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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寄语

大家好，
      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特色是所有公益慈善项目都是由基金会自己专业项目团队驻扎在
实地开展实施工作。把公益慈善项目效果和作用得到最大可能呈现和发挥。

      我们基金会工作人员为有机会从事公益慈善工作而倍感荣幸，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基
金会的公益慈善工作。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社会因为有社会成员的无私奉献而更加美好，公益慈
善工作因为大家的支持才能维持和持续发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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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成立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 是一家由上海家具企业家发起的公益
机构，在上海市民政局社会团体管理局登记注册。

使命：在上海市及中国中西部乡村贫困地区支持公益项目，为贫困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愿景：通过深耕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致力为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做出贡献。 
基金会以开展爱心汇聚，传递温暖的公益活动为宗旨。

基金会的特色：项目执行性基金会。
拥有经验丰富的专职项目执行团队。 所有公益项目的实施均由专职团队在项目的实地
负责直接监管。

关于
互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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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

监事会

朱光英 / 监事长 陆家星 / 监事

MPACC 会计硕士
上海铭瑞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
管理合伙人。

朱秀凤 / 监事

CPA- 近 20 年财务工作经验，
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理事会

赵跃生 / 理事长

张燕萍 / 副理事长

法学硕士，曾担任上海 远洋运输公
司航运处和 法律处处长。他在 2001 
年创办上海市理合理律师事务所。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学士，在知
名外企从事管理工作超过 10 年。
长期 从事项目管理工作，具有 
PMP 认证。

范琛 / 理事

毕业于英国 Sunderland 大学。
在知名外企担任公司运营管理
工作近 15 年。

李飞 / 理事

具有十五年以上的会计和财务培
训经验，在机构的财务行政管理
及项目财务管理方面具备丰富的
经验。

欧乐 / 理事

培训总监，具有二十余 年的公关、
培训及乡村 发展项目经验，尤其在 

“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培训、执行、
管理等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

中国注册会计师 , 澳洲注册会计
师 , 上海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
技术委员会成员以及特聘质量
检查人员。

秘书处

刘颖 / 副秘书长

市场营销行业工作超过 20 年。
在市场营销领域丰富的经验使其
对社会有敏锐的洞察力。

范琛 / 秘书长 霍思瑞 / 副秘书长

耿喆 /办公室主任
咨询行业工作超过 20 年。曾从
事后勤保障管理工作， 负责企业
日常运营包括行政、人事、财务
等综合管理等理工作。

李嘉玲 /财务会计

15 年的财务管理经验，曾负责四
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上海对口项目
专项财会。

二十余年的学校管理、教育和
农村发展项目经验。在中国慈
善事业深耕 10 余年。

毕业于英国 Sunderland 大学。
在知名外企担任公司运营管理
工作近 15 年。

钱骏 /财务会计

中级会计师，8 年财务工作经验，
热心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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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专职项目团队

      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的专职项
目团队由一群充满热忱，实地经
验丰富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具有
多年的贫困山区农村基层工作经
验，能够在实地工作中应对各类
挑战。他们大都是生活在偏远贫
困地区的少数民族 , 通晓当地的
民族方言 , 理解当地的少数民族
文化和风俗习惯。他们的这些优
势使项目执行工作的开展 , 以及
与村民的沟通更加顺畅。更有部
分项目管理人员曾到非洲接受过
扶贫和社区动员工作的专训。他
们的工作获得了当地村民的信任
和尊敬；他们坚信贫困人群可以
发挥自身潜力，并准备尽一 切努
力去帮助他们改善目前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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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项目分布

上海

未来希望幼儿班 POF

项目名称 地点 类型 覆盖区域
受益儿童
（人）

受益人数
培训教师数 

( 人次）
督导

家长培训 / 会议
( 人次）

布拖未来希望幼
儿班项目

四川省布拖县 一村一幼
14 个乡镇，

60个幼教点，
103 个班

4632 18528 715 1050 11073

富宁未来希望幼
儿班项目

云南省富宁县 一村一幼

11 个乡镇，
36 所乡村幼
儿园，49 个

幼儿班

1057 4228 732 333 4102

蕲春未来希望幼
儿班项目

湖北省蕲春县 社区幼儿园
5 个乡镇，16
个村，16 个

幼儿班
290 1160 207 169 1928

 西盟未来希望
幼儿班项目

云南省西盟县
社区幼儿班和

一村一幼

7 个乡镇，25
个村，31 个

幼儿班
774 3096 528 169 4758

澜沧未来希望幼
儿班项目

云南省澜沧县 一村一幼
3 个乡镇 5 个
村 5 个幼儿班 

  196 784 76  22 309

农村社区发展项目 CAD

项目名称 地点 类型 覆盖区域 覆盖农户数 受益人数 关注人群
其他重要数据

儿童之家
开放次数

培训本地农户数 入户拜访数

越西 四川省越西县 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
越西县 23 个乡镇
的 48 个行政村

不适用 1239 困境儿童 3937 不适用 不适用

牛角湾
四川省布拖县牛
角湾乡解放村

社区发展项目 解放村 203 1257 农村贫困人群 不适用 1345 604

马拖
四川省越西县马

拖乡
社区发展项目

马拖乡的大河村
和马托村

400 1440
农村贫困人
群、儿童

不适用 1425 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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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希望幼儿班
     学前教育是孩子成长的起始环节，为孩子的全面、健康、和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的基础。

     在国家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努力和支持下，学前教育的实践探索有了很大进步，2018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
率达到 81.7%，但仍存在着学前教育基础差、教育资源不足、管理不规范、城乡差距明显等问题。

     在中国，目前仍有 1/5 的适龄儿童无法接受学前教育，贫困地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普遍低于 50%。2018 年底，云南省三年毛入园率 79.69%，云南
省仍有约 47 万适龄儿童无法接受学前教育。

     部分偏远农村幼儿“无园可上“；农民家庭无法接受正规幼儿园所需费用；西部农村居住分散，幼儿上学路途远。另外，短期快速规模扩张，解
决了数量不足、资源不够的问题，也随之带来了师资不够、质量不高、内涵不足的难题。未来希望幼儿项目，注重增加学前教育的机会和提高儿童早
期教育的质量。通过幼儿班老师及同龄儿童的陪伴，家园共育，帮助留守儿童身心灵健康成长，缩小贫富地区儿童早期教育的差距，打破贫困代际传
递的恶性循环。

(POF) Preschools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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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希望幼儿班的两种模式

模式 1:

     利用现有社区资源，如闲置教室或者活动室 , 在当地

招聘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年轻人，培训其成为合格的幼儿

教师，配置教学设施和玩具设备，帮助偏远社区建立幼

儿班，为更多农村儿童提供学前教育和自我发展的机会。

班级为混龄班制。同时组织当地社区成立家长委员会，

参与幼儿班的管理事务。

根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来设计发展课程，

主要包括动作、语言、认知学前技能、社会交流等。

教室：利用村庄闲置小学校舍、活动室、文化室或图书馆等，重新利用
并装修成儿童活动场所。项目配备基础教学设施和材料。

地点：幼儿班均设立在边远贫困地区的社区和自然村。

混龄班级：3-6 岁的儿童组成的混龄班制。

家长参与：成立家长委员会，并组织家长委员会和老师对幼儿家长进行
培训，包括儿童早期发展、卫生知识、营养和健康知识、国家政策和权益。

双语教学：互济工作的地方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山区，所以授课
语言为本民族语言和普通话。

管理与支持：由常驻当地的项目团队管理，其中一个项目主管督导、
评估和指导 8-12 名社区幼儿班教师。

本地社区教师：由本地社区家长委员会推选，需具备至少初中学历（9年）
互济项目对其进行 3-4 年的支持和培训。

教师培训教材开发：不断总结项目实地经验，结合政府相关教材，开发中
国农村幼儿班社区老师培训系统、手册与材料，并对已开发教材进行完善。

1

2

3

4

5

6

7

8

社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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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一村一幼”及“班改幼”计划与互济最有

优势的“未来希望幼儿班”模式相契合，为此教育局和

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双方都有意利用各方优势为实现该

计划的目标做贡献。互济在教师培训、项目管理、教师

激励补贴等方面进行资助，具体包括培训老师、支持和

管理老师、评估老师，帮助建立起教师评估体系与幼儿

班孩子评估体系等。同时，协助教育局督导教学质量、

班级安全和班级管理。

师资：由教育局临时聘用，互济辅助挑选。

日常教学：县教育局对幼儿班进行管理，互济通过现场监管支持教育局加强管理。

教室设备：政府提供基本设施和维护，互济支持少量资金用于装修，优化教学环境，为幼儿
班配置教具和玩具。

教师基本工资：家长缴纳保教费，互济会提供部分补贴。

项目支持：组织教师参加岗前培训、假期培训、月度培训（2个月 /次）和现场实地辅导，
帮助教师对家长进行培训，通过组织亲子活动之类的社区活动来增进家长和孩子的交流。

1

2

3

4

5

一村一幼及班改幼模式模式2:

未来希望幼儿班的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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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教学特点

1. 每天 5 项活动

动动小手 动动小脑筋 语言真奇妙 动动小身体 月度主题

   2. 月度主题

天气 

我们的村庄   

做好事  

动物和植物    

健康    

 我们的书写语言

我们的国家

  农业

数字和计算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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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型特殊活动

运动和游戏日

郊游一天，或者去见证之前未见到过的事物。

儿童节活动

花一天时间来装点我们的幼儿班

4. 家长培训

5. 现场督导

建立家长委员会

定期开展关于儿童早期教育、健康、卫生、安全等培训

项目经理定期督导幼儿班，给予教师指导并及时解决各项幼儿班事务

5大教学特点



16

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云南富宁小太阳幼儿班项目 /云南富宁一村一幼幼儿班项目 /富宁县贫困幼儿助学项目
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一村一幼幼儿园评估项目

01

协助当地“班改幼”和“一村一幼”学前教育项目的运行，具体包括：协助家长委员会、中心校招聘幼儿班老师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培训；协助教育局共同制定教师评估方
案，为项目建立教师评估体系；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卫生与生活习惯，学会独立刷牙，洗脸，洗手；给儿童家长进行有关儿童护理，营养与卫生的培训；从而更加积极地参
与到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通过组织交流会，演出节目，集体清扫等活动加强家长，老师和村民之间的沟通；协助推动全方面的社区发展。截止到 2019 年年底，项目
共计支持 49 个班，1057 名幼儿 58 名教师从中受益。富宁县是云南省“一村一幼”和“班改幼”试点县之一，为通过科学的评估来证实此种项目模式的成本效益和影响力，
得到社会认可，为项目模式的推广奠定科学基础；同时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推动学前教育政策的完善，促进我国农村地区学前教育更好地发展，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申请
三一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富宁项目的评估，项目评估工作将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来执行。

周   期：2017 年 11 月 1 日 -2020 年 7 月 31 日
项目地：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
资助方：黄奕聪慈善基金会 / 三一基金会 / 浙江创道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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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02

凉山全州贫困人口从 2013 年的 88.1 万下降到 2018 年底的 31.7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是 9.8 降至 7.1%。本项目执行期为 5.5 年，与布拖县教育和科学技术知识产权局合作的
“一村一幼”试点项目合作，培训 60 名校点负责人并对其他辅导员进行管理督导和培训，截止到 2019 年年底，累积提高 196 名辅导员的教学和管理技能；提升了 103 个幼儿班
的教学和管理质量；接收超过 4632 名儿童，具体包括：协助布拖县教育和科学技术知识产权局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和培训，包含健康卫生和营养、儿童体操课、音乐课、舞蹈课、
手工课等，对辅导员进行培训，课程演示，讲解 3-6 岁儿童发展，培训辅导员如何讲故事，如何管理幼儿班日常，指导辅导员如何与儿童家长沟通，向他们普及传达国家教育政策，
良好习惯及安全知识。该项目旨在帮助更多的彝族儿童克服语言障碍，项目积极参与凉山州“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提升幼儿的普通话能力，并培养健康的生活卫生习惯，为下
一步接受义务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精瑞人居发展基金会捐助了布拖县 98 所幼儿班室外运动设施和室内玩教具配置。还有很多爱心人士为布拖的项目进行了
捐助。

凉山布拖未来希望幼儿班

周   期：2018 年 1 月 1 日 -2023 年 7 月 31 日
项目地：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
资助方：乡村儿童早期发展教育基金 /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北京精瑞人居发展基金会 / 复旦校友会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 北京新七天电子商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东方证券 / 李丹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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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湖北蕲春乡村幼儿班

03

项目在湖北蕲春县协助当地扶贫办并与当地教育局合作，通过支持社区自治模式的幼儿班，提供幼儿班管理及运作模式，对素质教育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支持，提升幼儿班
民间教师业务素质，完教具配置，通过开展活动加深蕲春当地政府，特别是蕲春县教育局对项目的认可，同时加强与社区的联系，为社区项目的移交即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也为蕲春县贫困儿童提供了优质学前教育，截止到 2019 年底，有 16 个幼儿班，16 名教师，290 名儿童，同年 9 月，5 个班级进行到第 2 阶段的资助和管理，项目组织。
教育局、中心校、社区、村委会共同制定后续的管理和运行方案，建议教育局协调相关的中心校，对进入第二阶段的幼儿班进行相应的扶持。

周   期：2018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地：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 
资助方：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北京精瑞人居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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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云南省西盟县“小太阳”幼儿班项目 /云南省西盟县起点工程澳门狮爱幼稚园项目 /西盟县
贫困幼儿助学项目

04

协助西盟县教育局对幼儿班进行管理，该项目使用社区模式和一村一幼模式，2020 年 7 月社区模式结束后，就全面使用了一村一幼模式。具体包括：建立幼儿班委员会、
举行幼儿班教师能力提升的各类培训、召开经验分享会、帮助学生培养卫生和健康习惯、为家长进行早期儿童教育、营养、卫生和健康方面的培训、对硬件设备进行补充以
及技术支持等。由于幼儿班的孩子多为少数民族（佤族），幼儿班的老师也会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对孩子的成长进行培养。截止到 2019 年底，项目支持运行 31 个班，
共计 774 名幼儿，32 名教师。

周   期：2018 年 7 月 1 日 -2022 年 8 月 31 日 
项目地：云南省普洱市西盟县
资助方：黄奕聪慈善基金会 /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 澳门狮子会 / 上海浦发公益基金会
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 毕德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 大华银行 / 爱德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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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澜沧县小太阳幼儿班

05

协助教育局对幼儿班的运行，具体包括幼儿班管理、幼儿班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硬件设备补充以及技术支持；协助督导幼儿班教育教学质量及班级管理和
安全；提供改善管理和教学的工具与材料，从日常运行管理、教师培训和管理评估等方面提供支持。截止 2019 年底项目覆盖 5 个班，共惠及 14 名教师，
196 名儿童。

周   期：2019 年 7 月 1 日 -2022 年 7 月 31 日
项目地：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资助方：黄奕聪慈善基金会

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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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图片

晨间活动

北京精瑞人居发展基金会拜访布拖未来希望幼儿班 老师将课堂带到户外 增加趣味性

幼儿班团队游戏 - 增加彼此之间的合作与团队意识 幼儿班环创
用不同材料美化教室的环境

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 ，安排适当的户
外活动游戏， 有益于孩子的身体发展

小朋友们亲手栽种植物 - 观察植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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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图片

培养幼儿洗脸、刷牙的卫生习惯

教师接受不同类型的培训

幼儿们学会了相互协作彼此帮扶的良好品质 项目工作人员走访幼儿家庭了解情况

幼儿班区角创设 及美化和趣味教学于一体 趣味户外游戏课 让孩子 亲近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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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发展项目2018 年末，中国仍有 1660 万的农村
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数超过
世界127 个国家人口的总和。2019年，
中国实现 1109 万农村人口脱贫（人
均年收入 3747 元或 540 美元）。但
截至年底，仍有 551 万人农村人口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数据来源于国家
统计局官网）

习近平主席经常强调扶贫的重要性，
大家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努力
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国家“精准扶贫”的方针是——实事
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0 万政府机构官员被派到全国各地做
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创收、乡村
旅游、优先扶贫、村庄重新定位、教
育与健康的支持等工作帮助当地人们
摆脱贫困的枷锁。

各新闻频道、报纸和杂志纷纷定期对
扶贫工作、扶贫成果与挑战进行报道。
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也积极参与到这
个全国性的“脱贫斗争”中。
我们的共同梦想是把仍生活在贫困线
以下的551万人口从贫困中解放出来，
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

在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的农村社区发
展项目中，农民、农村家庭、及其能
力建设的发展是项目的立足点。

R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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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布拖县牛角湾乡解放村“共享水资源”项目

01

周   期：2019 年 2 月 18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地：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牛角湾乡解放村
资助方：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为了解决解放村村民饮水困难的问题 , 互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与当地社区和幼儿班老师在布拖县水务局的技术支持下 , 在解放村开展针对用水、卫生问题
的社区能力发展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 , 帮助村民和学校修建安全便利的饮水系统 , 解决村民 饮水问题。此外 , 项目将在村子里动员村民学习卫生健康的
知识、帮助儿童培养良好卫生习惯等活动。截止到 2019 年年底，203 户家庭 , 共 1211 位村民 ;47 名幼儿 ,2 名老师获得安全清洁的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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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爱佑安生 -越西县困境儿童救助和保护项目

02

周   期：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
项目地：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 48 个行政村
资助方：爱佑慈善基金会

通过搭建农村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培养农村儿童福利服务工作队伍，探索农村基层儿童福利服务标准，提供困境儿童急需的服务，帮助困境儿童重获
安全稳定的生活。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有幸与爱佑慈善基金会合作，在越西县开展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具体包括：为福利督导员提供培训，开放爱
佑儿童之家，福利督导员定期家访 , 协助困境儿童完成福利保障金、个性化救助、物资的申请和发放。截止 2019 年 12 月，项目覆盖越西县 23 个乡镇的
48 个行政村：确保已搭建好的 39 个爱佑儿童之家运转正常并补充了相关物资；为 48 个行政村困境儿童发放 2374 个营养包和 2653 个充饥包，累计 5027
人次；为 48 个行政村的困境儿童发放卫生包，累计惠及 2829 人次；为 16 名儿童提供了医疗救助；帮助 33 个孩子进行 DNA 检测解决落户问题；为 463
人次的儿童提供了助学援助；为 6 名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提供了援助；爱佑儿童之家开放 3937 次，平均每个儿童之家每周开放 2 次；项目人员为福利督导
员提供 458 次督导，提供了 12 次培训或会议，其中 1 次半年培训，1 次年终总结，10 次月度培训。并制定了儿童福利督导员工作操作手册和引进《我是谁》
儿童纪念册主题活动工具书。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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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越西马拖社区能力发展项目

03

周   期：2018 年 9 月 1 日 -2020 年 8 月 31 日
项目地：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马拖村 / 大河村  
资助方：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 新西兰大使馆

项目通过为村民修建公共浴室，为村民提供卫生用品，培训村民卫生健康知识，动员村民积极参与项目活动，来培养村民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项目为村
民提供蔬菜和蛋鸡，培训使其掌握相关种养殖技术，并提高家长对儿童营养健康的意识。另外，项目在开展前期和后期分别对两个村子的学龄前儿童进行
体检，以便对比项目对孩子营养改善的情况。截止 2019 年 12 月，已经为 4 个一村一幼配备了第 3 批玩教具；浴室已经完成修建并且验收成功，投入使用；
2019 年 3 月为农户发放了鸡苗，2019 年 9 月为农户补发了鸡苗。菜种已经发放 3 次。该项目将惠及 400 户农户。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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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图片

晨间活动

爱佑之家学生俱乐部活动 - 剪指甲 - 逐渐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项目为村民们发放鸡苗

 布拖县牛角湾乡解放村“共享水资源”
项目修建的蓄水池

村民小组卫生疾病培训

学生俱乐部活动 - 学做玩具

阿特阿斯员工代表到项目的了解村民用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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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图片

晨间活动

儿童之家活动 - 创作《我是谁》 收获蔬菜

越西马拖社区能力发展项目协调员开展
妇女健康的培训

爱佑 - 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主
题活动

马拖社区能力发展项目－为村民们修建浴室

爱佑慈善基金会代表拜访项目地了解项目进展为村民送上礼物



我们的故事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稻谷收割后，田里到处都铺满稻草，村民们都忙着收拾自己家田里的稻谷。

      为了让我们幼儿班的孩子们了解四季农作物有什么不同，让他们体验做农活的辛苦，也为了让他们感受秋收的喜悦 , 我组织孩子们到村子外的稻田里去看一看。

     那是一个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的早晨，做完课间操，交代完需要注意的事项后，我带着孩子们排队出发。我们还邀请了一年级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参与我们这次的户

外活动。

     “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白云悠悠阳光柔柔，青山绿水一片锦绣 ......。”孩子们唱着欢快的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享受着迷人的景色！

       孩子们边走边看，对路边的事物感到很新奇！虽然他们都是农村的孩子，但这样的外出方式却还是第一次。

他们的脸上全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大家很开心，有秩序的跟着队伍。

前往稻田的路都是砂石路，我们老师担心孩子们会摔倒，前前后后的不停地提醒孩子们要注意脚下，小心摔倒。反倒是孩子们，对于这次活动目的地的好奇心让他们争

先恐后的走在大队伍的最前面。

        一路上，他们会指着路边还没有收割的水稻问“老师，那就是谷子吗？” 

     “ 老师，为什么这周围就只有这一块田的稻谷没有收割呢？”

     “老师，这个周末我还和我爸爸妈妈到田里去收过稻谷呢。”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而我则顺势指着稻田里的稻谷问他们“稻谷是什么颜色？” “黄色”。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

 当我们就来到了提前计划好的那块稻田的时候，田的这头正整整齐齐的站着稻草人，而另一头则是铺满了稻草。

我们组织孩子们一起去学捆稻草人。

       孩子们主动把一把一把的稻草递给我，有的孩子则自己捧起一抱稻草有模有样的捆了起来。但是他们的稻草人刚站起来就散倒了。但是他们不放弃，一次一次的

尝试，终于在稻草人站起来不倒的那一刻孩子们才开心的笑起来。

他们扯几丝野草，去寻找奇怪且好看的石头。有的孩子在到田里追逐，有的孩子在和稻草人玩游戏。看着他们开心的笑容，听着稻田上空飘荡的孩子们的笑声，我们

老师也跟着开心的笑了起来。

     “老师，我知道春夏秋冬的不同。”突然，小男孩跑到我跟前说。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是春天里我们就要播种，夏天的时候需要灌溉，到秋天才能收获很多谷子。”小男孩接着说道。

       这时候，孩子们全都围过来了，他们大家互相诉说着今天的感触。

    “春天我们还要播种玉米。”

    “冬天要种小麦。”

    “秋天田埂上的小草都枯了。”

    “老师，那些站着的稻草人肯定是在保护我们。”

     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孩子们在这次秋天的稻谷田里的室外课，玩耍中，快乐中学到很多知识。

稻谷田里的室外课  富宁县格当幼儿班  韦堂江老师 项目：云南省富宁县“一村一幼”项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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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

      曾经在一次县幼儿园实习的过程中，县幼儿园联合家长共同开展的 “防拐骗”演练最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会经常听到社会上发生孩子被拐的事件，而开展那次活动就是为

了提高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于是实习结束后，我回到幼儿班也组织了一次相关的活动。

     恰逢这段时间村委会来了一些外地的工作人员，在开展活动的前一天我去了村委会，跟他们说明此次我想针对幼儿班的孩子们组织一次“防拐骗”演练。由于村子里的人

小朋友们几乎都认识，所以希望村委会可以帮我向外来的工作人员说明，能否配合我开展这次活动。当他们得知我的目的后，都表示很支持我的做法。其中一位李先生就十分

爽快地答应我扮演这个“陌生人”的角色。

      第二天中午，趁孩子们吃午饭的时间我故意暂时离开，请后勤的阿姨帮忙照看。

在我离开之后，“陌生人”李先生手里拿着一些好吃的糖和好玩的玩具来到了幼儿班，按照昨天商量好的计划对孩子们进行“哄骗”。

当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就回到了幼儿班。 我发现：年纪稍大的孩子们都还是乖乖地坐着吃饭，看见他们没有被李先生 “哄骗”走，我的心里感到很欣慰；而那些年龄

较小孩子中的少数几个还是跟着李先生离开了。

      不大一会，被“骗”走的孩子们陆陆续续回来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跟着那个叔叔走？孩子们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说“因为叔叔给我们带来了好吃的糖和好玩的玩具，然后

他还说他家里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呢，于是我们都跟着他去了” 。

       我接着问他们“如果你们跟着的那个叔叔是“坏人”的话，你们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怎么办呢” ？

这时候孩子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低下头，攥着小手不说话了。

趁着散步的时间，我把孩子们聚在一起，告诉他们虽然今天叔叔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糖果和玩具，但因为大家都不认识他，所以不可以随便跟着陌生的人离开。万一这个陌生人

是“坏人”，那他们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找不到他们了。

“老师，我没有跟那个叔叔走，因为我猜着他有可能是坏人” 。有个小男孩站起来说。

“老师，他会骗人，把我卖了的” 。另一个孩子接着说道。

“老师，之前你跟我们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走的” 。一个小女孩说。

 “可是，有一次我在村委会里见过这个叔叔，所以他让我跟他走的时候我就跟着离开了” 。有个年纪小点的孩子说。

听着他们的回答，我感到欣慰的是之前在幼儿班给孩子们讲的有关“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的知识，大多数的孩子已经记住了。但对于年纪较小的孩子来说，他们还认识不到

存在的危险，并没有建立起自我保护的意识。而这次的演练，则进一步加强了他们防拐骗的自我保护机制。

      结合这次的“防拐骗”演练，我在下午上课的时候再次给孩子们进行了有关的安全教育。我还把刚才跟着李先生离开的几个孩子们集在一起特别强调了跟着陌生人走会带

来的隐患。

然后，我问幼儿班里最小的孩子说“如果遇到陌生人要你跟他走，你该怎么办” 。

他回答我说“我不跟他走，我会告诉他说老师说了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 。

“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喔，记住了吗” ？我转过身来当着全班的孩子问。

“记…住…了…”。孩子们齐声回答我。

虽然李先生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被孩子们当成“坏叔叔”，但是这次的活动让孩子们提高了自我保护的意识，我想“坏叔叔”李先生也会感到欣慰吧。

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喔 西盟县班母 2 幼儿班  娜目吕老师 项目：西盟小太阳幼儿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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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

      农村由于经济发展缓慢，教育资源有限，更多的幼儿教育较城里的幼儿园相比要落后许多。为了能够帮助更

多的 3-6 岁儿童上幼儿班，提供给他们优质的幼儿教育，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协助澜沧县教育局于 2019 在普

洱市澜沧县开展了“小太阳幼儿班”项目。

经过前期的基线调察、教师培训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后，2019 年 11 月澜沧县 5 个幼儿班顺利开班，覆盖幼

儿 196 名。

想到孩子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有老师带着他们一起唱歌、跳舞、玩游戏，我满心欢喜。那些工作中的无数困扰，

也随之烟消云散，我知道自己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都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幼儿家长想要下个学期才把孩子送到幼儿班，我跟当地村委会协商，请他们把村民们召集到幼儿班所在

的校点，由我再给他们讲一下澜沧县“小太阳幼儿班”项目的宗旨是什么，我们是想让孩子们能够上像城里一

样的幼儿园，告诉他们把适龄的孩子送到幼儿班是很重要的，能增加孩子们的阅历，孩子们还可以在幼儿班接

触到很多之前没接触到的知识，尽可能的再动员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幼儿班。

幼儿班校点没有厨房设备，我便到幼儿班所属的中心校多次与校长协商解决配备厨房设备的问题。

问题，总是会有办法来解决的。我们项目上的老师们也在努力地默默付出。相对于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在幼儿班

里度过愉快的幼儿时光，我们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显得不是什么大事。

      每次到幼儿班去实地督导工作，午睡时间看到我们的老师端着小凳子给孩子们讲睡前故事，故事讲完后让孩

子们闭上他们的小眼睛，待孩子全部睡着了我们的老师还在守着给他们盖被子。来到幼儿班，孩子们学会了排

队讲秩序，饭前饭后洗手，养成了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孩子们的改变，是最让我欣慰的地方。

      课堂上活跃的气氛，操场上自由玩耍嬉戏的身影，还有孩子们脸上久久都没有散去的笑容。我知道自己接下

来需要做的是把我们澜沧县“小太阳幼儿班”项目支持的 5 个幼儿班的工作继续做好，得到认可，从而获得更

多人的关注。

      2020 年是新的一年，我有一个大大的愿望！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澜沧县“小太阳幼儿班”项目覆盖越来越多的幼儿班，让更多的孩子拥有精彩的

童年，对生活充满希望。最终走出大山，拥抱美好未来。

我的愿望，你们的未来  普洱市澜沧县小太阳幼儿班项目 项目经理 杨绍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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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坚信，

自己心里有光，才能让光明流动出来。

他们深知，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会因为他们付出的有限的关爱，而得到了无限的希望。

积沙成塔 , 集腋成裘，

他们的爱，温暖了无数个孩子和家庭。

    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布拖县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覆盖了当地五个片区 103 个幼儿班的 4632 名幼儿，项目是长期深入社区的公益项目。项目扎

根社区 , 通过对贫困地区儿童早期教育的干预 , 解放社区妇女劳动力 , 从而缩小贫富地区的差距。

2019 年 9 月，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布托县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获得复旦大学的爱心资金捐赠。针对项目的实际情况，我们在与联补乡中心校吉

斯校长和色吾副校长商量后，决定给海俄村幼教点配备一个户外大型玩具——滑梯。同时，为了项目更好的发展，更深入地了解幼儿家庭生活情况，

决定对布拖县未来希望幼儿班五个片区的 200 户特殊或贫困幼儿家庭进行入户拜访。

     我们项目人员在购买滑梯时，商家得知购买原由后，还赠送了人工草坪给我们的幼儿班。滑梯购买回来，我们立即安排人员在联补乡海俄村幼

教点户外活动场所铺设人工草坪、安装滑梯。

在获得复旦大学的爱心资助、及商家老板的热心赠送后，幼儿班的孩子们不仅能够在新配置的滑梯上玩耍，还能在草坪上释放他们纯真的天性。

     入户拜访过程中，我们给特殊、贫困幼儿家庭带去菜籽油、面条、面包等生活所需用品，与他们交谈了解他们家庭的基本情况、人员收入、孩

子日常营养健康、家庭困难等一系列相关情况。同时，我们详细记录入户调查登记的信息，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能够有针对性的对留守儿童、孤儿、

单亲家庭给予帮助。

      帮助山区儿童，是各界爱心人士传递爱的过程。他们的努力，让山区的孩子们，能够获得希望与更多的关爱。

      感谢你们的爱心帮助，让更多未来希望幼儿班孩子及他们的家庭，因为你们的奉献变得更好。

   

用你们的爱心，改变他们的世界 布拖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项目经理 阿都日色

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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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们 “说”

幼儿班教室门口的“自然体验基地”，是纪老师和孩子们
一起用食用油桶改装后种植的辣椒，“我们播种、浇水、
施肥、捉虫，看作它一天天长大”。希望幼儿班就如这油
桶栽辣椒，生长不在意瓦盆，有了泥土和阳光就一样茁壮！

期待再次对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的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进
行跟踪探访，尤其是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在湖北黄冈市蕲
春的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秉承着公司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希望通过这样的帮扶，培
养孩子们互相协作的能力，养成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为
他们未来进入小学教育做好准备，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通过对幼儿班玩教具的资助，现在孩子从以前的可能在学
校里只能玩橡皮筋、打纸牌，到现在他们可以有更丰富的
一些玩教具来进行教学活动。我们希望可以利用这些玩教
具来组织小型的运动会，然后邀请家长来幼儿园与孩子一
起参加活动，进一步加强孩子与父母的亲近感。

孩子们来到幼儿班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普通话得到提高，
一些行为习惯、礼貌用语、还有社交能力都比较好。对于
家长，他们很喜欢幼儿园，每天按时接送孩子上学。幼儿
园的开办，改变了家长对孩子们的教育方式，家长与家长
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变多了。还有我们的老师都不是专业学
校毕业的，他们的进步很大，能歌善舞，把幼儿班的孩子
们带的越来越熟练。

BDA 上海董事总经理萧寅康表示：“我们很高兴与互济基
金会合作，为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家庭提供优质的学前教育。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来自全球各个办公室的员工积极为此项
公益项目筹款。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为弱势群体学前教育
提供支持，为回馈社会尽一份微薄之力。”

互济项目团队在越西项目点深耕一线，在当地培养出一批
优秀的一线儿童社会工作服务者，为数百名困境儿童提供
持续的个性化服务与关怀，帮助困境儿童摆脱困境，实现
潜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布拖县牛角湾乡社区发展能力项目的实施，以“授人以渔”
的目的，为布拖县的精准扶贫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布拖
县的脱贫攻坚工作任重道远，希望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和
阿特拉斯·科普柯公司一如既往地无私援助和帮扶。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精瑞人居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陈江根 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总监  赵隽艳

爱佑慈善基金会 爱佑安生项目经理 邱莹

布拖县水利局给互济的感谢信节选

布拖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经理  黄敏

班母村小学校长 肖文贵

毕德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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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以前习惯了说彝语，进了幼儿班之后改变很
大，会在大门口用普通话跟我们说老师早上好，普
通话渐渐地学会了很多。

爸爸妈妈每天都会送我来上学，在幼儿班里我很开心，
因为有很多的小朋友。我学到了画画、唱歌、跳舞，我
在学校里最喜欢画画。

在幼儿班里，老师教我们唱歌跳舞，还教我们玩游戏。
老师会教我们画苹果、画爱心，带着我们睡觉。我最喜
欢读书，还喜欢老师。我会画气球，还会跳舞。

孩子送到幼儿园老师教他们很多知识，回家会做家务，
以后他们去镇上上小学就不用担心太多了，他们也有了
一定的基础。

孩子梦以前一点都不会说普通话，现在已经很熟练。
家长们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孩子来到幼儿班以后
有了很大的改变，行为习惯、礼貌用语及社交能力
都特别好。在幼儿班，孩子们学会了唱歌、跳舞、
画画，还会跟自己的小伙伴一起玩，自己的卫生习
惯也改变很大，会穿干净的衣服，会自己刷牙。我
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幼儿班里健健康康的学习。

我希望他以后能做一名老师，做一名农村里的老师
教村子里的孩子，来回报社会。

班帅幼儿班老师

幼儿班孩子家长幼儿班孩子家长

班母幼儿班孩子

火洛觉幼儿班老师

他（她）们 “说”

班母幼儿班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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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拖未来希望幼儿班启动
 

2018.01.01

湖北蕲春乡村幼儿班启动 西盟小太阳幼儿班启动

凉山越西县彝族社区发展项目启动 布拖捐赠爱心物品项目启动（已完成）

2018.09.01

凉山布拖县地洛乡共享水资源社区 综合
发展项目启动

2018.04.01

云南富宁”一村一幼”幼儿班启动
西盟”澳门狮爱”幼儿班启动

2018.08.01

西盟澳门狮爱幼儿班启动
爱佑安生 - 困境儿 童救助和保护越西 

县督导项目启动
云南富宁小太阳幼儿班启动

2018.01.01 2018.07.01 2018.08.01 2018.11.012017.11.01

2018.12.18

2018.12.25

精瑞成长计划资助湖北蕲春“乡村”
幼儿班设备项目启动（已完成）

2017-2018项目开展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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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西县农村社区卫生改善项目启动
( 已完成）

2019.01.05

凉山布拖县牛角湾乡“共享水资源”社
区综合发展项目启动（已完成）

精瑞成长计划资助布拖未来”幼
儿班设备项目启动（已完成）

普洱 BDA “未来希望幼儿班”
项目启动

云南西盟丁格列村“儿童快乐家园”
项目启动

2019.09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云南贫困幼儿助
学金项目启动

2019.03.15

普洱上海浦发基金会“未来希望幼儿班”
项目启动

2019.09

普洱百特“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启动 澜沧“小太阳”幼儿班”项目启动

2019.02.18 2019.04.12 2019.09 2019.112019.01.01

2019.12

云南富宁“小星光”幼儿班启动

2019项目开展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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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8 日，上海互济公益基金
会理事长 - 赵跃生先生、两位副秘书长 -
霍思瑞及刘颖女士专程赶赴上海祥源珠宝
首饰有限公司，亲手将捐赠证书授予孙董
事长，以表彰该公司于 2018 年底向我基
金会捐赠善款支持慈善事业。

2019 年 5 月 16 日，未来希望幼儿班项
目获得毕德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的
资助。

2019 年 3 月 25 日，上海互济基金会副
秘书长刘颖女士专程拜访创斯达科技集团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将捐赠证书赠予
公司总裁陈先生， 以表感谢。

2019 年 5 月 20 日，REED 资助方和浦东
发展基金会参观布拖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2019 年 5 月 29 日，阿特拉斯·科普柯（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员工参观牛角湾乡“共
享水资源”项目。

2019 年 5 月 16 日，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拜访湖北蕲春乡村幼儿班项目。

2019 年 5 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
研究所对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进行了评估。

2019
其他
活动

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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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30 日，浦发爱心献西盟 —
上海浦发公益基金会拜访云南西盟未来
希望幼儿班项目。

2019 年 8 月 20 日，爱佑慈善基金会代
表拜访了爱佑安生 - 越西县困境儿童救
助和保护项目。

 2019 年 10 月 27-28 日，百般呵护 特
别有你 - 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拜
访云南西盟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2019 年 11 月 9 日阿特拉斯·科普柯公
司员工代表拜访布拖县牛角湾项目地。

2019 年 12 月英特体育发展（深圳）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为布拖县衣作老哈乡
幼儿班的 41 名孩子送来的校服。

2019 年 11 月 18 日，四川省电视台主持
人李丹女士和好搭档俱乐部、嘉城腾宇科
技有限公司的员工们来到布拖县，为上海
互济公益基金会未来希望幼儿班的孩子们
送去了棉鞋、棉被，及其它的御寒物资。

2019 年 11 月 7 日精瑞人居发展基金会
探访凉山布拖县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2019 年 10 月 25 日，大地幼教机构捐赠
的 23 套“大地”园服抵达了我们谷桃幼
儿班。

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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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合作伙伴

乡村儿童早期发展教育基金

爱佑慈善基金会

东方证券心得益彰公益基金会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黄奕聪慈善基金会 三一基金会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重庆市慈善总会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北京精瑞人居发展基金会 上海浦发公益基金会

基
金
会

爱得基金会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诚泰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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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科普柯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新七天电子商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毕德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新西兰大使馆

人大人科创
上海祥源

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中国·西部
精英融汇首席平台

澳门狮子会

公
司
／
机
构

我们的合作伙伴

大华银行

四川嘉城腾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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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

初始注册资本

2019 年捐赠收入

2019 年财务支出

全职员工项目200 万人民币

9,832,754.77

10,704,902.68

27 名25 个

基金会捐赠收入 8,524,329.13

公司捐赠收入 1,236,965.97 

其他捐赠收入 71,459.67

限定性捐赠收入 9,682,754.77

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150,000
社区发展项目 : 3,983,813.32
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  5,506,271.23

1,000,000.00

2,000,000.00

3,000,000.00

4,000,000.00

5,000,000.00

6,000,000.00

7,000,000.00

8,000,000.00

9,000,000.00

10,000,000.00

0.00

 9,490,087.5
捐赠项目成本

948,403.61
 管理费用

 260,428.32
其他业务成本

 5,983.2
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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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

官方网站：www.hujifoundation.org.cn
邮箱：info@hujifoundation.org.cn

上海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苏虹路 29 号虹桥天地
三号楼东楼五层 511
电话：021-62967797

www.hujifoundation.org.cn

微信公众号 官 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