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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喜送金蛇迎骏马，在新的一年来临之
际，谨此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东亚银
行公益基金的朋友们，并祝大家马年吉祥！ 
        因为有你们在，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成

立四年多来，善款数额已超人民币3500
万元，爱心足迹已遍布全国16个省市自治
区，温暖了数万渴求知识与进步的师生们
的心房。 
        我们期待未来的公益之路有你们继续
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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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场乡村教师培训于暑期举办 

       2013年7月至8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2013年度乡村教师培训活动在深圳、乌鲁
木齐、成都、合肥、珠海、西安、广州、大连和兰州9个城市同步开展，为153名乡
村教师提供共计11,352课时的教学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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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站 
培训时间：2013年7月9日至7月22日 
参训教师：14人（广西省柳州市土博镇
土博中心小学、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
瑶族自治县广德中学） 
师资：深圳市福田区教师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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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站 
培训时间：2013年7月15日至8月17日 
参训教师：10人（新疆喀什市疏附县兰干乡
东亚银行爱心小学） 
师资：喀什市师范学校 

       乡村教师培训是东亚银行公益基金“萤火虫计划”项目的重要内容，从2010年起每年暑
假进行，其旨在提升贫困落后地区乡村教师的教学、管理水平，并积极探索出一条高效实用
的乡村教师培训之路。培训课程涉及班级管理、班主任专业化和班级文化建设、如何构建高
效的课堂、多媒体教学技术运用等多项内容。参加培训的教师全部来自于“萤火虫乐园”等
有合作项目的乡村学校，体现了东亚银行公益基金从“软件”上对乡村学校进行资助的持续
性。 

成都站 
培训时间：2013年7月15日至7月30日 
参训教师：16人（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
顾县镇顾县小学） 
师资：成都市部分名优中小学在职教师 
 
 

合肥站 
培训时间：2013年7月16日至8月8日 
参训教师：28人（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 
师资：来自阜阳、合肥、南京、北京等地的
特邀教授、专家 
 
 

        2013年度乡村教师培训跟往年相比的一大特色是：名师指导，更注重实际操作。例如，
兰州站的活动特邀了上海市中小学德育研究协会副会长、上海市班主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德育特级教师陈镇虎老师等3位上海的名师，培训内容既有先进的理论指导，也有详实的案例
分析；名师还带领学员进行了实战演练：结合学员实际的游戏互动、主题教育课的设计与共
享、数字故事的分享、团队合作的拓展等。未来，该模式将更多地应用到教师培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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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站 
培训时间：2013年7月22日至7月28日 
参训教师：10人（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宅梧镇
宅梧小学、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双合镇合成小
学） 
师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西安站 
培训时间：2013年7月28日至8月23日 
参训教师：12人（陕西省西安市户县纸
房学校、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白庙乡白庙
学校） 
师资：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市教育研究室、
陕西省级重点中学的教育专家、一线优秀
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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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站 
培训时间：2013年8月12日至8月18日 
参训教师：15人（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平陵镇
平陵中心小学） 
师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大连站 
培训时间：2013年8月15日至8月23日 
参训教师：12人（大连市庄河徐岭镇复
兴小学、瓦房店得利寺中心小学、瓦房店
大胡小学） 
师资：大连市教育学院 

兰州站 
培训时间：2013年8月16日至8月28日 
参训教师：36人（甘肃省积石山县保安族中学、
甘肃省和政县） 
师资：上海名师团队、兰州创造力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 

“在这次培训过程中，我们深入学习了教育的
内涵，班主任工作的转型、叙事研究、教师角
色的转变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每个方面又从不
同的角度深入，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培训的重
要性。专家用深刻、独到的眼光解读，让我们
对教师本位有了全新的认识。一线名师的讲解
让我们收获了非常宝贵的管理、授课经验。” 
   ——来自甘肃省积石山县保安族中学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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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所“萤火虫乐园”相继落成 

       2013年9月至11月，8所“萤火虫乐园”相继在广东鹤山、广东清远、湖北武汉、
广西南宁、四川乐山、辽宁朝阳、上海崇明、云南昆明等地落成，至此，东亚银行公
益基金已在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建成31所“萤火虫乐园”。同时，东亚银行公益基
金向乐园所在学校的学生捐赠4,415个“萤火虫60包裹”，捐赠“萤火虫60包裹”累
计达19,5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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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日 
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和中学 

2013年10月9日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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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1日 
辽宁省朝阳市凉水河中心小学 

2013年10月17日 
湖北省武汉市京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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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8日 
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双合镇合成小学 

2013年10月18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城关第二小学 

2013年10月23日 
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东林镇中心小学 

2013年11月22日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鸡街镇中心完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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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 

①  上海微笑青年公益服务中心“故事小屋” 
      “故事小屋”是微笑图书室的品牌项目之一。该项目诞生
于2010年初，旨在为孩子们提供绘本阅读的平台，激发其阅读
兴趣，培养其阅读习惯，进而提升孩子们的学习能力。以志愿
者讲故事的形式为主，引导孩子们进行积极的阅读体验。同时
开展与阅读相关的衍生活动，包括纸工类、读写绘、舞台剧等
多种不同的形式。在活动中，可自主阅读或者在家长的陪同下
开展亲子阅读。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出资建立了玉兰花苑项目点、仙霞街道
项目点以及塘桥图书馆项目点，2013年共开展了50次活动，服
务257人次，参与志愿者285人次。 

 
 ②  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项目 

       上 海 青 聪 泉 儿 童 智 能 训 练 中 心 成 立 于
2004年10月，是一家为自闭症儿童和发育障
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专业性康复训练与辅导的
民办非营利性专业机构。他们用爱和快乐为训
练理念，为孩子们提供各类早期训练课程，并
积极开展家长交流活动,提供长期家庭训练辅导,
大力倡导全社会都来关注自闭症及其他特殊儿
童，为他们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资助项目包括自闭症
儿童沙盘游戏治疗项目、自闭症儿童暑期游泳
兴趣班项目和自闭症家长培训课程的资料整理
和装订出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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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侬好，黄浦”——“爱心陪伴”城市融入之旅活动 
         2013年4月至7月，由上海市黄浦区团委主办的“侬好，黄浦”——“爱心陪伴” 城市
融入之旅项目积极探索了“青年志愿者+来沪青少年+本地青少年”的“1+1+1志愿3人行”
模式，通过组织来沪青少年、非户籍青年志愿者和本地青少年一起深入体验南京路的历史文
化和品牌特色，见证黄浦的发展，让他们真正地了解黄浦，融入黄浦。该活动包括： 

1. 文化体验：专业人士为青年志愿者做一次游览讲解
（讲解南京路的历史文化、建筑特色和中华老字
号）——青年志愿者为来沪青少年和本地青少年做一
次游览讲解——来沪青少年为自己的父母做一次游览
讲解； 

2. 职业体验：带领青少年进入南京路上不同行业的老字
号进行一次职业体验； 

3. 艺术体验：专业人士指导青年白领与青少年共同制作
南京路手绘地图； 

4. 公益体验：参加南京路为民服务活动，向游人赠送手
绘地图。 

http://www.quangongyi.org/Project/Index.aspx?pid=39
http://www.quangongyi.org/Upload/Project/ImageUrl/Original/2013716143702281.png
http://www.quangongyi.org/Upload/Project/ImageUrl/Original/201371614311443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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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寻找未来的我”新市民职业发展训
练营项目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作为国内第一家社会工作专业
服务机构在业界具有良好的声誉及丰富的项目开展经验，
在来沪儿童服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寻找未来的我”
新市民职业发展训练营项目通过“小人物，大事业”职
业成长课程、“各行各业”入校园、“职业面面观”实
践体验活动和职业模拟大比拼等项目，以多元化、生动
活泼的形式协助来沪儿童在开心愉快的氛围中培养自己
的兴趣、爱好、并从小树立自己的职业发展观，继而从
体验中学习、从实践中成长，也能让这些孩子成年后在
择业上和对其家庭的发展带来更多帮助。 

⑤  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小儿康复基地项目（脑瘫康复） 

        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于2013年4月，是上
海市浦东新区唯一一家以儿童康复为主要训练场所的
社区卫生中心。治疗脑瘫的黄金时间是0-3岁，如果
能及早地对0-3岁的患儿采取“医院—社区—家庭”
网络化的康复模式，将有利于患儿个人、家庭乃至社
会的发展。而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缓解脑瘫患者
及其家庭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压力方面有着重要的贡
献。但是，康复基地刚刚成立，因此缺乏部分康复器
材，迫切需要得到资助。东亚银行公益基金资助的医
疗仪器帮助解决了该中心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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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爱聚行动.麦田少年社多媒体活动中心项目 
        作为广东麦田教育基金会的核心项目之一，麦田少年社关注最基层的乡村教学单位——
村小，通过为学校建设一个集图书室、阅览室、活动室、电子阅览室为一体的多功能多媒体
活动中心，为众多青少年教育项目提供良好的实施基础，激发学生兴趣，启发教师成长，推
动教育环境改变。 
 
 

         
        此次东亚银行公益基金赞助的5个多媒体活动
中心位于广东省罗定市罗平镇的5所贫困乡村小学，
这5所乡村小学设立在村落中，交通不便，学校规模
偏小，每间村小6个年级6个班，只有不到10个年龄
较大的老师，教室、设施条件简陋，师资力量不足，
没有年轻老师愿意去教学，同时也少有外部资源关
注到这类学校。 
 

http://www.quangongyi.org/Upload/Project/ImageUrl/Original/201371021223557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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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萤火虫慈善之夜成功举办 

        2013年12月19日晚，东亚中国携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同梦想·创未来——
2013萤火虫慈善之夜”在上海花园饭店隆重举行。由双方共同成立的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东
亚银行公益基金，今年已是第五次举办年度慈善晚宴。本次晚宴共筹得善款人民币753万元。 

       上海市委统战部、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等热心慈善事业
单位的有关领导，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和东亚中国的高层领导、
第63届世界小姐中国区前三甲佳丽、知名钢琴家孔祥东、著名
演员陆毅等演艺界人士及社会名流以及来自各界的爱心人士等
共计约200位宾客出席活动。 

♥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中学支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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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2月24日，来自东亚中国的9位志愿者和从北京远道而来的中国银监会的1位志
愿者参与了此次支教活动。虽然天气寒冷，但志愿者们却热情高涨，用志愿行动别样温暖地
迎接了圣诞节。 

       此次支教行的目的地是上海市崇明县裕安中学，根据当地的特点，我们特别与民间公益
组织上海益优青年服务中心策划了“室内科普讲座+室外互动式的主题游戏”的课程，寓教于
乐，让崇明的孩子们了解候鸟的生存困境和保护它们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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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崇明县裕安中学的德育主任陈
新柱老师感言：虽然有很多老师来做
讲座，但你们的讲座，同学和老师们
听得特别带劲。这种寓教于乐的教学
方式给我们很大启发。未来，我们会
鼓励玩过这个游戏的同学们把这个游
戏分享给更多小伙伴，让生活在崇明
的人们都能有保护候鸟的意识。 

        同时，“民间 公 益组织资助计划 ”荣获
“2012年度公益慈善优秀项目奖”。 

        2013 年 6 月 28 日 ， 在 中 国 银 行 业 协 会
“2012年度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工作评比”活动
中，东亚中国从78家报选机构中脱颖而出。东亚
银行公益基金荣获“2012年度最佳社会责任实践
案例奖”，该奖项已经连续两年蝉联。 

        2014年1月，东亚中国荣获上海市浦东新
区慈善公益联合捐组委会颁发的“第十二届浦
东新区慈善公益联合捐”之“慈善公益爱心
奖”。 

        2013年11月22日，东亚中国荣获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
公司和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理委员会颁发的“温暖金融
2013第一财经•陆家嘴年度金融公益榜”之“年度影响力奖”。 

3   社会认可 

志愿者感言：虽然天气很冷，但和同学们互动的同事像
打了鸡血，兴奋得喉咙都已经嘶哑了，但心里却是暖洋
洋的。有志愿者小伙伴们和裕安中学同学们的陪伴，这
个平安夜过得很有意义也让我很难忘！ 

9 



2013年第三、四季度刊 / 总第8期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简报 

4   关爱行动在继续… 

2013年1月—12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捐助支出 

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 

（人民币元） 

萤火虫计
划 

“萤火虫乐园”
建设（不含爱心
书库费用）  

甘肃省和政县狼土泉小学（尾款） 99,301.00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坳乡中心完小（二期） 149,683.00  

山东省临朐县龙山产业园安家庄小学 135,800.00  

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双合镇合成小学 284,457.00 

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和中学 178,055.0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城关第二小学 163,868.00  

湖北省武汉市京汉学校 111,537.00  

辽宁省朝阳市凉水河中心小学 132,246.00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中学 96,095.00  

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东林镇中心小学 133,920.00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鸡街镇中心完全小学 111,770.00  

“萤火虫乐园”
爱心书库 

2013年“萤火虫乐园”爱心书库费 409,744.01  

“萤火虫60包
裹”捐赠 

“萤火虫60包裹”制作费（4500套，不含字典
费用） 

225,000.00  

“萤火虫乐园”
设施维护费 

广东省清远市连山高级中学（原广东省清远市连
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广德中学） 

10,000.00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徐岭镇复兴小学  10,000.00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东方小学 10,000.00  

四川省汶川县第二小学 10,000.00  

乡村教师培训 

成都站 79,182.00  

大连站 80,000.00  

兰州站 144,850.00  

广州站 66,495.00  

合肥站 78,000.00  

深圳站 47,683.60  

乌鲁木齐站 70,900.00  

西安站 58,962.00  

珠海站 78,738.50  

志愿者支教 
甘肃省积石山县刘集中学支教行费用 71,521.90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中学支教行费用 4,924.00  

10 



2013年第三、四季度刊 / 总第8期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简报 

11 

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 

（人民币元） 

 萤火虫计
划 

其他 

广东、辽宁、四川、湖南“萤火虫60包裹”运
输费等 

1,946.00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顾县镇顾县小学“萤火虫
乐园”建设费杂费 

4,200.00  

辽宁、广西、四川、云南 “萤火虫乐园”物资
运输费 

8,971.00  

向甘肃省和政县及积石山县捐助旧电脑运输费 5,100.00  

资助辽宁省朝阳市凉水河中心小学乒乓球桌 6,500.00  

向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坳乡中心完小捐赠学习用
品 

4,230.00 

向甘肃省和政县狼土泉小学捐赠篮球、书、笔、
乒乓球等物资 

10,000.00  

“萤火虫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3,093,680.01  

东亚银行大
学生助学金

计划 

2012-2013学年
助学金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15人） 75,000.00  

2013-2014学年
助学金 

复旦大学（30人） 150,000.00  

中山大学（15人） 75,000.00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15人） 75,000.00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15人） 75,000.00  

“东亚银行大学生助学金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450,000.00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 

资助“侬好黄浦”——“爱心陪伴”城市融入
之旅活动项目 

150,000.00  

资助爱聚行动.麦田少年社多媒体活动中心项目 100,000.00  

资助上海微笑青年公益服务中心“故事小屋”
项目 

16,000.00  

资助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寻找未来的我”新
市民职业发展训练营项目 

36,072.00  

资助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项目 80,720.00  

资助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小儿康复基地项目
（脑瘫康复）医疗仪器设备 

73,000.00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455,792.00  

其他 
资助“爱心水窖”项目 100,000.00  

资助婴幼儿营养项目经费第二期款 100,000.00  

其他项目支出小计： 200,000.00  

总计： 4,199,4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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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账户 
 
    开户名称：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人民币账号：    117511046040400 
    港币账号：       117511069000400 
    美元账号：       117511068996400 
    开户行：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 

6  爱心捐赠方式 

 
捐款渠道： 

 

 东亚中国网上银行捐款（www.hkbea.com.cn） 

 东亚中国网点捐款 
任何个人或企业可至东亚中国任一网点办理银行转账进行捐款或直接进行现金捐款。 

 其他银行转账 
任何个人或企业可以通过其他银行的柜面转账或网上银行转账方式进行捐款。 

 信用卡积分兑换 
东亚中国信用卡客户即可以25,000积分兑换1个“萤火虫60包裹”进行捐赠。 

东亚中国个人网上银行客户登录网银 

点击“慈善捐款” 

点击“在线捐款”进行捐赠 

♥ 电子邮件： beacharity@hkbea.com.cn 
♥ 网站： http://charity.hkbea.com.cn 
♥ 新浪微博：@东亚银行公益基金 

 5  爱心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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