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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欣 欣 年 度 大 事 记

杨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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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7日一年一度的欣欣义工公园野餐会在

首先感谢所有欣欣支持者与我

月9日为本市 “欣欣日”，以表彰欣欣

Saratoga市的Kevin Moran Park举行。

们又度过了共同成长的一年。

教育基金会

2019年度的欣欣教育基金会仲夏感恩筹款茶话会于8

今年我们走访了湖南、湖北、

对社会公益

月25日在 The Sea by Alexander’s Steakhouse 隆重举行。

四川、甘肃、 陕西共40所学

事业的追求

140多位支持欣欣的各界人士到会。斯坦福大学教育学

校。每所学校都能看到欣欣长

和贡献。

院同时兼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方案项目（REAP）

期扶持留下的点点痕迹和带来

Cupertino副

的Dr. Prashant Loyalka罗朴尚教授做了专题演讲。播放

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润物细无声，花开自有时的过

市长赵良方说：“库市不仅有苹果公

了欣欣文宣部制作的“欣欣在成长，有你也有我”的专

程。我们坚信坚持的力量。

司，还有欣欣教育基金会是我们的骄

题影片，杨一青会长也介绍了2018年度欣欣执行团队取

傲！我们希望库市给全国和世界树立一

得的工作成果和尚待解决的问题。本次茶话会共筹得善

个慈善模范的形象！”

款超过23万美元，将全部用于欣欣教育基金会2019-

在2019年接近尾声之际 ，

与欣欣学校深度的接触让我们了解到目前中国
乡村教育的主要困境是：教育资源不均衡，师资力
量薄弱，缺乏良好的阅读环境和阅读指导，大量留

2018年12月，由中国新闻社联合全球 2020年度的教育项目。

守儿童让原本艰难的乡村教育雪上加霜。

华文媒体共同盘点“全球华侨华人年度

感谢欣欣教育基金会理事会批准了系列欣欣“美

十大新闻&年度人物”，借此见证侨界

丽学校”、“启智阅读”、“育人教育”和“康乐

重要事件，充分展示华侨华人风采。欣

成长”计划。执行团队今年共开展了20个项目，支

欣教育基金会全体义

持了20个省130所学校，受惠学生达10万人。

工因此被评为中国新

2019年9月23日 欣欣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北京代表处

其中新推出的项目有：

闻社的“2018全球华

首席代表丁永庆受邀参加第五届四川“同心圆梦新时

1. 欣美乡村学校项目—针对深度贫困乡村小规模学

侨华人年度人物”，

代，汇侨兴川新征程”华侨华人社团大会。四川省委统

校，从硬件设施基本维修、图书及多媒体设备配

以表彰欣欣全体义工

战部联合中国新闻社四川分社将首次“汇侨兴川”贡献

置，到师资培训等，精准按需扶持，以期全面提升

2018年作为唯一中国

奖的“公益慈善奖”授予欣欣教育基金会和其他四家优

村小的办学条件。

境外机构获得中国政

秀公益慈善机构。

2. 阅读教育项目—将提供图书、阅览室和对老师进

府最高慈善奖—“中华慈善楷模”。

行阅读指导培训配套打包实施，旨在引导欣欣学生

2019年3月10

通过阅读提高观察、思考、表达和判断能力。

日，欣欣“义工

3. 教育信息化项目—建设网络直播课程，让师资缺

回娘家”新春大

乏的小规模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网上优质教育资源，

聚会在义工林一

增强自己办学的实力。

峰家举行。欣欣

4. 欣欣美术园项目—通过组织开展活动，鼓励欣欣

10位义工主持人带领义工们其乐融融地

学校开展美术教育，学生热爱美术。

游戏、表演节目，并且一起聚餐。

5. 欣欣小心愿项目—欣欣青年部学生以满足贫困欣

2019年4月，基金会与斯坦福大学教

欣学生的小心愿为目标，通过自己打工方式，将赚

育学院的评价、学习和公平中心以及东

取的工作报酬购买待帮助的学生所需的礼物。

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签

值得一提的是，欣欣教师、校长培训项目历久

署三方合作协议。斯坦福大学将帮助欣

弥新。我们通过在线培训、微研修（网上教研活

欣教育基金会提升教师培训的力度和精

动）和暑期面授培训，努力全面提升校长的办学理

准度，为欣欣学校学生在学习技能上缩

念、教师的教学水平。希望这份欣欣的陪伴和鼓励

小和城市学生间的差距而有所作为，

可以激活每一位校长，因而办出一所所好学校；激

他们将把自己研发的教师授课测评分析

励每一位老师，因而带出一批批优秀的学生。

系统，与东北师大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

欣欣教育基金会在“乡村教育振兴”上所取得
的所有成果都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和支持。请继

究院对农村教育的深刻理解相结合，指
导欣欣未来的教师培训和支持项目。

续与欣欣携手，共创美好乡村欣欣校园。在爱之花
盛开的地方，所有生命都将欣欣向荣。

欣欣官网：www.shinshinfoundation.org

2019年10月12日，欣欣教育基金会与北京市向荣公益
基金会、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正式签
署了战略合作框架书。

2019年10月19日至20日，欣欣教育基金会在陕西西安
召开第五届全国义工大会，来自美国和中国各地96位
嘉宾、义工以及志愿者齐聚一堂，为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出谋划策，也为欣欣全国义工提供了沟通、交流、

互动和分享的平台，对推进欣欣教育基金会公益慈善事
业的持续、专业与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欣欣康乐成长计划煅造欣欣新人
欣欣小心愿

欣欣美术园，利用乡土教育开发孩子的潜能

欣欣青年部的青少

欣欣学校中有很多偏远山区学校缺乏专业美术教师，无法开展正规的美术课程。 欣欣的

年们了解到中国的一

解决方案：第一，培训老师基本美术知识和如何带领学生开展美术活动的技能。第二，组织

些乡村地区条件还比

“美术微研修”社区，将参加美术培训的学校组织起来。由专家指导开展美术研讨和分享，

较艰苦，物资比较匮

组织比课堂教学更具灵活性、可塑性的美育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 第三，通过“欣欣美

乏后，又被欣欣成年

术园”这个平台，组织学校开展美术活动，让孩子们彼此展示美术作品。

义工们20年坚持不懈
的帮助欣欣学校所感

欣欣美术园，目的是在欣欣学校通过培训乡村

动， 希望也能对那里的孩子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

老师美术知识，推广美术活动，带动教师培养孩

助. 他们申请到了在斯坦福义务劳动为欣欣筹款的机

子们的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和动手能力。通

会。在繁忙的高中学习之余，先有7位高三学生开始打

过这个项目，激励学校开展低成本，有本土特色

工，主要卖快餐。他们将 劳动所得给欣欣学校孩子们

的绘画，手工等艺术活动。让乡村的孩子们也能

买需要的小物品. 现已有20位青年部义工加入打工，

享受到美术的诸多益处。

筹集了逾$10000。欣欣理事们也协助捐助。欣欣小心愿

活动中孩子们各显神通，有的用废弃的纸盒做

从2019年一月开始执行,有9个学校的584孩子收到了来

成立体的物件，有的用粮食粘贴成各种图画，有

自欣欣的1025件礼物。

的把彩泥玩到极致，有的剪纸，有的草编，有的
做书签，有的刮漆画，有的在井盖上涂鸦，有的
用粘土作画，真是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共
有52名老师带着1456名学生，参加了“欣欣美术
园”的活动，569名学生获得了奖品。

空中互动课堂
很多欣欣学校缺乏优秀的英语老师，甚至没有配备正
式的英语教师。科学实验的师资更是缺乏。而硅谷的青
少年恰在这两方面有着突出的优势。
2019年欣欣青年部在12所学校展开空中互动项目，由
18名青年部高中生义工参与空中英语互动和科学实验
课，给1259名欣欣小学的学生上课。
他们借助Zoom平
台，每周一节英语课，

由欣欣青年部高中生义

欣欣友谊信箱

工与欣欣学校老师同学
们视频，实时互动，进

目前，青年部小义工和中国陕西、四川、湖南5所欣欣学校共

行听说读写综合训练。

同建立了友谊信箱。双方同学在老师和成人义工指导和组织下，

2019年空中互动课堂

通过邮件、微信和zoom平台相互学习语言的听说读写，交流日

新开设科学实验课，小

常生活内容。

义工们通过视频演示讲
解，欣欣老师在课堂里
组织孩子们分组实验并
分享结果。

友谊信箱还开设一周两组英语角
活动，内容包括：1. 从家喻户晓的学习英语读物中节选短文，学
习英文朗读和讲解英文生字词。2. 英文写作的指导和批改，小义
工提供范文讲解，并对欣欣学生提交的英文作文进行点评。

中美文化交流
2019年6月，欣欣青年部组织了30名小义工们前往安徽、山东、四川4所欣欣学校进行为期约一周时间的访问。
他们在欣欣学校开展了英语、科学、体育、音乐、美术以及机器人等交流活动。成人义工也和欣欣老师们就国内和
美国教育的话题进行了交流。
欣欣小义工和成人义工通过面对面接触国内乡村学校师生，实地了解了当地教育情况和乡村生活，更加了解了
欣欣所做的工作意义。欣欣学生与硅谷少年进行交流，既有利于打破城乡隔膜，也能让他们体会到外界的关心。

欣欣育人教育计划陪伴校长老师成长
欣欣“三培联动”师资培训模式是指在培训的“广度”上，利用云桥学

敬礼校长，欣欣学校的领军人

院在线培训覆盖面广的特性，惠及尽可能多的学校和教师；在培训的“深

4月21日—30日，来自

度”上，利用微研修（网上教研）带领教师深入分析案例的做法，深度打磨

全国17个省，62位欣欣校

课程设计；在培训的“精度”上，利用暑期面授培训提供精准教学、精确服

长参加了基金会在四川广

务、精心培训，以打造精品老师团队。

元小规模学校示范基地举
办的校长培训。东北师范

2019年欣欣教师暑期培训人数创历史新高
7月14—26日，在江西省新余市举办的2019年
欣欣学校暑期师资培训，参加的老师共189名，来
自17个省，66所学校。他们将会让30150名学生受
惠。面对乡村学校普遍缺乏优秀老师和课程的挑
战，2019年欣欣教师培训设立了5大培训目标：教
育教学理念、学科的课程标准解读、课堂教学策
略、学生交流与管理技能、教育教学的实践能力。
培训专家团队由欣欣和北京向荣基金会、

大学农村教育研究院，北
京师范大学的专家们针对乡村校长普遍缺少愿景和战略意识，给校长进行
了提升管理能力的培训。

欣欣校长培训开创了专家讲座、实地考察、示范交流、诊疗所式研修
工作坊一体化的特色培训，促进学员们的参与力度和研修能力，并在训后
继续开展实践跟踪指导，鼓励学员们学以致用，实际提升学校办学水平。
2019年参训的校长们学习了SWOT的方法技能，学习如何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同时参训的校长们在训后，组成了“校长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院共同搭建，汇集

互助小组”，实践研修的积极性更加高涨。这62位校长培训将影响老师

了中美7个专家团队，共20位讲师。

2,074老师，让26,101学生受益。

校长心语摘录

培训项目包括5个教学研修班：英语、语
文、数学、美术、STEAM。其中，英语教学研
修班46人，语文教学研修班105人，数学教学
研修班38 人，美术教学研修班30 人, STEAM教学研修班24人。
互+网络课堂让更多的欣欣学校受惠
针对缺乏音体美和素质教育的乡村学校，特别是小规模

279贵州班文勇校长：
广元之约源于欣欣，感谢欣欣爱心的伟大。漂洋华人爱心在传递，欣

欣定向荣！
山西晋城陵川六泉欣欣中心小学郎红军校长：
我认为这样的培训才是最实用、有效、接地气的培训，对我的触动无以

学校因师资不足无法开设小科目教学的短板，基金会希望

言表，用张平原校长的话说这次培训学习，将会改变我的许多…...学习永远

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让每个参加的学校只需有网络和一

在路上，改革必须再出发。最后祝愿欣校园一定成为最美的校园，欣欣的孩

台多媒体电脑就能开设互加课程，配备一个摄像头和麦克

子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孩子！欣欣的老师、校长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风，孩子们就能跟远程老师互动，改善教学环境。
2019年，欣欣投入了4.5万美金，为2所学校建立了微机

四川筠连罗昔安欣欣小学郭鑫校长：

室，给6所学校提供了46套摄像头/麦克风。欣欣和沪江互加

凤凰山下艳阳天，川北相聚金猪年，

合作，提供主要集中于晨读、美术、音乐、书法等课程，填

各地校友论四月，欣欣篷勃春满园。

补了师资不足造成的空白。网络课程中，受益学校共7所，从不足百人的乡

长守护，且加餐，众志成城岂相看。

村小学，到人数超过两千人的完全小学，共参与互加课程约200堂。

重洋归来润月色，真情善美满人间。

欣欣启智阅读计划全方位关注阅读教育
乡村学校普遍面临着图书资源匮乏，教学内容单一的困境，导致学
生知识面普遍狭窄；同时一些学校已有的图书内容不适合小学生阅读。
目前很多乡村学校由于师资力量薄弱，对阅读引导教育较为欠缺，使得
捐赠的大量优质课外图书未能充分发挥书本的价值。
2019年欣欣教育基金会从三个方向解决图书与阅读问题，
第一，帮助学校增设图书阅览室，并对已有图书角和图书室提供图书更

新：给25所欣欣学校共捐助了22,582本图书，给中小规模的学校捐助了

走过的必留下痕迹，

74个书架，并捐建了9个阅览室。

努力的必发生影响。

第二，在教师培训中请梦飞翔专业团队指导阅读教育课程，并且在校长
培训和暑期老师培训后，建立“阅读微研修”交流群。
第三，在欣欣学校中继续鼓励开展读书月活动，包括撰写文章、讲故
事、表演、朗诵比赛等等。 2019年有23所欣欣小学报名参加了欣欣读
书月活动，

欣欣美丽学校计划冲向乡村教育的最前沿阵地
欣欣建校不单是校舍的翻新改建，还

欣欣美丽学校计划以学校建设为主题，包括针对乡村小规模学校进行精准扶持，并
继续传统的新建校和紧急设施改善项目等。2019年新翻修5所学校，总花费22万美元。翻

意味着学校将加入到欣欣教育基金会的

新后的校舍为欣欣师生提供了优良的学习环境，办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关怀系统中，长期得到欣欣教育基金会
的关怀。2019年欣欣关怀系统中设施改

案例1： 湖南平江振华欣欣小学
困境：2002年由欣欣捐建此校，但之后它与欣欣逐
渐失联。2017年义工访校发现，这里现有68名学
生，5位老师，师资极度缺乏，校舍因保养不利，变
得陈旧不堪，屋顶漏雨，操场排水有严重问题，没
有多媒体教学设备和电脑，没有图书室，缺乏文体设施，教学条件已落后于时代。教师也

善项目支持了14个学校项目，包括生活设施—饮水、餐桌、
炊具及住宿；教学环境—校门、围墙、操场、厕所、门窗、
屋顶及办公设备等；设施改善很支持雪中送炭的项目，及时
支持帮助了在雨、风、洪灾中受损的欣欣学校设施的修缮。
受惠学校规模多在70人到580人之间，受惠学生约3800人。

缺少进修培训的机会等。
改善：在欣美乡村教育计划下，基金会立即把该校
拉回欣欣大家庭，加以呵护扶持，制定了修缮计

图片故事：带给光明欣欣小学欣欣的光明
湖南永州市江永县潇浦镇塘背

划。2019年已完成了电路改造，进行了二楼雨棚、

光明欣欣小学是2006年建立的一

天沟防水修缮，做了室内墙面仿瓷、室外走廊仿瓷

所村小，目前学生53名。

翻新，建了5个图书角，捐赠图书760册，捐赠了2

2019年4月欣欣义工到学校访

套电教设备，为学校添置了若干体育设施以及篮

校，走进校园，看到学校教学楼

球、足球等各种球类。

外墙非常破旧，教室里漆黑一片，原来这所光明欣欣小学连
电灯都没有。

案例2： 四川资阳林氏欣欣小学

2019年6月欣欣教育基金会特

困境：2018年欣欣义工访校时发现，该校仅有18位学

批给学校设施改善款12,000元启

生和2位老师，面对自生自灭的窘境。学校校舍条件较

动安装电线工程项目。到8月底

差，教室陈旧，照明严重不足；教室内除了课桌椅和
黑板，没有其它教学设备；图书少，大部分书不太适
合小学生；缺乏文体设施。
改善：为了给乡村第一线的孩子保留公平受教育的机
会，提高教育资源水平，2019年基金会着手进行了修

开学前工程完成，每间教室都装
上了电灯和电风扇，整个教学楼内外也都粉刷一新。
2019年9月1日新学期开始，孩子们终于坐在了光线明亮、
干净清洁的教室里读书，光明小学也终于有了光明。
感谢信节选

缮、重布该校水路和电路翻新建设，维修了屋顶和墙

尊敬的美国欣欣教育基金会、Tan
Family :

体，提供了一套电教设备，置办了乒乓球桌，兵乓球
拍及乒乓球。基金会也得到地方政府积极回应支持，

请允许我代表湖南省岳阳市平

教育局援助该校获得宽带入驻。

江县长寿镇广恩欣欣学校700多名

师生对你们捐赠善举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捐赠的谭氏文教

案例3 ：辽宁鞍山陶家隈欣欣小学

基金欣欣微机室一改我们没有微机室的历史，给了全体师生

困境：该校目前有49名学生，6个班，6位老师。学校设备陈旧，教师宿舍冬冷夏潮，夏天
虫蚁横行，冬天缺少暖气，靠泥土炉子取暖。教室取暖也靠泥土炉子，既不安全，又因炉
烟影响上课。泥土操场，一下雨就到处是积水和泥坑。

梦寐以求的教学设备。有了你们捐赠的微机室，我们大山里
的孩子就像多了一双眼睛，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更学到了很
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背景故事：湖南省平江县长寿镇广恩欣欣中心完小原建于

改善：在

1995年，2005年欣欣捐助新建教学楼。现教学班17个，师生

基金会的

1000余人。2019年欣欣投入人民币134,492元建立微机室，

认真计划

包括1台教师机和30台学生机。现在，5个班级304名学生

与监督实

（五年级3个班，六年级2个班）每周每班使用1次微机室，

施下，2019年，该校教师宿舍改造了取暖设施、做了吊顶等装修。幼儿园、图书室地面进

学习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由于之前并没有接触电脑，计划下

行了翻新改造。新建了6个图书角，赠与图书740册。

个学期完全按课本要求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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