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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是谁？

南京市亲近母语公益发展中心（简称：亲近母语公益）是 2014 年成立的一家非营

利性质的民间教育公益组织，依托亲近母语研究院十几年来在儿童阅读推广和母语教育

领域的成果和资源，为乡村学校提供专业的儿童阅读课程服务，推动乡村儿童阅读课程

化建设，促进儿童阅读和儿童母语教育发展，从而推动教育改革和社会创新。

愿景：点亮每一盏心灯

使命：培育有中国根基的世界公民

价值观：追求卓越、正心诚意、开放创新、成人成己

二、我们做了什么？

（一）星星点灯计划

项目简介：

星星点灯计划是由亲近母语公益策划并负责执行的公益项目，致力于搭建乡村阅读教师

学习共同体。以儿童阅读课程化为途径，通过改善乡村教师的阅读理念和阅读指导力，逐步

改善乡村学校的阅读生态，从而推动中国乡村教育实践创新。其中星星点灯计划分为教师版

和学校版，服务内容包括：

为乡村孩子提供高品质的图书；

为乡村教师提供专业的阅读指导，公益导师全程陪伴成长；

为乡村学校提供专业的儿童阅读课程和种子教师培养方案。

1. 星星点灯四期乡村教师重点培养，五期乡村教师招募，星星点灯美好学校启

动招募

2019 年 9 月，星星点灯第五期老师招募启动。截止到 12 月底，已经收到 190 位

老师的申请，其中 65 位初步入选。

2019 年 6 月，公布四期 81 位乡村种子教师入围。2019 年，四期教师重点培养。



2019 年 1 月，星星点灯美好学校（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推出）启动招募，甘

肃省平凉市草峰镇 10 所、静宁县 1所、甘肃临夏州癿藏镇 15 所学校入围。

2019 年服务大数据：

建设 219 个阅读教室（星星点灯教师版 70 个，星星点灯美好学校 156 个）；

建设星星点灯美好学校 26 所，培养 70 余名种子教师；

服务乡村学生 10424 名；培养乡村点灯人 110 人。

其中，捐赠优质图书 1.9 万册，价值 26.6 万元；

赠送网络课程 2499 小时，价值 2.5 万；

举办 8次网络教研，24 期周五小讲坛。

实地走访三个学区，组织 3次在地研习营，培训 220 人次；

举办多次读书会，一期暑期研习营，培训人次 129 人；

组织两次星星点灯分论坛，服务 130 人次。

两个图：地图和花瓣。

1-4 期教师

省 数量 省 数量

北京市 1 山东 8

黑龙江 1 四川 8

吉林 1 内蒙古 9

江苏 1 安徽 11

辽宁 1 宁夏 13

新疆 1 福建 16

广西 2 江西 16

浙江 2 湖南 17

重庆 3 云南 17

广东 4 山西 22

陕西 4 甘肃 24

重庆市 4 湖北 24

河北 6 河南 50

贵州 7 总计 273

学校 数量

福建省 1

广东省 1

河北省 1

湖北省 1

宁夏省 1

湖南省 3

江西省 3

陕西省 3

云南省 4



安徽省 5

重庆市 6

贵州省 8

河南省 12

甘肃省 37

总计 86

2. 星星点灯阅读教室建设

2019 年 9 月，亲近母语公益为四期老师配置图书 4586 册，价值 71120.36 元。

建立了 70 个星星点灯阅读教室。

2019 年 10 月，亲近母语公益给美好学校配置图书，一共有 26 所学校，建立了

156 个阅读教室，配置图书 13083 册，价值 16.8 万元。

收到新书后，不少老师在班上组织了捐书和挂牌仪式，和孩子们分享收获的喜悦。

图片：

3. 星星点灯第三期种子教师研习营

星星点灯计划第三期种子教师研习营于 7 月 10 日-14 日在南京市金陵小

学举行。参培教师包括星星点灯计划四期种子教师、美好学校种子教师代

表和心汇心种子教师在内的共118位教师和13位亲近母语公益导师参加。

研习营期间，两天半时间老师们统一参加第十三期儿童阅读种子教师南京

研习营，其他两天是星星点灯计划的磨课，根据老师们的基础，磨课分为

13 个班，每个班级一位导师，小班磨课，每个老师都有机会上台演课，

导师点评。

图片

4. 星星点灯教研

2019 年，星星点灯的教研继续聚焦核心课程，日有所诵和整本书，开拓延展课

程，节令，吟诵等，并行教师读书会。

A. 日有所诵教研

分别设立 1-6 年级 6个日有所诵研讨小组，由老师们轮流担任组长，准备难点篇

目，组织研讨，老师们积极参与，并打卡记录研讨心得。10.21 到 12.21，3 个

月的时间，参与打卡老师 200 多位，打卡 1245 次。

B. 整本书教研

选一本共读书，老师们按基础分为 13 个小组，每位小组由一位导师带领，从文

本研读，到导读课，阅读单设计，读中推进，到读后交流课，完整走过整本书的

各个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提交作业，导师点评，同时配合两次网络教研。参与

老师 180 余位，提交作业 200 余份，不少老师说，“以前对整本书总是感觉有点

发怵，经过这次教研，终于明白整本书该怎么做了。”



C. 兴趣小组

 节令小组

2019 年 4 月，星星点灯成立节令小组，从清明开始，每一个节令，节令小组的

老师们，都会提前准备课件，搜集节令资料。老师们在自己班上上节令课，并分

享节令课记录。

截至到大寒为止，已经积累了 18 个节令的资料。

 吟诵小组

6月份开始，星星点灯成立吟诵小组。根据节令选择诗歌篇目，每周一首古诗，

古诗赏析，音韵分析，调子分享，鼓励大家先唱起来。

今年的中秋，吟诵小组举办线上吟诵晚会，弦歌雅集，兴致盎然。

5. 星星点灯读书会

星星点灯教师读书会，每个月一本共读书，每本书建立小组，老师们在本小组

内读书讨论，同时在星星点灯大群分享。

2019 年秋季学期的共读书，《和孩子一起日有所诵》、《美的历程》、《儿童

文学概论》、《孩子成长历程》。

6. 星星点灯美好学校走访和落地培训

6.10-14 日 亲近母语公益走访美好学校的两个项目点，甘肃省平凉市草峰镇

学区和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学区，其中 150 余名教师参加培训。在 2 天培

训中，公益导师带来了精彩的阅读课程示范课，同时还有互动式的小规模

磨课、项目人员和老师校长进行会谈，为学校量身定制书香校园方案。

美好学校项目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多家乡村教育公益组织发起，共同致力于推

动农村小学实现“校园好”、“校长好”、“教师好”、“课堂好”，让乡村孩

子获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其中，亲近母语公益将阅读课程引入乡村学校，致

力于“课堂好”，协助乡村学校开设阅读课程，推广乡村儿童阅读。

7. 亲近母语论坛--星星点灯分论坛

亲近母语每年的两届论坛，春季的中国儿童阅读论坛，秋季的儿童母语论坛，星

星点灯都会支持部分优秀老师参加，同时举办分论坛，一是针对培训师的成长营，

重点在于整理论坛脉络、课程构建。一是针对普通老师的分论坛，由培训师们带

领老师消化论坛，看课，评课，学以致用。两次分论坛共培训 130 人次，其中亲

近母语公益资助 20 名乡村点灯人参与论坛，实现个人成长。



8. 2019 年底星星点灯美好学校课程实施情况

 21 所学校全校在开展阅读课程，4 所学校个别班级尝试。

 96%的学校有固定的阅读课。

 92%的学校在开展日有所诵。图画书课程、整本书阅读课程 30%的学校在尝试开展。

 24 个学校有阅读种子教师，其中，16 所学校有 2 位以及以上种子教师。

 学校图书室和班级图书角都得到了较好的运营，22 个学校班级图书角的图书数量达到

了人均 3 本以上。

 读书活动方面，大多数学校开始举办日有所诵诵读比赛以及好书推荐活动。

 22 个学校组织老师开展了日有所诵研讨活动。

9. 优秀乡村点灯人表彰

2019 年，多名星星点灯种子教师积极参与教研，包括日有所诵、整本书教研、

吟诵等。2019 年底，表彰了优秀参与者。

日有所诵优秀组织奖：53 人

日有所诵教研小蜜蜂奖：76 人

整本书教研优秀学员奖：27 人

图例

（二）儿童分级阅读书目发布

2019 年 4 月 2 日，亲近母语研究院与亲近母语公益联合执行的分级阅读书目发

布，当天阅读量达到 18 万+。年度阅读量近百万。

亲近母语自 2001 年推出中国第一个小学生阅读书目以来，亲近母语书目已成为

书香校园采购和推荐图书的重要的参考书目。

（三）学生成长活动展示： 小报征集&诗歌大赛

2019 年 5 月、10 月举办面向全国乡村孩子的大型读书小报、诗歌征集活动，

全国 22 个省市、413 个班级学生投稿，获得 100000 余名学生、家长、教师关注。

2019 年 5 月，亲近母语公益发起“读书小报·我和一本书的故事”评选活

动，共收到来自北京、广东、云南、安徽、四川等 19 个省市，171 个班级，

1047 个学生投稿作品。2019 年 10 月，再次发起“星星点灯·第二届小学生诗歌

创作大赛”活动，收到来自北京、湖南、福建、云南、河南、山西等 22 个省

市，242 个班级，1056 首学生投稿作品。

这两次诗歌活动，旨在为更多乡村孩子提供自我展示的平台，获

得 100000 余名学生、家长、教师关注。

（四）99 腾讯公益日

2019 年 99 公益日期间，亲近母语公益项目上线【用阅读点亮乡村未来】项目为

“星星点灯计划”和“星星点灯-美好学校”项目筹款，获得了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的鼎力支持。

其中“星星点灯计划”共获得 5072 人次支持，筹款总额 134768.23 元；“美好

学校”共获得 4317 人次支持，筹得 757598.50 元。较之往年，今年 99 公益日

在捐赠人次、公众互动量等方面均取得了质的飞跃，与往年相比提升 25%。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徐冬梅老师，感谢礼周老师设立的宅桐基金。期间，徐老师

捐赠 20 万、宅桐基金捐赠 15 万，用于支持乡村儿童阅读教育和乡村点灯人培

养。目前宅桐基金已连续捐赠四年，徐冬梅老师连续捐赠 6年，再次感谢支持。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下徐冬梅老师，99 公益日期间徐老师共捐赠出 18 万，用

于支持乡村儿童阅读教育！其实不仅仅今年爱心捐赠，徐老师每年都会定期捐款

支持，默默为乡村教育事业付出了很多。

年度致敬

致敬公益导师——用阅读点亮乡村教师

孔晓艳 余惠斌 徐莉莉 汪琼

宁风良 来鹏俊 黄香明 王振

刘晓琳 马喜娥 高瑞兰 陈欣

田军红 杨银霞 吴绚烂 彭慧

曹冬妮 吕嘉文 许利平 陆萍

张丽芳 王志娟 兰卉妍 席雯

致敬乡村点灯人——用阅读点亮乡村孩子

乡村点灯人

白会娟 胡晚晴 尚润丝 杨升燕

常丽 黄晓燕 申学奇 杨艳艳

陈通华 姜明霞 施春芳 余道容

陈银根 黎世香 史真真 袁芳

陈珍英 李利敏 田桂珍 张翠琴

段丽芳 梁勇 万红霞 张红

冯晓梅 刘安帮 万新月 张婷婷

付巍巍 刘文凭 王红霞 张雪映

高丹丹 刘晓琳 王辉 张志姗

高瑞兰 刘永惠 辛丽梅 周艳林

胡美林 马玉莲 杨兰花 左红霞

邱爱君 杨利琼

致敬爱心大使



爱心大使

徐冬梅 杨爱萍

白霞玲 刘文颖 万旻烨

曾斐 刘晓琳 王红霞

陈金婷 刘颖 王盈

陈淑珍 刘钰 王志娟

陈欣 陆萍 文燕

陈妍 吕嘉文 星莲

丁国英 马明 徐冬梅

丁云 马喜娥 徐惠球

董飞 毛秋风 徐莉莉

段宁 宁慧敏 徐世赟

付雪莲 牛宇 许利平

高美蓉 潘芳 杨爱萍

高瑞兰 彭慧 杨银霞

黄若郗 秦永红 余道容

黄香明 邵龙霞 余惠斌

加志宏 邵新锋 张丽芳

孔晓艳 施春芳 张婷婷

孔彦茹 时娟芳 赵奕松

来鹏俊 舒凯 郑杨妹

礼周 谭惠影 周美英

刘君 田军红 周全

刘敏 田萍 朱维丽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栾川县优仕树人学校 山西省稷山县蔡村中心校

致敬重要支持合作方

中国扶贫基金会

北京险峰公益基金会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

心和公益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

江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心汇心公益基金会

宅桐基金

新华公益

亲近母语研究院

中国民生银行



财务公开

1. 年度收入

亲近母语公益-2019 善款收入

类别 金额 占比

星星点灯计划 639875.9 43.6%

星星点灯美好学校 337000.00 22.9%

机构发展 280000 19.1%

筹款 2999 0.2%

非限制收入 158751.52 10.8%

其他收入 50348.41 3.4%

总计 1468974.83

2. 年度支出

亲近母语公益-2019 善款支出

类别 金额 占比

星星点灯计划 408467.54 41.2%

星星点灯美好学校 338358.27 34.1%

分级阅读书目 30841.21 3.1%

管理费用 139833.62 14.1%

筹资费用 21740.19 2.2%

其他费用 53348.88 5.4%

总计 992589.71

（1）星星点灯计划

星星点灯计划 2019 年支出

类别 金额 占比

三期学生图书角 19844.24 4.86%

四期教师阅读包 5034.70 1.23%

四期学生图书角 91926.58 22.51%

五期教师阅读包 4204.16 1.03%

导师关系维护 3978.40 0.97%

教师成长-网络课程 20370.00 4.99%

第三期种子教师研习营 113709.63 27.84%

教师成长-星星点灯分论坛 18624.12 4.56%

学生展示活动 2268.83 0.56%

星星点灯阅读教室挂牌 2185.00 0.53%

文化衫制作 350.00 0.09%

项目执行费用 120300.00 29.45%



其他 5671.88 1.39%

总计 408467.54

（2）星星点灯美好学校

星星点灯美好学校 2019 年支出

类别 金额 占比

启动培训首批图书 5512.68 1.63%

156 个学生图书角+26 个教师图书角 168580.43 49.82%

实地走访差旅费 11951.90 3.53%

教师成长-星星点灯分论坛 23984.00 7.09%

教师成长-暑期研习营 61809.26 18.27%

星星点灯阅读教室挂牌 4300.00 1.27%

教师成长-网络课程 4620.00 1.37%

项目执行费用 57600.00 17.02%

总计 338358.27

3. 年检报告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