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火教育慈善基金工作总结 

2015-2016 学年 

 
“星火教育慈善基金”（简称星火基金）是一个在美国湖南同乡会架构下独立

运作的 501(c)(3)非盈利性组织。旨在成为帮助中国贫困儿童完成学业的教育资助

桥梁和海内外热心人士奉献点滴爱心的助学平台。现有 27位美国义工和 21位中国

义工。 

 

在 2015-2016学年，星火基金扩大了“一对一”形式的星火助学计划，持续了

以改善学习环境为目的的春晚募捐项目，并且积极筹备了为加强中美星火学生互动

的“心手相连”夏令营。同时，星火基金联络发展了在中国境内的慈善合作伙伴。

具体工作汇报如下： 

 

一、星火助学计划 
 

星火助学计划是星火基金的最主要的慈善项目之一。助学活动采取一对一全心

资助读书的形式，由一个资助人（或一个家庭）帮助一个学童，通过星火义工的桥

梁作用，达到对受资助学生的物质精神双关心。个别特困学生视具体情况还给予资

助部分生活费用。 

 

助学活动从 2014-2015学年开始正式启动，通过湖南同乡会、星火基金全体义

工的努力，2015-2016 本年度助学工作业已顺利完成，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受资助学生人数：74 人。其中今年 6 月参加高考人数：4 人，达到录取分

数人数:  4 人，被大学大专院校录取人数:  4 人。(明年 6 月预计 18 人参加高考。) 

 

       助学对象: 

       1.学生家庭年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者。 

       2.孤儿、或因父母离异造成家庭生活贫困者。 

       3.父母一方因病重或残疾失去工作能力者。 

       4.家有急难而适有资助人（无直接亲属关系）之对象可酌情考虑。 

 

       资助标准： 

       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美元金额将按汇率适时调整。 

       以下美元暂按照 1：6计算。 

       1.小学生一学年 600 RMB （100 USD）                                                                                                                                                                                                                                                                                                                                                                   

       2.初中生一学年 800 RMB （133 USD） 

       3.高中生一学年 2000-2400 RMB（333-400 USD） 

       4.大学生一次性 2500 RMB （417 USD）  

 



     二、资助者人数：58 人（家庭、公司、团体）。资助人为学生者：11 人。 

 

        三、资助款金额：18,360 美元 （包括对湖南益阳桂文彬同学的$800 捐款）。     
 

        四、地区：学生分布于中国 4 省 6 县（市）。 

 

    湖南省桃源县：  17 位学生 

  湖南省古丈县：         7 位学生 

  湖南省益阳市：  20 位学生 

  甘肃省民乐县：  19 位学生 

  海南省文昌市：  10 位学生 

        四川德阳市             1    位学生 

        总计：                74    位学生 

 
                   

         五、助学运作程序   

                  

       1.由中国义工做贫困学生访查，提供文字及照片说明。 

        2.将贫困访查表发到星火教育慈善基金。 

        3.审核是否符合我们的资助标准。 

        4.如符合，工作组义工填写审批表，提出资助款金额，由助学协调人审核 

          批准。 

        5.经审核批准后，助学协调人给予新学生 ID号，更新工作表。 

        6.寻找资助人。 

        7.确定资助人后，工作组义工负责跟进资助人登记表填写、收取资助 

          款。 

        8.工作组义工填写《资助人情况介绍表》，将介绍表和新学生欢迎信发 

          给中国义工，中国义工负责将欢迎信转给学生。 

        9.资助款汇往助学点，由助学点义工分秋、春两季发放给学生。 

        10.受资助学生收到资助款后，在星火基金义工的指导下填写《学生反 

           馈表》，内含：成绩、班主任意见，义工意见、学生写给资助人的 

                      简信。高中以上学生争取每年给资助人写一封信，介绍自己的学 

                      习、生活情况。      

             11.下学年收款时向资助人提供：1）收款通知；                                                                                

                                     2）上学年的学生反馈表（两份）；                                                                               

                                     3）高中学生来信。 

 

    所有的运作均严格按照要求进行，资助款完全用于学生的助学需要；反馈资料

清晰， 使资助人知道善款的使用情况，增加星火基金的诚信度。 

    

 



    六、建立星火教育慈善基金、资助人与受资助学生之间的联系。 

 

         1.今年春节前，星火基金以资助人的名义向每一名学生发送新年贺卡贺 

           年信，随贺卡送上了资助人给孩子的关爱与祝福；给每一位资助人       

           发送了新年贺卡，感谢他们给予孩子们的帮助、给予星火基金的支 

           持。           

         2.义工们给小、初、高中的学生发鼓励信，向他们介绍资助人的情况、 

           表达星火基金的问候。 

         3.组织资助人与学生通信，已经有多名资助人与学生建立通信交流；此 

           项工作仍在继续中。 

                  4.本学年共有 4名高三学生参加高考，他们均收到资助人或星火基金义 

           工寄出的鼓励信。义工们还以过来人的身份，向学生们传授学习、高 

           考的经验。 

         5.义工回访： 

           1）美国义工： 黄卓娅，胡毅在本学年回国办事或探亲期间，专程安 

              排时间去看望受资助的学生。黄卓娅在春节期间看望在海南受资 

              助的学生，与当地义工,受资助学生和学生家长一起开展座谈会, 

              建立互动良好关系。胡毅则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一起去益阳贫困地 

              区看望受资助的学生，两个孩子感触也非常深。 

            2）国内义工：目前国内义工与受资助学生们通过多种方式与受资助 

               学生及学生家人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很多义工们在一线默默付 

               出，感动人心，也真心感谢在一线义工们的无私付出。其中，益 

               阳组的刘华非常用心，花很多心思和精力照顾关心小朋友们，自 

               去年 11月以来，义工看望孤儿小姐妹袁红艳，袁思言/陪同做饭/    

               吃饭感恩节送书等互动活动，元旦节陪同留守儿童，过年给孤儿  

               郭龙，袁红艳，袁思言等送红包，元宵节带孩子们做汤圆，买书 

               报等，共计 10余次（不包括送贺卡，助学金的安排）。 非常感     

               谢刘华的用心付出。 

 

     除了在经济上资助需要帮助的孩子完成学业外，星火基金助学活动更希望让

他们在精神上有所收获。通过资助活动，使他们懂得珍惜，懂得努力，在今后的一

生中，保持一种积极的、正面的人生观。 

 

         七、义工队伍的配备。 

                目前助学活动共有七个工作组，每组由多名义工配合协助，具体分工如

下： 

 

协调人：胡   毅    yhu33@yahoo.com 

        黄卓娅   cheukawong@gmail.com 

                贺   琼    june.styluti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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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卡制作、宣传   

                李克恭，李艳霞夫妇   like0516@gmail.com                

                史云青   Yunqing224@yahoo.com 

         

中国工作协调及信件中转： 

                朱    虹   563780258@qq.com  

    黄文晖   jyysb@sohu.com 

 

湖南： 

桃源组：陈太荣   CTR_826@163.com 

                李锡刚   hntsxl@sina.com 

                陈   环    451150400@qq.com 

                翦凝秀   767581140@.qq.com 

                刘佑君   leoliu1125@gmail.com 

                曾    晞   dog796@yahoo.com 

                唐梦伊   Tang.JenniferM@yahoo.com 

                周苗壮   Forever0322@hotmail.com 

 

古丈组：尚冬冰   sdb520@163.com 

                尚光菊   juzi1919@163.com 

                彭天培   271615857@qq.com 

                温红远   Hongwen1998@hotmail.com 

                贺    琼   june.stylution@gmail.com 

 

益阳组：朱    虹   563780258@qq.com  

                刘    华   495860650@qq.com 

                刘星红   liuxinghong@126.COM 

                刘景科   327425785@qq.com 

     谭    阳   353219404@qq.com 

                朱    强   Qiang.zhu3@gmail.com 

                高    艳   ygao1998@yahoo.com 

                谢璐翾   momocobs@gmail.com 

                崔    朗   langer1005@gmail.com 

    胡    毅   yhu33@yahoo.com 

 

甘肃： 

民乐组：马国良   mgl232323@126.com    

                黄文晖   jyysb@sohu.com             

                项    星   claire_xinger@hotmail.com 

                王长途   changtuw@hotmail.com 

                梅    鑫   cindymei0718@gmail.com 

                刘    卓   Vincent_60secs@hotmai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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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文昌组：周   辉    2646121258@qq.com 

                周经铎   2646121258@qq.com 

                黄文晖   jyysb@sohu.com 

                钟   卫    wz7080@gmail.com   

                黄卓娅   cheukawong@gmail.com 

 

四川： 

德阳组：黄文晖   jyysb@sohu.com 

                黄卓娅   cheukawong@gmail.com 

 

         中美双方的义工们通过 Email、电话、微信等方式保持联系。中国的义工也在

微信上建群，通过微信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感恩节、春节刘立军会长分别给工作

在中、美两地的义工们发感谢信、新年贺卡，感谢他们的付出与工作。 

 

二、春晚募捐项目 

 

利用圣地亚哥湖南同乡会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而产生的资金结余来资助一个或

多个慈善项目，这已经成为湖南同乡会和星火基金共同努力的保留项目。 

 

从 2014 年开始，以改善学习环境和更新教室设施为目的，为湖南省桃源县架

桥镇马路小学捐赠了 3700 美元，更换了全新的课桌椅。2015 年春节晚会上，本着

关爱弱势群体的精神，“陪你一起成长”活动募捐$1715 ，为湖南省桃源县架桥镇

基隆小学 159 位留守儿童及 56 位学生准备了书包和文具，传递了海内外的爱心。 

 

在 2016 年春晚，为了建设美丽幼儿园，大家一起努力募集了￥12830 （～

$2138 美元），以帮助湖南省湘西古丈县断龙山乡梅塔小学添置一批幼儿教学用品

及玩具。现在星火义工尚冬冰正在跟踪购买进展，并将于 9 月开学之际完成捐赠。 

 

2016 春晚负责人: 

         孙    焱   caroline.suny@gmail.com 

         高    艳   ygao1998@yahoo.com 

         胡    毅   yhu33@yahoo.com 

 

三、“心手相连”夏令营 

 

经过 2015 年的筹划和 2016 年的落实，星火基金第一届“心手相连”夏令营将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至 7 月 24 日在湖南省益阳市进行。我们希望通过主题情景及团

队学习和游戏，促进中美文化间的交流，特别是星火助学计划内的中美学生之间的

互动。帮助我们的年轻一代进一步提高中英文语言的表达理解能力，深化友爱团结

合作的精神，培养自立自强自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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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星火义工一道（名单如下），众多星火资助者和星火助学计划受资助学生也

踊跃参与了夏令营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如设计营服，提供讲座等。目前预计将有

15 位星火资助者（本人学生或子弟）和星火学生参与夏令营活动。另有 5 位星火

义工将全程负责夏令营的运行和管理。更多情况将在正式报告中阐述。 

 

夏令营总协调人： 

                朱    虹   563780258@qq.com  

    胡   毅    yhu33@yahoo.com 

 

夏令营辅导员： 

                刘    华   495860650@qq.com 

                刘星红   liuxinghong@126.COM 

     谭    阳   353219404@qq.com 

                李    梁   liangli_us@yahoo.com 

     Jennifer Tang Tang.JenniferM@yahoo.com 

 
 

四、中国合作伙伴 

 

在寻求电汇 2015-2016 学年善款渠道的同时，星火基金联络了在中国境内的慈

善机构，最终与湖南省益阳市教育基金会（中国非营利性慈善组织）达成了合作伙

伴关系。 

 

星火基金以委托形式，在益阳市教育基金会开设独立账号（管理费￥1000/

年），由益阳教育基金会提供监督和协作，专款专用，经过星火义工的具体操作，

安全有效地将星火基金的各类善款从美国送到了中国的受资助学生、学校和项目负

责义工手中。 

 

五、财务状况 

 

星火基金在 2015-2016 学年共收到星火助学款$18360（含$800 对益阳桂文彬

同学的特别资助费），春晚梅塔小学募捐$2138.34 。“心手相连”夏令营第一笔费用

$3500。 星火基金在本学年汇出星火助学款$18456， 梅塔小学$2217.70，夏令营

$3500，益阳教育基金$162.24，各类手续费$262.89。 

 

星火基金财务管理人： 

                刘    扬   ivyliuyang@gmail.com 

                刘立军   lijunliu2005@gmail.com 

 

经过又一年的努力和实践，星火义工们已基本掌握和熟悉了各项工作，建立起

了各项信息资料的反馈制度，帮助了更多的中国贫困学生和学校，带动了更多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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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投身于教育慈善事业，扩大了星火教育慈善基金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作为一个年

轻的基金，我们仍然要努力完善自身的制度建设，扎实、稳妥地做好各项工作；以

此为基础，从点点滴滴做起，尽微薄之力，坚持弘扬慈善之理念，为我们的社会和

新生一代做出更大的贡献。 

 

 

                                                                           星火教育慈善基金助学组       

                                                                           2016 年 9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