，格局商学院海南分院支持海口墨桥小学 3 名支教老师部分费用，
2017-2019 年累计捐赠 34691.48 元，共支出 34691.48 元。2017 年，海口墨桥小学
2 名支教老师部分费用支出 34691.48 元。
7. 海南吉羽物业有限公司——海口东山中心小学
2017 年，海南吉羽物业有限公司支持海口东山中心小学 1 名支教老师部分费
用，2015-2019 年累计捐赠 250044.08 元，共支出 250044.08 元。
1) 2015-2016 年，支持 2 名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 58805 元。
2) 2017 年，支持海口东山中心小学 1 名支教老师费用 24000 元和其他 4 名支教老
师部分费用 84239.08 元。
3) 2018 年，支持海口东山中心小学 1 名支教老师费用 24000 元和其他 1 名支教老
师部分费用 15000 元。
4) 2019 年，支持海口东山中心小学 1 名支教老师费用 24000 元和其他 1 名支教老
师部分费用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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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口明珠一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海口占符小学、云南马安山小学
2018 年，海口明珠一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持海口占符小学、云南马安山小学
支教老师费用。2015-2019 年累计捐赠 68020 元，共支出 68020 元。
1) 2015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5000 元；
2) 2016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14920 元；
3) 2017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11100 元；
4) 2018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37000 元；
9. 邵兴华——白沙七坊中学
2017 年，邵兴华先生支持白沙七坊中学 4 名支教老师费用，2017-2019 年累计
捐赠 367000 元，累计支出 367000 元。
1) 2017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172000 元；老师费用奖励支出 75000 元。
2) 2018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20000 元；
3) 2019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100000 元；
10. 海南金鹿农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塅坑小学、云南铁梗小学
2018 年，海南金鹿农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支持江西塅坑小学、云南铁梗小学
支教老师费用。2015-2019 年累计捐赠 213838.89 元，共支出 213838.89 元。
1) 2015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5000 元；
2) 2016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95000 元；
3) 2017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78838.89 元；
4) 2018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10000 元；
5) 2019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25000 元
11. 海南联合皇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文昌英敏小学（智慧课堂）
2017 年，海南联合皇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海南乡村教育签订长效协议每年带
动奔驰车主助力海南乡村教育十万元。2018 年，文昌英敏小学开办智慧课堂，将十
万元/年长效协议转为冠名合作协议。2017-2019 年累计捐赠 251000 元，共支出
115166 元。
1) 2017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支出 45000 元；
2) 2018 年，文昌英敏小学“智慧课堂”平台费 34640 元；2018 年课时费 6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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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9 年，文昌英敏小学“智慧课堂”平台费 20776 元；2019 年课时费 8250
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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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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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个村成立了教育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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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前叶茂小学教育基金；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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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
会携手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以及社会各界筹集了 1336 万元（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27 日），现累计与 268 家爱心企业和个人签署了长效捐赠协议或战略合作协议，为
支教老师和公益课堂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9 万名乡村孩子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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