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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网知行书屋项目
直接受益人次超 23万

近日， 由广州市海珠区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与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
务中心合作开展， 好公益平
台支持的“如何提高乡村及
流动儿童的阅读品质” 媒体
沙龙在北京举行。 一线教育
部门代表、 儿童教育领域的
研究者、社会组织代表、志愿
者代表与 20 余家媒体记者
通过线上及线下的形式开展
交流和对话， 探讨社会组织
在提高乡村及流动儿童阅读
品质方面的有效工作经验和
成效。

满天星公益项目总监黄
凤平认为， 在乡村学校，教
师是学生阅读的“重要引导
人”。 乡村教师面临的主要
挑战是缺乏阅读带领和图
书馆运营经验，阅读活动形
式单一且缺乏趣味，难以激

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满天星
公益通过教师赋能发展计
划， 先从认知层面让乡村教
师理解并认同阅读的价值，
再从技能知识层面提升教师
的阅读支持能力， 通过教师
有效地支持儿童阅读。

满天星公益经过多年
探索，已在广东及贵州建立
了 6 个县域阅读推广联盟，
建设了 119 所公益图书馆、
16 个流动书箱书库、 派发

“星囊包” 数量达 11 万个，
惠 及 儿 童 和 教 师 93.5 万
名。 满天星公益通过为条件
适合的乡村小学校建立公
益图书馆， 打造阅读环境、
培养阅读教师、开展教研交
流、 创建县本阅读课程，激
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最终
构建当地自主运转的阅读
循环圈。 （张明敏 ）

满天星
聚焦儿童阅读品质提升

百威中国
“送教下乡”8年培训乡村教师近 9000人

近日，百威中国“烛光点亮
梦想———送教下乡”心灵小屋捐
赠仪式及乡村小学教师培训开
营仪式举行，活动设置上海和梅
州两地会场，通过线上连线方式
举办。

百威亚太首席人事官钱红
孙围绕百威的宗旨和梦想，表
达了公司对促进社会公益和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无论过去、现在，
还是未来， 每一位百威人都将
为点亮老师、 孩子们心中的梦
想不遗余力， 为中国更美好的
未来助力。 ”

百威中国华南事业部总裁
刘竹西则期待华南事业部持续
深化与广东青基会的合作，也期
待更多的经销商加入到百威希
望小学公益项目中。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
望小学部部长顾蒸蒸对“烛光点
亮梦想”项目进行了回顾，介绍
了项目开展的新方式，并向受训
教师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在梅州会场，百威经销商代
表及百威华南事业部团队代表
百威中国为本次培训进行捐赠，
共青团梅州市委员会副书记陈
宁代表接受捐赠。 本次百威梅州

“送教下乡”活动，百威共计捐赠
20 万元， 其中 15 万元将用于教
师培训，预计覆盖 100-200 名当
地教师；5 万元将用于当地三所
心灵小屋修建，打造欠发达地区
学校的心灵港湾。

随后，上海分会场启动线上
开班仪式，顾蒸蒸及百威亚太学
习与发展总监杨海云共同拉开

“开班卷轴”，宣布正式启动本次
乡村教师培训。

自 2014 年起，百威携手经
销商伙伴、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启动“送教下乡”活动，这
一项目已经走过了 8 年时光。 8
年间，百威“送教下乡”项目总
计投入资金约 220 万元， 受惠
教师培训高达 8865 人，培训在
为其带来专业知识的迅速成长
的同时，使其掌握更加先进、符

合学生成长的规律的教学方法
和教学理念。

早在 2010 年， 百威中国已
承诺在兴建酿酒厂的每个城
市，均捐建一所希望爱心小学。
截至 2022 年 7 月，12 年间百威
中国在全国已捐建希望小学 28
所，共惠及近万名师生。 今年，
百威中国还开展了大手牵小手
趣味运动会、 巫溪学校净水节
水改造、“悦” 读润泽成长等诸
多项目，全方面支持学生成长。
目前， 百威中国已累计向希望
小学及教育相关项目投资 4400
万余元。

秉持“敢梦敢创， 未来共喝
彩”的宗旨，百威中国致力创造
一个能让所有人庆祝和分享的
未来。 除教育事业外，百威中国
在倡导明智饮酒、助力社区繁荣
和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努力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 百威中
国表示未来将继续携手多方，践
行企业社会责任，共建一个人人
喝彩的未来。 （高文兴）

近日，以“书香润童心，奋
进新征程”为主题的《2022 年乡
村小学阅读状况调查报告》网
络发布会举行。 本次发布会由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与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 旨在分
享“南网知行书屋”项目成果并
号召社会各界关注乡村小学阅
读质量。

据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南网知行书屋”
成立之前，邀请当地教育部门和
学校师生进行深入调研和交流，
发现受益于社会各界捐助，欠发
达地区学校基本都配有图书室，
并不缺少书籍，但是缺少真正符
合小学生阅读兴趣的书籍。 同
时， 由于软硬件环境不够友好，
传统的图书室对孩子们缺乏吸
引力，使用率偏低。 另外，寄宿制
乡村小学中， 学生课余时间较
多，但业余活动较少。

“南网知行书屋”不仅专门
研究选定了适合小学生阅读的
书目，而且每一间书屋都设置阅
读区、阅读分享舞台、益智活动
区等模块，还专门订制有具备远
程教学、同步课堂等功能的多媒
体教学系统，同时还组织多种活
动，激发孩子们的读书热情和学
习动力。

据统计，现有“南网知行书
屋” 平均每周使用时间超过 20
个课时，书屋的使用频率、欢迎
热度持续攀升。 书屋的实用性和
创新性得到了地方教育部门的

高度评价。
2021 年，为更好地服务乡村

教育振兴，南方电网公司与中国
乡村发展基金会共同设立了“南
网知行教育发展基金”。 而之所
以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成
立该基金，一方面看重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在乡村教育方面的
专业性，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管
理和监督资金的合理使用。

只有充分了解乡村儿童阅
读现状，才能更好地推进乡村儿
童阅读事业。 南方电网公司、中
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国新
闻出版研究院， 通过覆盖全国
26 万余个有效样本的调查，最
终完成了《2022 年我国乡村小
学阅读状况调查报告》。 报告指
出，要构建书香校园“大阅读体
系”，持续深化家校合作，推动创
建良好的家庭阅读环境，并充分
发挥社会组织力量，助力乡村儿
童阅读高质量发展。

预计到 2022 年年底，南网知
行书屋项目将有 259 间“南网知
行书屋” 陆续建好并投入使用，
覆盖 42 个县（市、区），累计将配
置近百万册优质图书，直接受益
人数超 23 万人次， 明年将按计
划完成整个项目的建设与设施
配套任务。

本次发布会上，“南网知行
书屋”项目校的师生与当地的教
育局领导也以视频的形式分享
了书屋建设给乡村儿童阅读带
来的提升并对南方电网的公益
善举表示感谢。 通过书屋的建
设， 乡村孩子们的阅读环境和
阅读资源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通过“乡村教师领读人计划”、
建立乡村教师阅读俱乐部、开
展乡村教师阅读课程等活动，
项目增强了老师对学生的阅读
指导能力， 实现了课外阅读与
课堂学习的有机结合，让教学活
动更加丰富、有趣。 （徐辉）

近日， 由中国乡村发展
基金会（原中国扶贫基金会）
和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在
贵州省绥阳县、 江西省婺源
县、 江苏省宿迁市携手共建
的 30 个儿童早期发展活动
中心挂牌，进入试运行。 这标
志着双方合作开展的慧育希
望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成果初
现，同时为当地农村地区 0-
3 岁婴幼儿送上了最好的节
日成长礼物。

儿童是国家的希望、民
族的未来。 儿童发展是乡村
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
农村儿童的全面发展， 就不
可能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做好乡村儿童事业， 关系到
乡村人才队伍的成长、 产业
振兴、农村富裕和农民幸福，
以及国家乡村全面振兴战略
目标的实现。 为帮助更多的
农村婴幼儿实现发展潜能，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北京
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联合开展
的慧育希望儿童早期发展项
目， 是在农村欠发达地区进
行的探索和实践。

0-3 岁是儿童早期成长
发展的关键时期， 儿童早期
发展投资回报高。 目前我国
儿童早期成长发展服务存在
明显的城乡差异， 相较于城
市儿童， 超过 80%的农村儿
童没有接受过早期养育指导
服务。

慧育希望儿童早期发展
项目，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等国家战略，以“高等院校
提供的技术和教材”为支撑，
以“本土养育师”为抓手，以

“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为
平台， 以多部门联动机制为
保障， 为 0-3 岁婴幼儿及其
家长提供专业科学的早期发
展服务， 不断探索干预服务
的有效途径， 为政府政策落
地提供参考。

为助力乡村振兴， 帮助
更多农村欠发达地区婴幼儿
提升发展潜能， 促进婴幼儿
在认知、语言、运动和社会情
感方面的综合发展， 北京陈
江和公益基金会与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在今年已签署合
作协议。 双方计划在欠发达
农村地区打造 85 个儿童早
期发展活动中心， 助力婴幼
儿综合发展。

目前， 国内从事服务农
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
社会组织有 10 余家。 如何动
员和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
与到乡村儿童早期发展事业
中来， 共同为农村地区 0-3
岁婴幼儿发声， 助力更多的
乡村孩子健康成长， 成为众
多社会组织的普遍共识。

2022 年 9 月，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联合阿里巴巴
公益、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
会联合主办乡村儿童发展
论坛，邀请国务院妇儿工委
办公室、国家乡村振兴局社
会帮扶司、民政部儿童福利
司等相关负责人以及专家
学者、公益机构等参与。 在
论坛上，各社会组织就如何
关心和支持乡村儿童事业
达成共识，就如何提升服务
水平和能力建设进行了经
验交流。 （李庆 ）

慧育希望儿童早期发展项目
首批 30个中心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