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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寄语
亲爱的欣欣义⼯，捐款⼈，合作伙伴，⽀持者，和朋友们：

仰望美国加州硅⾕冬季星空，它是那么遥远，但离我们⼜

是那么的接近。在千⾥之外的神⾈⼗三号⾥，⼥航天员王亚平

再次出现在“太空课堂”上，完成了第⼆次“太空授课”。1980年，
王亚平出⽣于⼭东烟台张各庄镇的贫困农村家庭，就读与当地

唯⼀的⼀所农村⼩学。（在2004年，当时王亚平已经由该⼩学
毕业多年，但学校就学条件依旧极度困难，欣欣配合政府计

划，提供善款为这所⼩学修建改造教学楼，为孩⼦们提供了相

对较好的学习环境。）这位由贫困农村成⻓，但⽇后卓有成就

的励志故事， 激励了我们所有⼈，也是农村孩⼦成⻓和他们的

学习榜样。

在过去的24年⾥，欣欣教育基⾦会持之以恒地通过⻓期、
持续地开展各类硬软件教育公益项⽬，配合中国政府农村教育

政策，⽴⾜于改善偏远貧困農村兒童的基本教育需求，致⼒于

促进中国贫困农村地区⼩中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过去的⼀年⾥，即使受到疫情肆虐的挑战和困难环境

下，欣欣教育基⾦会⼀如既往为乡村的教育提升⽽努⼒。近年

来也因基于欣欣的多年积极付出，突出的贡献和奉献，屡屡获

得表彰。继2018年，欣欣为唯⼀的境外⾮政府组织，获得中国
政府⺠政部颁发的最⾼荣誉，在北京⼈⺠⼤会堂接受了“中华慈
善楷模奖”！2021年欣欣教育基⾦会荣获中国侨联颁发的“全国
侨联系统助⼒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褒奖！这是中国⺠政部和中国
侨联对欣欣的⼯作和带来的正⾯影响的⾼度认可，所有的荣耀

和成果都属于与我们⼀路同⾏富有才華和充滿熱情的义⼯们、

捐助者、合作伙伴、以及不断给予我们⽀持和⿎励的所有善⼼

欣欣友⼈们！

欣欣的理事们，执⾏团队、捐款⼈、合作伙伴

以及⽀持者通过奉献和参与产⽣重⼤反响。“欣欣⼀
家”的⽂化⼀直是欣欣DNA的⼀部分，我们将继续这
个优良传统，以实现“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使
命。

公益是爱⼼的付出，慈善是良⼼的体现，感恩

欣欣，坚持⻓期持续关怀传承的精神，脚踏实地，

⼀步⼀脚印。我们坚信教育能够改变孩⼦们的命

运，我们也坚信我们的努⼒必将对孩⼦们的未来产

⽣正⾯的影响和改变！

欣欣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丁永庆



会长寄语
亲爱的欣欣家⼈：

在辞旧迎新之际，很⾼兴与您分享我们2021年的
点点滴滴，感谢过去⼀年您⼀如既往的⽀持与陪

伴，同欣欣⼀起在助⼒乡村教育的道路上坚持不懈

地努⼒，传播爱与善良。

2020年随着中国脱贫迈⼊乡村振兴新阶段，乡村
教育的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部分。尽管近年来

政府和公益机构为促进城乡教育公平付出了巨⼤努

⼒，然⽽实现城乡教育均衡仍然任重道远。⽬前农

村学校特别是乡村⼩规模学校还普遍存在基础设施

有待改善，教育教学资源缺乏，教师资源短缺等问

题。欣欣⻓期致⼒于促进中国农村教育均衡发展，

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将义不容辞继续参与并发挥我

们的优势和桥梁作⽤。

2021年虽然充满巨⼤的挑战，但是在欣欣义
⼯，合作伙伴，爱⼼捐款⼈及欣欣校⻓⽼师们的共

同努⼒下，我们克服种种困难，在21个省125所欣
欣学校通过“美丽学校”,“育⼈教育”，“启智阅
读”和“康乐成⻓” 4⼤计划开展了18类项⽬，受惠乡
村⼉童超过12万⼈次，受惠教师超过3000⼈次。

阅读是提升农村教育质量，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

展最有效的途径。从2009年“⼀⼈⼀书”计划开始，欣
欣持续致⼒于改善农村学校阅读环境。⾃2019年以
来，欣欣通过“启智阅读”计划图书项⽬，阅读教育，
读书⽉活动3个系统性项⽬，进⼀步促进学校带领学
⽣开展阅读。2021年疫情期间保持项⽬实施开展，让
阅读丰富乡村学校的校园⽂化活动，在特殊时期陪伴

乡村孩

⼦成⻓。

乡村教师肩负着乡村教育重担。⾃2005年开始，欣欣
每年举办暑期教师培训，为乡村教师赋能。2021年尽
管受疫情影响，我们排除万难成功举办线下暑期教师

培训，助⼒乡村教师专业成⻓的同时给予⽼师们⿎励

和陪伴。

展望2022，欣欣将继续根
乡村教育需求和特点，与合作

伙伴及欣欣学校⼀同探寻乡村

学校最合适的教育项⽬模式。

愿2022年——欣欣25周年之
际，继续有您的⽀持，携⼿与

乡村孩⼦⼀起向未来！

欣欣教育基金会会长 杨一青



2021项目报告

 

    2021年，欣欣基⾦会继续秉承
欣欣”⻓期，持续，关怀，传
承”的⽅针，为欣欣在中国农村改
建的350多所学校教育的均衡发
展，为乡村孩⼦拥有更好的教育⽽
继续努⼒。通过“美丽学
校”、“启智阅读”、“育⼈教
育”和“康乐成⻓” 4⼤计划多个
项⽬从学校基础设施改善，教育质
量的提升，阅读以及学⽣综合素质
的培养等多⽅⾯和多维度助⼒乡村
学校持续发展的需要。

 

    2021年共开展18类项⽬，400个活动
落地，对21个省125所欣欣学校提供捐
助，受惠乡村孩⼦125421⼈次， 受惠
教师3462⼈次，全年项⽬总投⼊469万
元 ⼈⺠币 ( 约合75万美元)。

    （实际⽀出⾦额，以欣欣北京代表处2021年审计报告为准。）

1.美丽学校计划：建设美丽乡村学
校，打造美好校园环境
      通过欣新学校，欣美乡村学校，欣乐校园等基础
建设为主的项目打造美丽欣欣校园。

2. 育人教育计划：提升教师技能，
促进网络教育及教育信息化建设
      通过提供网络信息化教育设备资源，一系列线
上，线下教师培训项目提升教师的信息技术和教学
技能，以及网络教育平台让乡村孩子有机会得到公
平有质量的教育。

3. 启智阅读计划：提供优质图书，
改善阅读环境，阅读教育专业指导
     通过图书项目，阅读教育，读书月活动3 个项目
为乡村学校提供阅读所需的软硬件资源，提升乡村
孩子的阅读能力和综合素质。

4.康乐成长计划：以儿童健快乐成长
为中心，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通过欣欣美术园活动，编程活动等项目让乡村孩
子有更丰富的知识，扩展视野，开启创造力，启迪
美与爱的心灵。



美丽学校计划

湖南省祁阳县下马渡镇梅芙欣欣中心小学

湖南省祁阳县下⻢渡镇中⼼⼩学有学⽣776⼈，其中78%为留守
⼉童。学校没运动场地，因缺少资⾦维护，教学楼、宿舍楼出现

严重问题，楼顶漏⾬，夏季炎热难耐；学⽣宿舍楼⽆热⽔供应，

学⽣年龄⼩打⽔困难，且有安全隐患，严重影响了学校教育教学

活动的开展以及学⽣的⾝体及⼼理健康的发展，急需改造修整。

捐款⼈梅莉⼥⼠为感谢当地群众在抗战期间对姐姐梅芙⼥⼠出⽣

时所给予的救命之恩，通过美国欣欣教育基⾦会义捐5万美元⽤
于该校校园基础建设，包括改建学⽣运动场，安装防晒防渗顶

棚，及宿舍设施改造。建校⼯程于2020年11⽉开⼯，2021年4⽉
竣⼯投⼊使⽤。孩⼦们终于不⽤在⾬天坐在漏⾬的教室和宿舍

⾥，下课可以在宽敞的操场上奔跑玩耍了！

 每所欣欣⼩学的建⽴，都凝聚了捐款⼈的爱⼼和欣欣义⼯的奉
献。24年⾥欣欣建⽴了350所学校，每所学校背后都这样或那样
的⼀个个感⼈⾄深的故事。欣欣作为链接他们的桥梁和纽带，在

帮助祖国农村学校教育的同时，也帮很多富有爱⼼的捐款⼈实现

他们为家乡、为农村教育做出贡献的爱⼼。

      欣建新校项⽬帮助中国偏远地区农
村⼩学改建、重建校舍。⾃1997年基
⾦会创建开始，截⾄2021年底⼀共改
建354所学校。
     

1）欣新建校项目

上图为改 前后的运动场

上图为建校之前漏⾬的校舍和现在加了防晒防漏装置的楼顶

上图为改建前后的浴室



      虽然近年来来随着国家的扶贫政策以及对农
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量投⼊，⼤部分农村

学校的基础设施得到很⼤改善。但中国农村还

存在⼤量⼩规模学校，这些学校还存在着硬件

设施较差，教育资源缺乏，结构性教师资源短

缺等问题。农村⼩规模学校是中国教育现代化

的最薄弱环节，是教育质量不均等的“重灾区”。

“欣美乡村学校”项⽬正是为⽬前中国教育最薄弱
的“⼩⽽弱”农村⼩规模学校设⽴的“精准扶持”项
⽬。该项⽬通过改善学校基础设施、提供信息

化教学设备（电脑，打印机，多媒体⼀体机设

备）、图书⻆/图书、⽂体设施等，全⽅⾯提升
⼀所乡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教学环境，将“⼩⽽
弱”建设成为“⼩⽽美”乡村学校。

2021年在湖南，湖北的2所偏远地区欣欣学校
开展项⽬。

2）欣美乡村学校项目

       “湖北阳新县兴国镇银⼭欣欣⼩学”是2005年在欣欣基⾦
会的捐助及地⽅政府的配套资⾦，从较偏远的⼭区搬到现在

的校址重建学校，⾄今已投⼊使⽤16年。

湖北阳新县兴国镇思源欣欣小学

项目实施前学校旧貌

学校教学楼已⼗分破旧急需维修，校

园活动场地条件也急需提⾼；另外学

校没有多媒体电教设备，并缺乏图书

和体育器材



2021年欣欣教育基⾦会通过“欣美乡村学校”项⽬对该学校
的教学楼进⾏了整体修缮，同时打造校园⽂化及劳动基地建

设，并捐赠⼀揽⼦教学设备和⽂体设施，包括

l · 2台75⼨多媒体⼀体机电教设备，
l ·图书550册。
l ·室外篮球架⼀付及篮球20个，
l ·室外乒乓球台4张，乒乓球拍及跳绳
总捐助⾦额超过⼈⺠币130000元。

项目实施后学校新颜

左

上

起

按

顺

时

针

⽅

向

：

1，维修后焕然⼀新的教学楼和校园

2，欣欣捐赠的体育运动器材

3，崭新的现代化教室
4，劳动实验基地

3）欣乐校园-饮水设备项目

在了解到学校普遍缺乏过滤及开⽔设备，许多学校⽤

电茶壶烧⽔，供应困难，有些学⽣直接饮⽤⽣⽔的状

况后，2020年给欣欣学校捐赠了36台⼤型卫⽣饮⽔
机，有杀菌消毒，开温⽔功能，深受欣欣学校师⽣喜

爱。2021年继续给28所学校捐赠34台饮⽔设备。

看看来⾃获捐学校的反馈：

⻘海省西宁市湟中县⼟⻔关乡业隆达⼈欣

欣⼩学:
饮⽔思源，打开⽔⻰头就有开⽔与温⽔饮

⽤，并⾃动进⽔，⽔源随制随饮，四季皆

宜。欣欣基⾦会的关爱就像⽢甜的⽔流进

乡村孩⼦的⼼⽥。

江西省奉新县柳溪乡思谕欣欣⼩学:
感谢欣欣基⾦会的爱⼼捐赠，解了我们学

校的急需！同时温暖了孩⼦的冬天，凉爽

了孩⼦们的夏天，滋润了孩⼦们的春天，

开⼼了孩⼦们在学校的每⼀天！

⼭西清徐县孟封镇⻬南安尚琳欣欣⼩学：

我校由于经费原因，未给学校配备饮⽔设

备，师⽣在校饮⽔⼀直存在困难。欣欣捐

赠的饮⽔机到校后，我校⽴刻联系安装⼈

员安装饮⽔机，让师⽣在第⼀时间喝上⼲

净、热乎的⽔。全校师⽣特别感谢欣欣基

⾦会的援助，感谢欣欣关⼼农村地区学校

基础设施建设。愿欣欣基⾦会越办越好。



4）欣乐校园-设施改善项目

2021年资助8所学校进⾏设施改善⼯程项⽬，包括教师
宿舍，幼⼉园改善，校园设备维修，⻝堂改造等。受

益学⽣⼈数2674。

“陕西柞⽔县红岩寺
镇卉萌欣欣⼩学”
防护栏更换前后

对照图⽚

”四川省巴中市
南江县⾼塔镇

⾦盆欣欣⼩学”
厨房装修前后

对照图⽚

“吉林⽩城通榆县向
海乡⾼⽒

欣欣中⼼⼩学”
宿舍浴室装修前后

对照图⽚

育人教育计划

“江西省宜丰县棠浦镇塘岭凯⽂欣欣⼩学”微机室建成后，学校基
于Scratch、Python、C++等编程语⾔给学⽣搭建可视化图形
编程平台和代码编程学习平台，通过编程游戏、⽹⻚、画、⾳乐

等来学习编程语⾔。孩⼦们第⼀次接触计算机⾮常的喜欢，并且

也学得⼜快⼜好。他们通过⾃⼰拖动脚本，编写程序，顺利完成

了“海底世界”的动画展⽰。并且激动得都不愿意下课了。

        教育信息化是实现乡村教育均衡
发展最快的途径，欣欣通过为学校捐

赠电脑微机室，教师电脑，多媒体教

学设备等信息化教学设备为农村学校

教育信息化助⼒。

        2021年捐赠了33套多媒体⼀体机
设备，3个电脑微机室。

1) 信息化教学设备

使⽤欣欣捐赠的微机室和多媒体⼀体机上课场景



        2021年春季欣欣继续携⼿⾸
都师范⼤学云桥学院孙众教授团

队及向荣公益基⾦会为乡村教师

开设教师信息技术应⽤能⼒提升

课程，在往期基础之上，进⼀步

解析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深层

次融合及⼈⼯智能在教学应⽤中

的理念和⽅法。并特别为乡村⼩

规模学校教师增加了信息技术⼊

⻔课程。

        今年在线培训初级班共有来
⾃17个省份、76所学校的414名
教师参与学习；提升班共有来⾃

14省，37所学校的218名教师参
与学习。

2）在线培训项目

⿊⻰江哈尔滨市朝阳乡欣欣⼩学杜秀梅⽼师分享

     2021年暑期在暴⻛⾬与疫情并⾏的⾮常时期，欣欣
基⾦会为乡村教师赋能的步伐没有停⽌， 7⽉19⽇⾄
30⽇，共有160位来⾃全国各地的优秀乡村⽼师相聚
于江西省新余市，参加由欣欣教育基⾦会携⼿向荣公

益基⾦会、东北师范⼤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举

办的教师培训。

3）暑期教师培训项目



为期两周的培训，从更新教育理念，提⾼课堂执教⽔

平及沟通技巧等⽬标出发，全⾯提升农村教师的职业

素养。邀请了东北师范⼤学及附属⼩学，天津⼯业⼤

学艺术学院，北京爱有⽅正⾯管教讲师团队、湖南省

梦⻜翔阅读教育发展服务中⼼等专家讲师，组建成国

内⼀流的执教团队，为本次培训精⼼设计既有前沿

性，⼜具实⽤性、能落地的丰富课程。内容涵盖阅读

教育、正⾯管教及沟通技能、PBL项⽬式学习、以及
语⽂、数学、英语、美术学科培训，还有让教育回归

本真的乡⼟课程。培训⽅式采⽤讲座与参与式相结合

的模式，理论学习加实践操作，⼩组合作与共创，既

为教师们提供来⾃专家的指导，⼜促进教师相互学

习、共同成⻓。

图为培训课场景

为改变“卫⽣⻆”的脏乱⾯貌，提倡美丽⽂明教室⽂化， 2021
年欣欣卫⽣⻆项⽬启动了，该项⽬将传统硬件施改善项⽬与软件

教育项⽬相结合。

在访校过程中欣欣义⼯看到欣欣学

校普遍存在教室卫⽣⻆不卫⽣的现

象，在教室后⾯的⼀⻆摆放着扫帚、

簸箕、拖把等扫除⼯具称之为“卫⽣
⻆”，说是“卫⽣⻆”却⾮常不卫⽣，对
师⽣的⾝体健康带来⾮常不利的影

响，也严重影响教室的美观。

4）PBL项目式学习-

美化校园-欣欣卫生角项目

活动采⽤“项⽬式学习”Project Based Learning（简称PBL）
⽅法启发孩⼦如何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引导他们思考,⽤多学
科知识融⼊探索,并通过团队合作设计⼀个有创意的“卫⽣⻆”⽅
案。设计活动在4，5⽉期间在各项⽬校轰轰烈烈的开展，在⽼
师的引导下通过问题调研，头脑⻛暴，集思⼴益，设计⽅案，⾃

评和他评，成果展⽰等环节完成整个设计活动。

活动期间由东北师⼤王海英博⼠组成的专家团队给予专业

指导，并组织⽹上启动说明会，阶段性活动分享交流会。



⽼师们表⽰学⽣们在活动开展过程中表现出很⼤的

兴趣和热情，锻炼了他们的表达能⼒，团队合作能⼒，

也发挥了各⾃的特⻓。也增加他们对个⼈卫⽣，学校及

周围环境卫⽣的维护意识。

活动结束后我们将学⽣们的优秀创意设计转换成为

产品，捐赠到欣欣学校，让教室的卫⽣⻆⼲净⼜卫⽣！

启智阅读计划

2021欣欣在4所学校建设了阅览室，6所学校建⽴了32个图书⻆，并
向另外10所学校捐赠了图书。共捐赠超过7300本图书（6500本学⽣
图书，850本教师图书） 受惠学⽣7144⼈， 教师⼈数800⼈。

       阅读是孩⼦⼼智成⻓的基础，是提升农村孩⼦
的教育质量，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最有效的途

径。欣欣启智阅读计划通过图书项⽬，阅读教

1) 图书项目 

孩⼦们在新建的欣欣阅览室开⼼阅读

育，读书⽉活动3个项⽬为乡村孩⼦送去优质图书，建图书⻆/
阅览室，同时推⼴阅读教育；培训⽼师掌握正确的⽅法引导学

⽣在阅读中学会观察与思考，拥有判断能⼒；并组织学校开展

阅读活动以期激发孩⼦阅读兴趣、学会阅读⽅法、养成良好的

阅读习惯，让阅读改变乡村孩⼦的命运。

欣欣图书⻆进教室和书廊



        欣欣从2019年开始跟梦⻜翔阅读教育专业基⾦会合作进⾏阅读
教育线下培训，线上指导，及到学校实地考察指导。使⼀线⽼师掌

握专业的阅读指导技能和⽅法，有效地引导学⽣阅读。

        2021年进⾏了⼀系列阅读教育活动：

2) 阅读教育
 

2021年5⽉13⽇梦⻜翔团队⾛进⿊⻰江⻬⻬哈尔欣欣学校进⾏实地指导

 线上阅读教育培训及指导
 实地到3所欣欣学校进⾏阅读教育考察指导
 欣欣暑期⽼师培训中融⼊阅读教育培训课程，共74位⽼
师参加了培训

2021年5⽉11⽇梦⻜翔团队⾛进⿊⻰江哈尔滨朝阳乡欣欣学校进⾏实地指导

2021年7⽉暑期教师培训进⾏的阅读教育培训课程

从2015年开启的欣欣读书⽉活动项⽬，配合图书项⽬对欣欣学校
阅读推⼴起到很⼤的推进作⽤，⿎励更多学⽣享受阅读和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欣欣⿎励并⽀持学校组织阅读活动，包括撰写⽂章，讲故事，

表演，朗诵⽐赛等。

3）欣欣读书月项目

2021年共有46所学校19000名学⽣参加读书⽉活动。今年学校他
们开展活动的形式精彩纷呈，有的师⽣朗诵，在梨花盛开的校园⾥ “赏
梨花，诵经典，品⼈⽣“；有的制作精美的读书简报和书签；有的展开了
咏诵红⾊经典的⽐赛活动；有的结合世界读书⽇，进⾏阅读分享；有的

开展了 “朗读者”师⽣读书会；有的开展演讲⽐赛，读书交流等。



康乐成长计划

欣欣美术园开启欣欣⼩学美术教学活动，采⽤低成本，有特⾊，

或本⼟材料开展绘画，⼿⼯等美术活动，让孩⼦们感受美育教育的滋

养，播种美的幼芽，让孩⼦们获得表达内⼼的有效⽅法，同时培养孩

⼦的艺术想象⼒，创造⼒，展现美好的⽣活和他们的⼼灵世界。

1) 欣欣美术园项目

⻢克笔⻛景⼿绘

通过⽹上平台由专业美术讲师培训学校美术教师如何开展美术教学，

并搭建欣欣学校美育教学研讨平台，共享教学经验与成果。

同时欣欣美术园项⽬资助学校开展美术活动，为学校提供美术材

料，并赠送奖品奖状。

欣欣美术园活动从2019年开始到2021年已经是第三年了。参加活动
的⽼师和学⽣数从2019年第⼀期的38位⽼师，1050名学⽣，到2021年
的60位⽼师，1968名学⽣，已经增⻓了近⼀倍。

江苏省宝应县芦村乡欣欣⼩校曾萍⽼师分享：

种植在⽥野乡村的艺术梦——扎染

美术园活动场景

⼿⼯黏⼟

松果装饰画



      各学校如⽕如荼的开展美术园活动，美术园群⾥热闹⾮凡。
⽼师们争先恐后地分享他们学⽣的活动花絮和美术作品。每天都

有令⼈惊艳的作品展⽰和欣欣孩⼦们的可爱笑脸。看着孩⼦们⼀

张张天真烂漫的笑脸，⼀切的⾟苦和付出都值了。 
         ⼋⽉底，完成了所有奖品的采购和发放，⽼师和学⽣们在

暑假结束迎来新的⼀学年之际，收到了欣欣美术园的奖品，都

⾮常开⼼，备受⿎舞，纷纷在群⾥晒出了他们拿着奖状和奖品

的照⽚，孩⼦们的笑容是我们继续办好活动的最⼤动⼒！ 

2) 编程项目 

        ⾃2015年以来，欣欣组织学校参加由微软组织发起的“编程
⼀⼩时活动”. 通过《我的世界Minecraft》等编程教学⼯具，让学
⽣⽤可视化编程语⾔，通过寓教于乐的编程游戏，让乡村孩⼦也

有机会学习基础计算思维，增强逻辑思维和创新能⼒。

        2021年编程活动⼀共有22所学校1135位学⽣参加活动。
        今年的活动有⾕歌志愿者的参与，扩展了活动内容也让每所
学校活动开展有专业的培训和量⾝定制的⼀对⼀帮扶。每⼀所学

校有对应的两三个⼯程师，外加⼀个storyline 志愿者。他们跟学
校做调研，了解学校的设施和⽹络状况，因材施教，编出适合各

个学校编程活动的教程。

今年活动内容包括：

1. Microbit智能板编程：欣欣为学校提供Microbit智能板，⾕歌
⼯程师们为学校⽼师进⾏了五次教师培训课程。⽼师们积极性很

⾼，有很多⽼师参加培训课后⻢上回去把学到的Microbit 智能板
编程教授给学⽣们，编程活动群⾥出现了⼀次⼜⼀次的编程⾼

潮。⽼师们教得兴致勃勃，学⽣们学得如痴如醉。

2. Minecraft 游戏编程：⽤Minecraft作为编程内容，⽤游戏打通关
的⽅式，由浅⼊深把编程的理念教授给孩⼦们

3.  还有⼏所学校条件艰苦，没
有电脑可以操作，编程活动以

听课的形式进⾏，没有实际操

作，没有⻨克⻛，只能单向讲

述课程内容加在线演⽰。虽然

条件有限，但孩⼦们个个都听

得⼊神呢。



        乡村⼩规模学校的孩⼦有很多都是留守⼉童，缺乏⽗⺟和家
庭的关爱，他们的需求也常常被忽视。⼩⼼愿项⽬传递欣欣的关

爱帮助孩⼦们实现⼩⼩⼼愿。

        为孩⼦们买礼物的款由欣欣⻘年部的⻘年义⼯打⼯筹集⽽
来，⼩⼼愿项⽬也因此是搭建⻘年部⼩义⼯与欣欣孩⼦之间爱的

桥梁。

        2021年为4所学校74名孩⼦满⾜⼩⼼愿，给他们送去写在⼼
愿卡上的⼼仪礼物。

· ⻘海省海东市互助⼟族⾃治县东沟乡卡⼦村修贞欣欣⼩学
·  湖南省湘西州吉⾸市社塘坡学校
·  陕西省宝鸡市岐⼭县雍川镇⻨⽲营村中⼼⼩学
·  吉林省舒兰市莲花乡谭家村⼩学   

3) 小心愿项目

孩⼦们的⼼愿卡

收到礼物的孩⼦们开⼼的笑了

⿊⻰江哈尔滨市双城区朝阳乡中⼼学校 
⿊⻰江哈尔滨市双城区朝阳乡中⼼校胜业分校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恩欣欣⼩学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蒙古族⼩学

        农村学校缺乏英语⽼师，在欣欣学校很多上英语课的教师都是
⾮英语专业⽼师。“空中互动”通过⽹络远程⽅式，由欣欣⻘年部⾼
中⽣义⼯与⽼师同学们视频实时互动，进⾏听说读写综合训练。英

语课上，通过⼀对⼀、⼀对多的⼝语对话和课⽂领读帮助欣欣⼩学

⽣纠正⼝语发⾳，语法和词汇上的不⾜。⼩义⼯们还会结合课⽂内

容，⽤中英⽂给欣欣⼩学⽣们讲解⼀个主题，扩展孩⼦们的视野，

激发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动⼒。

        今年有6名欣欣⻘年部⼩义⼯为4所学校开展英语“空中互动“活
动，有9个班级共287名学⽣受惠。 

4）空中互动项目

空中英语互动课堂场景

⻘年部义⼯在Stanford 打⼯为⼩⼼愿项⽬筹款



        从2020年秋季，针对湾区中⼩学⽣在疫情中不能正常上
课，课外活动缺乏，⼼理健康受到伤害等等问题，欣欣⻘年部

陆续推出⼀系列为中⼩学⽣准备的秋季线上课后辅导课程。这

些课程由欣欣⻘年部出⾊的⾼中⽣们免费教授，内容⾮常丰

富，不但有基本学科⽅⾯的英语阅读与写作，科学，数学和历

史，还有扩展知识⾯且极富趣味性的早期脊椎动物，⼈体结

构，希腊传说，更有⾮常实⽤的⼿⼯与艺术，基础编程，摄影

和中⽂。欣欣⻘年部的⾼中⽣们为了成功开设这套内容新颖的

课后辅导系列，每周都精⼼备课，为中⼩学⽣朋友带来不⼀样

的课后辅导体验。迄今为⽌，⻘年部课后班已经开展四期，每

期⼋周，⼀共15⻔课。每⻔课都有25⼈以上报名，⾮常受欢
迎。暑假期间⻘年部的暑期班继续进⾏。

1）课后班项目

欣欣青年部服务社区项目

欣欣⻘年部在2021年暑期以来开展了⼤量的社区服务活动。组
织了 Youth Garden service, Coastal Cleanup Day, Parisi House
service, Canopy Tree Walk, Animal Assisted Happiness,
Canopy Tree Walk, Cupertino Mc Clellan Ranch preservation,
Fremont Tule Ponds cleanup 等服务社区的活动。

2）社区义工服务

Cupertino Grassroot Ecology service

Canopy Tree Planting



3）网上寻根营和故事营

Making cards for people in need

2021年暑期与六个侨联合办三期⽹络寻根营，近500位
美国华裔⼉童参加。⽹络寻根营促进和⿎舞社区的孩⼦

学习中华⽂化，获得合作侨联的⾼度认可。

同时欣欣⻘年部还组织了2021春季和秋季故事营，共有130
名孩⼦参加。故事营由义⼯⽼师带领孩⼦们每周⼀节课，听

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传统故事，学习中华传统⽂化知识。课

上讨论，课后完成趣味作业，义⼯⽼师们点评作业，⿎励孩

⼦们的创意和努⼒。



义工采访栏目

采访义⼯1：发展部部⻓俊毅

问题1：欣欣发展部的⼯作涉及到对学校硬
件的投⼊。在这项⼯作中是如何平衡学校

的需求以及欣欣的发展⽬标？

欣欣发展⽬标上已经逐渐将重点转移到

教育相关软件的提升，发展部的⼯作是为

学校提供好的基础教学设施。⽐如我们建

设图书室、图书⻆、捐赠图书，就是给

学校开展读书活动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再⽐如我们提供的信息化教学

设备，为学校开展⽹络课程、编程活动提供基础设备。我们在硬件上的

投⼊并不只是希望学校拥有美丽的图书室，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更是希

望学校能够实现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

另⼀⽅⾯，我们也资助学校改善基础设施，尤其是和健康及安全

相关的需求（⽐如为学校添置卫⽣饮⽔装置，修补漏⾬的校舍）。只有

学校基本学习⽣活条件得到了保障，才能够把更多的重⼼放在教学质量

的提⾼上。对⼩规模学校，我们会为学校提供全⽅位的资助，帮助他们

建设⼩⽽美的乡村学校。

问题2：在发展部义⼯⼯作中如何体现会⻓提出的“有温度的交流”？

发展部的⼯作涉及到与地⽅政府、学校以及捐款⼈等多⽅⾯的交

流。我体会的有温度的交流为有耐⼼有关怀的交流，在这种细致的沟通

中，学校和捐款⼈也都会很⾃然地把他们的感受反馈给我们，这也会给

我们义⼯⾃⼰带来激励，⿎舞和成⻓。

第⼀个跳⼊脑海的就是116辽宁葫芦岛欣欣学校的刘海明⽼师。海
明⽼师是位教美术⽼师，他的居住的环境很差，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他

坚持每天练⽑笔字。海明⽼师对他的教育事业有着深沉的热爱和责任

感，美术园项⽬⽹上培训课海明⽼师总是早早的等在了会议室，把认真

学到的课件内容，创作技巧，教学⽅式等很快交给他的学⽣。每次看到

他分享的学⽣们集体创作的图⽚，都能感受到学⽣们被激发起的创作热

情和踊跃态度，⽽他们最后交出的集体创作的作品每每让⼈惊艳和赞

叹。他还是个热⼼⼈，今年暑假美术培训他⾃愿做了李凌教授的助⼿，

欣欣的扶持和义⼯们的⽆私付出也深深地感动了他，令他坚定的加⼊了

欣欣义⼯团队，成为我们中的⼀员。他说:

“多年前当我终于能作为⼀名专职的美术教师教孩⼦们美术时，⼼情
是⽆⽐喜悦，憧憬着如何如何去教他们美术知识，但现实却并⾮如此。

学校对⼩科课程的不重视、学⽣美术材料的匮乏、⾃⾝教学经验教法的

不⾜等就⼀直困扰着我。

⾃从接触了欣欣基⾦会，特别是参加欣欣美术园线上线下培训后，

学到了很多丰富⽽实⽤的教学经验和美术技能。在结合实际通过不断地

实践和改进，终于使我在美术教学上得到了很⼤的提升，也为孩⼦们打

开了进去艺术殿堂的⼤⻔。感谢欣欣向荣基⾦会，感谢欣欣美术园活

动，也感谢李凌⽼师的细⼼教导！”

第⼆个我想介绍的是Google的年轻志愿者们，今年有⼋⼗多位志
愿者参与欣欣编程活动。为欣欣⽼师进⾏了5次线上Microbit智能板编程
课，让希望学到新的编程形式的⽼师们有机会学习并掌握到新的智

采访义⼯2:学⽣活动部副部⻓李卫

问题1.作为学⽣活动部的项⽬负责
⼈，在组织学⽣活动过程中有哪些令你

感动和难忘的事情？

在组织学校和学⽣活动过程中有

很多令⼈感动的⼈和事情。其中有欣欣

的⽼师，校⻓，还有欣欣的义⼯。



能板编程内容。在组织学校进⾏编程活动时，每⼀所学校有两个⼯程师

志愿者加⼀个记录活动过程的志愿者帮助组织编程活动。他们从上课内

容，到教学材料，电教设施，都做了⼤量的细致深⼊的了解和调研，争

取做到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所学校，不同的学校条件，不同的

学⽣基础，就有不同课程内容和活动⽅式。这⼀帮年轻⼈，熊丽平，杨

雅莉，刘晓，张舒，苏幸，王智愚，绍志岩，⼦坚，Linda，Jocelyn，
等都是得⼒⼲将，有这样⼀群有爱⼼和⾏动⼒的志愿者们的努⼒，经过

⼏年的积累，我相信我们的编程活动会越做越好，欣欣的孩⼦们会更多

的受益。

当然每⼀个成功的项⽬都有很多义⼯的⾟苦付出，⽆论是项⽬负

责⼈还是项⽬专家，还有采购员义⼯都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这⾥特

别要提⼀下的就是我们活动部读书⽉负责⼈，也是很多项⽬的义务采购

员张超，任劳任怨，超级快的⾏动⼒确保项⽬按时完成请款和奖品发

送。⽽项⽬成功的结果就是我们欣欣孩⼦们⼤⼤地受益，他们的潜在天

赋被激发。⽆论是我们的读书⽉，美术园还是编程活动，孩⼦们在活动

中的积极表现，⼀张张笑开了花的⼩脸，⼀份份精彩呈现的作品和成

果，都是对我们义⼯付出的最⼤回报，⼀切的付出都很值得。

问题2.加⼊欣欣教育基⾦会对你个⼈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欣欣就像⼀枝神奇的魔棒，为我打开了很多扇世界的窗⼝，让我

看到了以前没有⻅过的许多精彩⼈⽣：有为了学校的发展焦⼼忧虑，为

了找到资源奔⾛疾呼的村⼩校⻓，有醉⼼教育，⽴志育⼈的村⼩⽼师，

有欣欣快乐成⻓的⼉童和他们的⽗⺟，还有⼀群志同道合，⼼⼼相惜的

欣欣义⼯。投⾝于欣欣的活动项⽬，我⾃⼰收获很多。我学会了从多⽅

⾯去看待问题，不着急寻求⼀个结果；我学会了放慢脚步让⼀些步履蹒

跚的⽼师和学校逐步赶上；我学会了理解别⼈的处境和困难，以最⼤的

诚意帮助他们。当然最多的还是不停地被⾝边的⼈和事感动，然后⾃省

⾃觉惭愧⾃⼰做得不够好，不够多。我清醒地认识到公益的路还很⻓，

需要帮助的学校和孩⼦还很多，任重⽽道远，要继续努⼒在公益的路上

坚定⽽踏实地⾛下去。

欣欣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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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欣欣大事记
2021年1⽉11⽇，欣欣
教育基⾦会名誉理事⻓

臧⼤化先⽣与世⻓辞，

享年79岁。臧⼤化先⽣
于2001年在当时欣欣理
事⻓祖炳⺠教授及东北

鄕⻓的⼒邀下加⼊欣欣

教育基⾦会担任会⻓。

2005〜2018年间，担任欣欣教育基⾦会理事
⻓⼀职，为欣欣教育基⾦会的发展壮⼤做出

具⼤贡献。

2⽉6号湾区各界透过视讯举⾏了臧⼤化先⽣
的追思会。欣欣基⾦会义⼯及许多跟臧⼤化

相知多年的⽼友，⼀起⼯作的伙伴，以及华

⼈社区领袖等，在追思会上⼀起追缅臧⼤化

精彩的⼀⽣。

2021 欣欣大事记
2021年1⽉21⽇，欣欣教育基⾦会北京代表
处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中国侨联推荐的10家助
⼒脱贫攻坚的组织之⼀，同正⼤集团、世茂

集团、河仁慈善基⾦会、中国华侨公益基⾦

会等⼀同获得了“全国侨联系统助⼒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并通报表彰。



2021 欣欣大事记

2021年9⽉25⽇，由欣欣教育基⾦会理事会
主导的“欣欣点灯 照亮希望”感恩茶会在位于
Palo Alto市的“The Sea by Alexander’s
Steakhouse”圆满成功举⾏。有来⾃Stanford
University 教授 Dr. Scott Rozelle , 欣欣多年
合作伙伴Cupertino Rotary多位成员， 欣欣
⻓期⽀持者，以及⾼科技，教育，地产等各

界⼤约100名善⼼⼈⼠参加了此次欣欣感恩
会。

       此次筹款会募集超过26万美元善款。

2021 欣欣大事记

2021年9⽉25⽇，鉴于斯坦福⼤学国
际问题研究所农村教育⾏动计划

（REAP）中⼼主任Dr. Scott Rozelle
（罗斯⾼教授）在农村教育领域的杰

出贡献和重⼤影响，欣欣教育基⾦会

很荣幸特聘请 Dr. Rozelle 为顾问并颁
发了欣欣教育基⾦会教育顾问聘书。



2021 欣欣大事记
2021年12 ⽉19⽇, 2021欣欣感恩年会在
Cupertino Quinlan Center举⾏，今年主
题为「欣空浩瀚，启智育⼈——点亮乡
村孩⼦的梦想」。

Cupertino 市⻓Darcy Paul 莅临致词并向
欣欣教育基⾦会颁发「欣欣⽇」贺状。

中国驻旧⾦⼭总领事馆总领事王东华视

频致意，并发来贺信。

本次年会共有欣欣⽀持者和义⼯70多⼈
参加，当天的总捐款数额为$249,326。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众志成城，欣欣向荣

长期， 持续， 关怀，传承

https://shinshinfoundation.org
欣欣官⽹

欣欣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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