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火教育慈善基金 2019 年度工作总结 

 

“星火教育慈善基金”（简称星火基金，sparkfoundation.us）是一个在美国

湖南同乡会（501(c)(3)非营利性组织）架构下独立运作，旨在成为帮助中国贫困

学生完成学业而提供教育资助和精神鼓励的桥梁，成为帮助海内外热心人士奉献点

滴爱心而共建助学互动的平台。 

 

星火基金在 2019 年的主要工作将分为“教育慈善项目”及“自我建设”两部

分总结。 

 

一、教育慈善项目 

 

星火基金在 2019 年开展的教育慈善项目主要有：“星火助学”计划，“春晚

募捐”项目，“心手相连”夏令营，“李徐葉梅奖助学金”及“云南中途之家”项

目”。 

 

1、“星火助学”计划 

 

“星火助学”是星火基金的主要教育慈善项目之一，采取一对一的形式：一个

热心的资助人（或家庭）在星火义工团队的协助下一起帮助一位贫困学生。通过星

火中国义工对贫困学生及其家庭的访查，通过美国义工对资助者的宣传和跟进，通

过星火资助者们和义工们对星火学生们的关心和指导，星火基金初步形成并完善了

“中国受助学生-星火中国义工-星火美国义工-海内外资助者”一条龙的、物质资

助与精神鼓励并重的切实有效的助学、关爱、慈善、服务的模式。 

 

物质资助以辅助学生读书为主，个别特困学生视具体情况可给予资助部分生活

费用。精神鼓励方面则动员星火义工和资助者们与星火学生们建立多种联系，如走

访学生家庭，通过星火基金义工转交的邮件等，了解学生们的成长和需要，以帮助

他们培养和保持乐观向上、自信自强自爱的精神面貌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 2018 - 2019 学年的“星火助学”计划中，星火基金募集助学善款￥209000

人民币元，资助了中国贫困学生 90 人，分别来自甘肃民乐，海南文昌，贵州石阡，

及湖南桃源、古丈、益阳、洪江、安仁等县市。其中有 12 位星火学生在 2019 年高

考中被本科大学及大专院校录取，得以进入心仪的高校继续深造。 

 

2018 - 2019 学年星火受资助学生分布示意： 

甘肃省民乐县：  12 位学生 

海南省文昌市：  12 位学生 

贵州省石阡县：  5    位学生 

湖南省桃源县：  20 位学生 

湖南省古丈县：  4 位学生 



湖南省益阳市：  23 位学生 

湖南省洪江市：  12 位学生 

湖南省安仁县：  2 位学生 

总计：   90    位学生 

 

在 2019 – 2020 学年中，星火基金募集了助学善款￥231220 人民币元，资助

了来自甘肃民乐，海南文昌，及湖南桃源、古丈、益阳、洪江、安仁、衡阳等县市

的 98 位贫困学生。星火助学部和星火财务部的义工们兢兢业业、仔仔细细，及时

准确地将助学款发送到每一位受资助星火学生手中。 

 

2019 - 2020 学年星火受资助学生分布示意： 

甘肃省民乐县：  9 位学生 

海南省文昌市：  11 位学生 

湖南省桃源县：  22 位学生 

湖南省古丈县：  3 位学生 

湖南省益阳市：  30 位学生 

湖南省洪江市：  18 位学生 

湖南省安仁县：  2 位学生 

湖南省衡阳县：  3 位学生 

总计：   98    位学生 

 

在 2019 年新春到来之际，星火助学部贺卡组的义工们（尤其是李克恭老先生

及史云青女士）特地以资助者的名义为每一位星火学生设计制作了精美的新春贺卡，

将星火义工及资助者们的美好祝愿，一一发送到每位学生手中。（同时，为星火资

助者们及星火义工们制作和发送的新春贺卡也给资助者们及义工们带来节日祝福和

独特的温馨。） 

 

最为感动难忘的是，春节前夕，66位星火学生、义工及资助者们从各个助学点、

学校操场、大学宿舍、乡间坪地、乃至火车厢中拍摄了拜年视频，分享彼此的祝福，

表达未来的愿望，寄托对星火基金的厚望。其情切切，其言谆谆，其乐融融。 

 

开春之后，星火助学部又组织星火义工及资助者们与星火学生们书信往来，交

流思想，传授学习心得，鼓励学生们努力学习，正确对待人生的锻炼，早日成为社

会和家庭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星火义工黄文晖先生在其中不辞辛劳、穿针引线的

联络和奉献。另外，通过平时使用的“星火大家庭”微信群来提供学生们的信息和

近照，也有力地帮助星火资助者们、学生们乃至义工们增进了感情交流。 

 

2、“春晚募捐”项目 

 

星火基金在着眼于个体贫困学生的同时还继续开展了改善学校教学环境及关注

弱势群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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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扩



展星火基金的社会影响力，通过专项捐赠及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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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9 年春季，“春晚募集”项目帮助安徽省凤台县丁集镇张集小学添置图

书 100册并完善部分教学软件配备（￥9300），也为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东山学校

增添图书 1000册及相关书柜（￥18300），帮助学校解决了图书的严重不足。看着

学生们在爱心图书室读书时的凝神，使用捐赠器材锻炼时的开心，以及身著捐赠服

装升旗时的庄严，欣慰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在 2019 年底，星火基金执委会又审查通过“春晚募捐”项目组递交的对湖南

省益阳市资阳区张家塞乡中心小学进行资助的申请，将为其添置少儿科普书 460册，

并置换课桌椅 80套，共计预算费用将为￥25160元。 

 

3、“心手相连”夏令营 

 

星火基金组织的“心手相连”夏令营活动从 2016 年开办以来，受到了参与学

生们的极大欢迎。夏令营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中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中美文化的交流，

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们提高了多方面的能力，开阔了学生们的思维和视野，并增强

了学生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和对社会的了解，培养了学生们自立自强的信心。 

 

第四届“心手相连”夏令营在湖南省益阳市教育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和益阳市

广播电视大学的共同主办下，于 2019 年 7 月 22日开营。13 位星火学生，2位美国

学生及数位星火义工子弟参加了本届夏令营。 

 

本届夏令营通过老师们有针对性的指导和个人练习的方式，让参与学生们学习

了解新闻媒体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技巧，并模拟采访、写作、报道的程序，掌握一定

的摄影技巧和电脑知识，进一步培养团队意识和互助精神，提高学生们的口头表达

和写作能力。 

 

夏令营组织老师首先展示并点评了部分参与学生提交的写作作业，然后请专业

老师作了“采访写作”和“摄影制作”的讲座。在对博物馆的参观及采访实践之后，

资深老师又对学生们的采访及写作进行了一一指点。知名的教育信息化专家则在

“音、视频、图片素材制作与处理”讲座后还手把手地指导学生们进行实践操作，

制作采访视频或文字图片。最后两位营员学生文娟和崔虎龙成功地担当了夏令营总

结汇报的主持人，从容流畅地引导每个学生及小组上台展示了个人和团队的新闻稿

与视频作品。 

 

夏令营还邀请美国资深电脑工程师（也是星火义工和资助者）胡乐红女士介绍

了“人工智能与无人驾驶“及“网页设计”的知识。美国学生许修齐也做了“高尔

夫知识与经验分享”的专题讲座。 

 



另外，夏令营组织的球类、游泳、跳舞等运动以及晨间的中国传统诗词及新诗

体的诵读让学生们的夏令营生活丰富多彩，充满欢颜笑语。 

 

特别感谢本届夏令营的合作方益阳市广播电视大学提供的高配置的电教环境和

舒适周到的生活安排，以及辅导员李坚贞老师的精心组织。也特别感谢专业老师们

深入浅出的知识指导，义工们多方面齐心协力的关照，以及专项资助者们无私的支

持（$6000），让夏令营的学生们拥有了一次学习和成长的美好独特机遇。 

 

2019 年第四届“心手相连”夏令营管理工作团队、讲座老师、资助者名单： 

班主任：  谭阳 

辅导员：  李坚贞 

后勤管理：朱虹，刘华，刘星红            

摄像拍照：黄玲，朱海明 

讲座老师：李坚贞，宋见林，刘慧婷，厉鹏，胡乐红 

资助者：   美国圣地亚哥湖南同乡会，黄卓娅，李梁，胡毅，Sean Zhong，李

艺威，许修齐，刘立军 

 

4、“李徐葉梅奖助学金”–安徽外国语学院奖学金项目 

 

“李徐葉梅奖助学金”项目是在星火基金洛杉矶分部的引荐下，通过星火基金

的慈善平台，由李徐叶梅女士的儿女们，为感恩母亲给予孩子们无私无悔的母爱而

在母亲的家乡设立的慈善基金。该奖助学金从 2018 – 2019 学年起，将每年捐赠

￥20000 元人民币，帮助在安徽外国语学院就读的安徽庐江籍品学兼优、家庭经济

困难的学生。 

 

经过数月的各院系报名推荐及网络公示，“李徐葉梅奖助学金”在 2019 年 4

月为 20 位安徽外国语学院学生颁发了 2018 - 2019 学年的奖助学金及荣誉证书。 

 

5、“李徐葉梅教育专项捐赠”–“云南中途之家”项目 

 

“云南中途之家”项目是“李徐葉梅獎助學金”通过星火教育慈善基金，协同

广东省展爱公益基金会，于 2018 年秋为云南中途之家的慈善活动而设立的李徐葉

梅教育专项，每年捐赠￥70,000 人民币的善款（包含项目行政管理费），用以帮

助失依 / 流浪儿童的教育（和生活）。2019 年本项目资助了 4位符合入住中途之

家标准的学生和儿童。 

    

二、自我建设 

 

2019年是星火基金开拓发展并完善内部组织建设的重要一年，与之相关的宣传

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星火基金执委会”的成立与网络选举 

 

星火基金接受美国湖南同乡会理事会授权，于 2019 年 1 月成立星火基金

Executive Committee（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星火执委会负责对星火

基金运作和发展相关的政策和方向做出分析和裁决，具有星火基金政策和决定的解

释权，并指导星火基金各部 / 组开展和完成具体事务工作。 

 

星火执委会负责将所有达成的有关星火基金和项目的决议报备给湖南同乡会理

事会，但可在取得答复前自主开展对星火基金和星火项目的规划、管理和推广，包

括对星火基金账号的资金使用等。 

 

第一届星火执委会由资深星火义工推举产生，设置九位执委，计有会长一人，

副会长一人，五名代表中国和海外星火义工的执委，以及两席由湖南同乡会在任会

长和在任理事长自动充任的执委。其名单如下：黄卓娅（执委会会长），周祥（副

会长），朱虹（中国），黄文晖（中国），李梁，高艳，胡毅，唐梦伊（湖南同乡

会现任会长），刘立军（湖南同乡会现任理事长）。 

 

第一届星火执委会成立后，在监督促进星火基金的各项慈善活动之余，还极为

有效地开展了多项组织管理工作，其中突出的有：1.制定了多项组织和制度章程，

完善了星火基金的管理和运作能力。2.组织与洛杉矶星火义工的交流，并成立了星

火基金洛杉矶分部。3.监督改进了星火基金的网络宣传建设，设立了网络捐款功能。

4.加强了星火基金与其它地方（如旧金山）的社团联系。 

 

第一届星火执委会在 2019 年的最主要的工作还有负责第二届星火执委会的选

举。依照星火执委会通过的运行章程，星火执委会的改选将与美国（圣地亚哥）湖

南同乡会理事改选同年进行。因此第二届星火执委会将于 2020 年春节到来之日（1

月 25日）由所有登记在册的星火义工们通过网络选举产生。 

 

第一届星火执委会在2019年秋成立了由三位执委带领的“选举工作组”，在2

位星火义工的帮助下，建立了专门的选举网页和监管程序，并在 2019 年底成功开

启了候选人的网络提名、公示及选举流程。选举工作组在每个阶段及时通知了所有

星火义工，并将在 2020 年 1月 25日负责公布第二届星火执委会的选举结果。 

 

2、星火基金网络建设与宣传 

 

星火基金宣传部的义工们付出辛勤努力，在 2019 年大幅度地改进了星火基金

的网站设计（sparkfoundation.us），提供了多组新闻稿和文章，并及时更新了网

络内容，极大地帮助星火基金扩展了影响力。同时宣传部的义工们还有力地支持了

星火执委会网络选举的多项页面建设。 

 



星火基金宣传部网络组和星火基金财务部的义工们一起合作，在 2019 年建成

了星火基金的网上捐款功能和相应的捐赠管理机制，方便了广大爱心人士的奉献。

以朱虹和周祥为代表的星火财务部义工们更是认真记录、跟踪每一笔善款的来源和

使用，确保慈善项目的及时进行和迅速地给予资助者们信息和安心。 

 

3、星火基金为在中国活动备案的准备工作 

 

为了遵循中国的法律法规要求，星火基金执委会联络在中国进行教育慈善活动

的合作伙伴，从 2019 年夏末开始整理收集所需资料，认真准备在 2020 年初进行在

中国临时活动备案的各项工作。 

 

2019年已经过去，未来仍不美满。星火基金将继续扎扎实实地开展各项教育慈

善活动，充满激情地做好资助和奉献的桥梁与平台。愿更多的爱心人士与我们一道

前行。 

                                                                           

星火教育慈善基金执委会 

      2019 年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