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尊敬的各位理事、各位爱心人士:

大家好。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促进会”）自

2015 年 6 月 1 日召开会员大会成立，于同年 6 月 26 日经海

南省教育厅同意，海南省民政厅批准正式注册为非营利性社

会组织，并于 2017 年 7 月由海南省民政厅批准成为慈善组

织。促进会本着：“聚天下大爱兴乡村教育”的宗旨，在叶

会长的带领下，在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下，在志愿者老师的

辛勤努力下，秘书处认真贯彻落实第一届理事会制定的目标

和计划，风雨兼程为爱同行，点点烛光已愈来愈亮，五年沉

淀、厚积薄发、砥砺前行，促进会已成为公益界一颗冉冉升

起的新星，为乡村学校带去希望和光明。

我受第一届理事会委托，向大家作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

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请审议。

一、 2015-2020 年度项目实施情况

促进会在过去的五年多时间里，调研、走访、支持了近

百所乡村学校，为其委派志愿者支教老师，开展各具特色的

公益课堂，携手爱心人士一块做好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助力海南乡村教育项目共分四大类型（支教大本营项目、圆

梦班项目、公益课堂项目、冠名合作项目），项目的实施涉



及海南、云南、江西三省的 19 个市县的乡村学校；近 300

家爱心企业关注和支持海南乡村教育项目，为支教老师和公

益课堂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受益学生人数达 10 万人以上，

受助学校近百所。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海南省乡村教

育发展促进会共筹集到善款 1596.59 万元，以及各类捐赠物

资、图书、画笔、校服等等，已使用资金 1351.38 万元，为

乡村学校送去优质的教学资源和丰富多彩的公益课堂，将爱

的种子播撒在乡村的土地上，乡村教育正在开花结果。

(一） 支教大本营项目

支教大本营项目是促进会的主要项目，通过社会、高校

招募志愿者支教老师，委派至各市县的乡村学校开展支教助

教，改善乡村教师老龄化、帮助乡村学子完成学业，追求梦

想、实现人生目标。

通过此项目的实施，我们已在海南省、云南省、江西省

19 个市县的近百所乡村学校，累计委派了 535 名志愿者支教

老师开展支教助教活动，使 10 万多学生受益。该项目拟通

过志愿者支教的模式，一是为贫困乡村学校提供优质师资补

充，提高乡村学校教学能力，为振兴乡村做贡献；二是为一

群有爱心、有热情、有志于从事乡村教育的年轻人搭建就业

过渡平台，为他们搭建锻炼和展示的舞台。通过海南乡村教

育项目委派的志愿者支教老师，大部分都成为学校的骨干，

受到学校和学生的热爱和欢迎。几年来已有 31 人考入特岗



或在编老师，即为乡村学校解决了缺老师的困境，又使一批

批新人脱颖而出，为乡村教育增添了活力，并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几年来在乡村学校调研行走的里程数累计超过 17 万

公里，振兴乡村教育先行，扶贫先扶智。

（二）圆梦班项目

该项目旨在帮助乡村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贫困学生和

留守儿童顺利完成学业，为乡村的贫困留守儿童圆一个上学

读书梦，着力培养乡村孩子成为有技能、能够立足社会的人。

第一个初中圆梦班于 2016 年 9 月在大同中学设立，由

金鹿集团冠名支持开办。通过该项目支持的初中“圆梦班”

学子完成学业，更是在精神上对学生和教师们起到鼓励作用。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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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鹿集团冠名）、琼中新伟学校（海南皇

隆制药冠名）和东方市尚学外国语实验中学共开办了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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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圆梦班”中，已有二届初中圆梦班的学生毕业，通过圆

梦班的帮扶，他们都顺利考入到高中；使“圆梦班”的 350

多名贫困学生受益。圆梦班已发放奖学金 39.1 万元；为圆

梦班委派的支教老师累计 50 名；



（三） 公益课堂为乡村孩子筑梦启航

公益课堂是助力海南乡村教育项目中的一个特色课堂，

该课堂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开展英语、礼仪、音乐、科普、

夏令营、书画、图书阅读、武术、小乐队、乡村学子成长营

地、智慧课堂、悦动听快乐说、伴读计划等公益课堂，累计

开展活动 1162 次，累计委派支教老师 123 人，累计志愿者

4522 人，累计受益学生 2 万人；为乡村学校送去优质的教育

资源，为乡村学子筑梦启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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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开展以下十三个类别

的公益课堂：

1. “城乡牵手，感恩大爱”英语公益课堂（2016 年 3 月设

立）：联合晨优教育、加州英语等开展英语公益课堂，尤

其是晨优教育已坚持 5 年不间断；已在 8 个市县的 23 所

乡村学校开展英语教学活动，填补了部分乡村学校英语教

学的空白，累计受益学生 1.3 万名。

2. “知书达礼”礼仪公益课堂（2016 年 10 月设立）：与海

南省礼仪协会联合开展“知书达礼”礼仪公益课堂，将国

学和中国传统礼仪带入乡村学校，乡村学生的仪态、素质

等方面得到了很好的提升。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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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设立）：该项目是促进会的

音乐支教育项目，动员和携手一批热爱公益乐于奉献的音

乐老师定期到乡村学校开展合唱排练，为乡村孩子从小种

下音乐的梦想。已成立乡村百灵合唱团 13 个：万宁禄马

学校、罗万小学、和乐中心小学、临高马袅学校、调楼中

心小学、调楼中学、美良中心学校；儋州红岭学校；陵水

港坡小学；海口东山中心小学；澄迈金安中心学校；万宁

礼记中心学校、琼海华侨中学；几年来“乡村百灵合唱团”

已成为一个品牌，有的合唱团参加了“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合唱节”的比赛和海南省的大型合唱活动，参加亚沙

会的演出、参加促进会三周年的演出、参加少儿春晚的演

出，均获得好成绩；通过参加乡村百灵合唱团，登上了国

际、国内、省内的大舞台，为乡村孩子们开启了音乐的美

妙天地。2016—2020 年在 13 所学校，7 个市县（万宁、

海口、陵水、琼海、儋州、临高、澄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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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名

学生享受音乐的快乐，并由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4. 乡村百灵小乐队（2017 年 10 月设立）：该项目虽然只开

办了一年，但通过小乐队的支教，也培养了一批热爱乐器

的小乐手。

5. “科普进校园 放飞童年梦”公益课堂（2017年9月设立）：

联合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共同开展，20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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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5 名学生。

6. “笔墨悠扬 书画香”书画公益课堂（2018 年 9 月设立）：

由万宁美术家协会和海南省女画家协会以及琼台师范学

院美术系联合支持，已在万宁清坤小学、立岭小学、琼中

红毛希望小学等开展书画公益课堂。通过书画公益课学，

已有很多参加省级比赛中获奖。

7. “武动青春”武术公益课堂（2018 年 9 月设立）：万宁大

同中学“武术班”召集了热爱武术的同学们一同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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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促进会武术支教老师

张明鉴带领下参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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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乡村夏令营（2017 年 6 月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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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乡村学子成长营地（2018 年 12 月设立）：促进会组织万

宁大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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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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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全通“智慧课堂”（2018 年 11 月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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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阅动听·快乐说”普通话公益课堂（2019 年 4 月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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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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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昂饱满地热情在 2019 年国庆节“我的祖国，

我想为你唱首歌”——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主题活动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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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伴读计划（2020 年 11 月设立）：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

进会与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以及多方媒体联合开展“伴读计

划”以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形式。让伴读导师与乡村学子一同

完成阅读计划，伴读导师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通过书信、

电话、明信片等形式与乡村学校的孩子们进行读书分享交流，

在伴读周期内完成阅读目标，并做读书笔记在学期末组织读

书交流会时进行分享。2020 年 11 月在文昌英敏小学开展了

第一期“伴读计划”，共有 60 名志愿者一对一为文昌英敏小

学的 60 名学生开展伴读计划。

（四） 冠名合作项目

通过该项目将各界人士、企业、社团、商会、校友会

和受助方建立桥梁，再结合自身企业特色及理念对促进会

的公益项目择一或多进行冠名合作，支持该项目全年的费

用支出。不仅可以激励乡村孩子完成学业还能激发乡村孩

子们的兴趣种子的萌芽及发展，从而推动当地教育事业的

发展。



1. 海南信联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琼中红毛希望小

学 2018 至 2020 年度“信联盛奖学金”，已支持冠名费用 4

万元。

2. 海南北航校友会冠名支持澄迈坡脑小学（2017-2020 年）、

屯昌鸭塘小学（2017 年）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已支持

冠名费用 7.73 万元。

3. 民间（海南自贸区）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女画家

协会冠名支持琼中红毛希望小学开展“逍遥书画课堂”

（2019 年），已支持冠名费用 2 万元。

4. 万宁榕宝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万宁清坤小学

（2018-2019 年度）、万宁立岭小学（2019-2020 年度）开

展“笔墨悠扬 书画香”公益课堂，已支持冠名费用 5.28

万元。

5. 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冠名支持陵水港坡小学志愿

者支教老师费用（2017-2018 年度），已支持冠名费用 7.31

万元。

6. 叶茂/叶明文冠名支持万宁盐墩小学志愿者支教老师费

（2017-2018 年度），已支持冠名费用 7.68 万元。

7. 格局商学院海南分院冠名支持海口墨桥小学志愿者支教

老师费用（2017-2018 年度），已支持冠名费用 3.46 万元。



8. 海南吉羽物业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海口东山中心小学志愿

者支教老师费用（2017-2018 年度），已支持冠名费用 2.4

万元。

9. 海口明珠一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持海口占符小学、云南

马安山小学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2017-2019 年度），已

支持冠名费用 7.1 万元。

10.邵兴华支持白沙七坊中学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

（2017-2018 年度），已支持冠名费用 14.4 万元。

11.海南金鹿农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支持江西塅坑小学、云南

铁梗小学志愿者支教老师费用（2018-2019 年度），已支

持冠名费用 15.9 万元。

12.海南联合皇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持文昌英敏小学智慧

课堂相关费用（2018-2021 年度），已支持冠名费用 10 万

元。

13.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支持屯昌松坡小学志愿者支

教老师费用（2017-2018 年度），已支持冠名费用 4.8 万

元。

14.海南十加一食品有限公司支持万宁立岭小学志愿者支教

老师费用（2020-2021 年度），已支持冠名费用 2.9 万元。

（五） 长效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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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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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名乡村

孩子受益。

战略合作单位：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上海外国语大

学、海南省阳光金鹿公益基金会、海南省慈善总会。

长效捐赠企业：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叶茂、海南

美亚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恒宝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吉安建业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吉羽物业有限公司、海口明

珠一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省信银达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林源投资有限公司、中南国科（海南)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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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海南芮伊松松大酒店有限

公司、格局商学院海口分院、海南祥和明建筑材料有限个

公司、海南颂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海南火车头物流有限

公司、智学互动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蔡春华、陈

海德。

二、重大活动事件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自 2015 年成立至今，海

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共召开八次理事会及一次微信

群内提案表决，向理事会汇报每年度工作报告、财务报告、



捐赠情况以及各类提案；每年八月开展志愿者支教老师统

招工作，安排面试、培训、签约等相关活动。

(一) 儿慈会第一次合作签约

2016 年 4 月 17 日，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在金

鹿集团八楼会议厅举办了“聚爱助教、腾飞中华”新闻发

布会。新闻发布会上，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与中华

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双方正式签订合作协议。海南省

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作为一个新的 NGO，得到了中华少年

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监督指导，进一步扩大了海南乡村

教育发展事业的知名度、提高了机构公信力和奠定良好的

募款渠道基础。

在中华儿慈会长达五年的支持下，海南乡村教育项目

共在网络筹资 615.5 万元，累计支出 522.7 万元；中华儿

慈会在为海南乡村教育项目开通多种多样的募款渠道之

外，还不断关注海南乡村教育项目的需求和帮助。同时还

引荐光明集团为文昌航天小学全校同学赞助支持了一年

的营养奶，为万宁大同中学的同学们牵线“瞳爱”项目，

关爱每个乡村孩子的眼睛视力；将在三亚举办的全国职沙

会邀请乡村百灵合唱团的孩子们进行展示；为海南乡村教

育项目提供各类不同主题的学习提升课堂和培训，带动海

南乡村教育项目一同成长。

(二) 公益盛典——腾讯九九公益日



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

自 2016 年与中华儿慈会合作后，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线海南

乡村教育项目和乡村百灵合唱团项目；2016-2020 年通过腾

讯公益平台和九九公益日累计筹款 506.6 万元，累计捐赠人

次约 11 万人次。2020 年，海南乡村教育项目再次荣获中华

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第六届 99 公益日锐意创新奖，并

荣获中华儿慈会百万人才计划培训学习机会，这已经是连续

三年获此殊荣。

网络筹款零的突破：2015 年 11 月，第一次发现众筹网

络平台，在还不了解众筹是什么的情况下，带着试一试的心

情，发起了为乡村学校众筹校服款的链接，在叶会长的转发

和带动下，仅仅 1 个多小时就有许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筹

够了当时发起 3000 多元的费用，这是网络筹款零的突破，

也给秘书处工作人员极大的信心。

(三) 支教硕果绽放梦想——成立三周年支教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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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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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到了海南省副省长苻彩

香女士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四) 成为慈善组织

2017 年 7 月 11 日，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正式

被海南省民政厅批准成为慈善组织，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

促进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开展各项公益

慈善活动，项目管理规范化及财务管理透明公开化，提升

了促进会在社会的公信力，也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携手社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继

续为海南乡村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

三、村基金助力乡村教育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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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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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和乐教育基金、和

乐镇乐群教育基金。2015-2020 年村基金共筹款 260.8 万元，

共支出 184 万元。

四、荣获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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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获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2018 年第四届 99

公益日最佳项目奖

(八) 荣获海南省妇女联合会“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九) 荣获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2019 年第五届 99

公益日“最佳项目奖”，并成为九九之星项目，进入百万人

才培养计划

(十) 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临高调楼中心学校“乡村

百灵”合唱团受邀参与录制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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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荣获中华



儿慈会 2019 九九公益“突出贡献奖”

(十二) 荣获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2020 年第六届

99 公益日锐意创新奖、并荣获中华儿慈会百万人才计划培训

学习机会

各位理事、各位爱心人士，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在各位理事和爱心人士的支持下，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为乡村教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得

益于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得益于支教老师的付出，也得益

于工作人员的努力。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叶会长的带领和指导，

感谢各位理事和爱心人士对我在任期内工作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感谢支教老师们和校长们的付出，还要感谢秘书处的

小伙伴们的积极努力工作。

最后我们要按照习主席讲的：要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

致富的根本之策，强调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穷也不能穷孩

子，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

的机会。在今后的日子里，希望大家在叶会长的带领下，继

续支持海南乡村教育的发展。今天我们种下善的种子，明天

必将在爱的森林里重逢，公益事业是世界上最美好和崇高的

事业，动员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助力海南乡村教育的行列，

献出一片真情的爱，让慈善的甘露洒满大地，为海南乡村教

育公益事业的发展，为自贸港的建设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




	2.“知书达礼”礼仪公益课堂（2016年10月设立）：与海南省礼仪协会联合开展“知书达礼”礼仪公益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