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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个孩子，

无论城乡、无论贫富、无论性别、无论大小，

都能发现出色的自我，懂得爱的付出与回馈，

共同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小洲东路瀛园小区乐雅堂二楼

（瀛洲生态公园斜对面）

邮编：510320

邮箱：pr@starscn.org

电话：020-34138485（周二至周六 09:00-18:00）

官方微信

联系我们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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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愿 景

通 过 建 立 图 书 馆 和 开 展 阅 读 推 广 活 动 ， 提 高 乡 村 儿 童 的

阅 读 品 质 。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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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每 一 个 孩 子 ， 无 论 城 乡 、 无 论 贫 富 、 无 论 性 别 、 无 论 大

小 ， 都 能 发 现 出 色 的 自 我 ， 懂 得 爱 的 付 出 与 回 馈 ， 共 同 创

造 一 个 丰 富 多 彩 的 世 界 ！



理事长寄语
DIRECTOR PROFACE

     记得在满天星公益成立初期，走访项目点的时候，我们跟当地老师校长们

说得最多的是：阅读多么重要，爱读书的孩子会怎样不同……走过这几年之后

，我们欣喜地看到，书的好、阅读的美好已经在项目地深入人心了。听说，有

个将图书馆运营得棒棒的村小，招生率翻了两倍多！

     当大家知道书的好、阅读的重要之后，满天星公益接下来又应该做什么？

     泰戈尔说“鸟儿会觉得，把鱼儿带到天上是在行善。”如果只是单方面的     泰戈尔说“鸟儿会觉得，把鱼儿带到天上是在行善。”如果只是单方面的

给予，让受益人只学会伸手索取，肯定不是满天星公益想做的事业。因此，从

创建初期，理事会就提出：满天星公益要带给乡村孩子们的，一定不仅仅是捐

赠的图书和图书馆，让他们爱上书籍，学会阅读，成为图书馆的主人才是我们

的方向。2018年初，满天星公益首次召集学校、捐赠人、志愿者、理事、监

事、员工等各相关方代表，共同参与未来三年机构战略发展研讨会。新兴县教

育局尹老师提出的“要让阅读在乡村生根发芽”也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项目能够真正在当地扎根、健康成长，其中一股持续的力量来自每天陪伴     项目能够真正在当地扎根、健康成长，其中一股持续的力量来自每天陪伴

在孩子们身边的乡村教师。帮助老师们成长为“阅读循环”里面“有协作能力

的大人”的重要性也得到理事会一致的认同。2017年满天星公益在“教师培

养计划”中取得的成绩也是很让我们振奋的：当期待已久的“小学阅读课程实

验教案”呈现给理事会时，我们都欢呼了；与新兴、郁南两大片区教育局共同

成立“阅读推广联盟”，让满天星公益的阅读理念走进更多学校、传递给了更

多教师；选拔、培养种子教师，帮助教师自己爱上阅读，成为“有协作能力的

大人”，越来越多的乡村教师们正逐步地成为孩子们阅读的引领者……大人”，越来越多的乡村教师们正逐步地成为孩子们阅读的引领者……

     “教师培养计划”成了我2017新爱，也许您更喜欢“童书乐捐”或

“Readora信息平台”，不急不急，这一年满天星有很多产出，打开年报，容

我们为您一一道来。^.̂

2018年04月

理事长：谭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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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天星公益是一家专注于儿童阅读推广的公益组织，于2012年1月在广州市海珠区民

政局注册登记（粤穗海民政字第110001号）。满天星公益的使命是通过建立图书馆和开

展阅读推广活动，提高乡村儿童的阅读品质。主要工作是通过建立乡村小学公益图书馆同

时开展教师培训和书香校园阅读活动来提高乡村儿童的阅读资源和质量。我们希望经过多

方的共同努力图书馆能成为校园的资源中心、培养出当地的阅读推广讲师团队、沉淀出具

有地域特色的儿童阅读校本课程。期待孩子们通过阅读都能找到出色的自我，懂得爱的付

出与回馈，共同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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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STARS
关于满天星公益

71所公益图书馆
49227名乡村教师和孩子从中受惠

243次大型阅读推广活动
2949名城市青少年参与阅读推广活动

192520册新书
18676个星囊阅读包裹

      每个平凡数字的背后，都凝聚了不平凡的努力和付出。感谢满天星公益的理事、

监事、顾问、员工、实习生和志愿者们，感谢一直以来给予我们的信任和支持的捐款

人、合作伙伴、政府官员、学校和老师，愿孩子的笑脸能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星光和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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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满天星
ABOUT STARS

项目评审委员会 理事会

首席运营官

首席执行官

监事会 顾问委员会

阅读推广中心 阅读研究中心 品牌筹资中心 信息发展部 人力中心 综合管理中心

登记注册信息
名称：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5589516068D
社会组织类型：民办非企业单位
注册资金：3万元
法定代表人：梁海光
成立时间：2012年1月成立时间：2012年1月

联络信息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小洲东路瀛园小区乐雅堂二
楼（瀛洲生态公园斜对面）
邮编：510320

 

机构顾问
陈卫东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研究辅导部主任，广东图书馆学会秘书长，项目发展顾问

陈菊芳  原暨南大学教师，阅读研究顾问

胡传建  联合思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品牌顾问

尹　忱  中国国际青年旅舍秘书长，机构发展顾问

陈　超  博拉广州总经理，品牌传播顾问

朱   丹  博拉广州，品牌传播顾问 朱   丹  博拉广州，品牌传播顾问 

张熙婧  广州华阳小学副校长，阅读推广顾问

邱　璐  京天下溪公益图书中盘负责人，书目顾问

刘宝明  原中国世界宣明会资深工作人员，监测评估顾问

郭婷婷  ABC美好社会咨询社人力资源业务线合伙人，HR及战略发展顾问

 

理事会监事会
谭俏梅  理事长

毛   晨  副理事长

郝   佳  副理事长

梁   科  执行理事

机构组织架构

宋俊文  执行理事

关丽明  执行理事

梁海光  执行理事

洪   毅  监事长

蔡伟强  监事

宋   超  监事

执行团队
梁海光  首席执行官

黄凤平  首席运营官

姚   崧  品牌筹资中心主管

唐   琴  品牌筹资中心项目经理

严明威  品牌筹资中心专员

庄子悦  品牌筹资中心专员庄子悦  品牌筹资中心专员

吴   哲  阅读研究中心主管

龙素云  阅读研究中心副主管

陈惠兰  阅读研究中心副主管

刘   燕  阅读研究中心项目专员

朱少娴  阅读推广中心区域主管

方婉骅  阅读推广中心项目专员

谢勇东  阅读推广中心社区馆总馆长

梁颖梅  阅读推广中心兴仁图书馆馆长

郑燕芳  信息发展部主管

陈小清  人事行政主管

张家源  人力中心专员

公益
图书馆

阅读推
广活动

阅读联
盟专案

阅读课
程研发

书目库
研究

教师发
展培训

品牌
传播

资源
筹集

图书借
阅平台

阅读社区

人员
招募

培训
管理

星友会

财务

行政

法务



1. 确立新三年战略方向，支持和推动儿童阅读领域发展
     2017年10月15日，2017年满天星公益第四次理事会通过了关于     2017年10月15日，2017年满天星公益第四次理事会通过了关于

2018~2020年的战略发展方向的提案，确定了未来三年满天星公益的发

展方向。未来三年满天星公益重点关注机构的专业和可持续，除了深耕自

营儿童阅读推广项目外，还会为儿童阅读领域的其他机构提供经验、资源

、渠道和技术上的支持。同时，机构未来三年会在数据化和新媒体上进行

更多的尝试。

2. 郁南县阅读联盟成立，县域合作再拓版图
      2017年5月31日下午，郁南县教育局、郁南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7年5月31日下午，郁南县教育局、郁南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满天星公益在都城镇锦江小学联合举行了郁南县儿童阅读指导与推广联盟

启动仪式。联盟是由郁南县小学自愿结盟的、非营利性的、致力于郁南县

阅读教学和图书馆建设的交流合作平台，联盟成员由郁南县已建满天星公

益图书馆的学校，以及其他有意愿推动书香校园建设的乡镇小学组成。目

前，共有48所小学申请加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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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年大事记
BIG EVENTS 

3. 乡村图书馆新模式，首批共建馆落成
      2017年，满天星公益建成了新兴县新城镇西街小学、郁南县都城镇锦江

小学两所先行共建馆。共建图书馆针对县城大规模小学，且有加强图书馆及书

香校园建设需求的学校，满天星公益采取共建模式，即合作双方共同拨出建馆

预算的一半资金投入图书馆建设及运营。在这两所先行共建馆的示范带头作用

下，今年有40余所乡村小学提出建馆申请，其中多数为共建馆申请。

4. 培养乡村教师，为孩子阅读的点灯人加油
     为发掘更多有潜力进行阅读指导的教师，进一步关注教师们的成长，

2017年，满天星公益共选拔出20名儿童阅读指导种子教师进行培养。同

时举办1场阅读指导课教学比赛、3次阅读示范课进校园活动、192场书香

班级阅读活动等，为新兴县、郁南县460余人次老师、7850余名学生提

供精彩纷呈的阅读盛宴。

5. 首次品牌授权，童书乐捐计划三地成功开展
     2017年，满天星公益授权广州、深圳、南宁地区本地NGO，联合各

大企业、学校、公共图书馆、社区和媒体，共同为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小学

开展第三届童书乐捐童书募集活动。本次活动共募得有效二手童书数量

51,013本，受益点超过100个，覆盖广东云浮、清远，广西百色、南宁、

北海，云南玉龙县、安徽淮南等地区，受益师生超过35,982人。

6. 搜集广州阅读资源，广州阅读地图发布
     4月1日，满天星公益携手广州图书馆、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

司，在广州购书中心正式推出纸质手绘版阅读地图。4月22日，在广州图

书馆报告厅发布了2017广州阅读地图（电子版）1.0版本。

7. 阅动羊城大型徒步筹款活动顺利举办
     12月16日上午，1200多名广州市民在广东科学中心共同参加了2017富力

·阅动羊城大型公益徒步活动，为城乡儿童阅读公益筹款。截至12月29日，本

次阅动羊城共筹得善款15万余元。

8. 参加腾讯99公益日筹款193万余元
     截止9月9日下午6点，满天星公益上线的四个项目共筹集了

1937749.54元善款（其中爱心公众捐款1,029,054.02元，爱心企业和

腾讯基金会配捐908,695.52元），共有2900余人次发起一起捐，5459

人次完成了捐赠。

9. 星囊计划顺利结束，派发近万个星囊
     2017星囊计划，共向位于贵州省、广东省的47所乡村小学派出

9,023个星囊，点亮了9,000多个阅读梦。其中，81位星囊大使筹得的

86,000余元，为1,081儿童带来了属于自己的星囊。

10. 2017阅读推广夏令营顺利开展
    2017年满天星公益阅读夏令营于7~8月在11个项目点开展夏令营活

动（其中贵州省黔东南州3所、广东省云浮市7所、广西兴坪镇1所），共

服务学生597人，参与志愿者145名。

STARS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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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矩阵
READING PROMOTION 

       2017年，满天星公益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矩阵不断更新观念，适应变化，对项目进行了迭代

升级。“公益图书馆”第一次打破传统的项目运作模式，用顶层设计加项目学校的“轻资产”运

作方式，开启了图书馆项目的新形式；“教师培养计划”对项目进行了改造升级，拓宽并改善了

教师培训资源；“阅读推广活动”和“星囊计划”通过日益紧密的企业合作和资源联动，给公益

活动赋予了更多的社会价值，让公益真正活起来！



项目受益人群
      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小学以及乡村社区或流动人口社区。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满天星公益已建有图书馆71所，

其中39所图书馆已进入稳定期，具有自行运营图书馆的能力，

还有20所图书馆正在积极学习图书馆运营能力。

71所公益图书馆
43977本新书
广东省新兴县  郁南县
贵州省剑河县

项目简介
      满天星公益目前共有两种公益      满天星公益目前共有两种公益

图书馆类型，分别是与乡村小学合

作建设运营的小学图书馆（简称小

学馆）以及与乡村社区或流动人口

社区组织合作的社区图书馆（简称

社区馆）。

      在建立新的图书馆之前，满天      在建立新的图书馆之前，满天

星公益会对每个潜在项目点进行严

格的考察并需要经过项目评审委员

会审批，既要考虑项目点的建馆需

求，也要评估项目点的运营能力，

以保证图书馆建立后能得到充分利

用，对受益人真正发挥作用。

      满天星公益图书馆项目为三年      满天星公益图书馆项目为三年

项目制，图书馆建成后，满天星公

益持续跟进图书馆运营情况，定期

回访考察项目点，每年进行图书馆

升级工作，开展阅读冬夏令营、阅

读推广周、教师培养等活动，并持

续研发儿童阅读书目、阅读课程、

阅读活动方案，以支持阅读推广工阅读活动方案，以支持阅读推广工

作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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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图书馆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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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图书馆

申请条件：
1. 底线要求

（1）所在地属于欠发达地区；

（2）适合学生阅读的课外图书人均不足1本；

（3）学校能提供面积不少于48平方米的场地；

（4）同意并签署《满天星公益图书馆协议》。

2. 当地参与性2. 当地参与性

（1）学校能按时完成建馆期间的各项筹备工作；

（2）如实提供学校相关信息；

（3）粉刷图书馆室内墙壁；

（4）接收物资并运输到学校；

（5）按要求安装图书馆各项设施及布置图书馆。

（6）学校愿意安排1-2名管理员老师负责图书馆后期运营；

（7）学校每班每周至少有一节阅读课；（7）学校每班每周至少有一节阅读课；

（8）学校承诺每天至少开放2小时供学生阅读外借图书；

（9）学校承诺每月学生平均借阅量不少于3本；

（10）学校管理员老师承诺能够积极配合反馈每个月

的图书馆使用情况；

（11）学校能积极协助我们在校内开展的阅读推广活

动；

（12）协助安排好志愿者食宿行；

（13）协助好关于阅读推广活动的校内通知；

（14）老师愿意听课并交流心得。

3. 项目可行性3. 项目可行性

（1）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支持建馆并认同满天星理念；

（2）学校领导、老师支持建馆并认同满天星理念；

（3）该学校在3年内没有接受过相同捐赠行业的捐赠

行为。

4. 项目可持续性

（1）当地政府部门与满天星公益签订三年协议；

（2）捐赠方有意愿针对该项目点持续捐赠三年；（2）捐赠方有意愿针对该项目点持续捐赠三年；

（3）学校3年内不会被撤并。

实施流程

运营流程

整改

正式
开馆营运

合格

合格不合格

线上发放
建馆申请表

学校填写
申请表

建馆工作
筹备及分工

现场验收

初评并定制
考察计划

实地考察并
形成报告

项目评审
委员会评审

确定
建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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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支持公益图书馆？
扫描左侧二维码

图书馆的故事
       2017年建馆期间，满天星公益的建馆人员来到新兴县官       2017年建馆期间，满天星公益的建馆人员来到新兴县官

洞小学，完成开馆前的验收工作，当时安排了一些学生整理图

书。在休息时间，孩子们没有离开，反而拿起了旁边的新书阅

读，有些坐到了桌子旁边看，有些直接就把凳子搬到了书架前

面坐着。坐在桌子旁边的那几个女生一直在和旁边的伙伴分享

自己这本书哪里好玩。有个女生拿到书之后表情不断在变化，

先是期待、紧张，然后吃惊、赞叹、满足，沉醉其中，不停地

发出了各种声调“哇~”，丝毫没注意到摄影师的镜头。发出了各种声调“哇~”，丝毫没注意到摄影师的镜头。

       在新兴县枫冼小学，有一次学校收到满天星公益寄来的

500册图书，快递员还没来得及把书搬下来，同学们都已经争

先恐后地抢着要帮忙搬，还说要马上看。在书籍还没录入系统

前，是不能外借的。当时馆长董老师需要准备教学比赛，还没

时间录入，就对孩子们说，下个星期才可以录入后再借出。放

学后，当董老师送完学生出去，回到图书馆想要关灯关门时，

看到三五成群的学生正在摆弄新书，有的给图书贴新的标签，

有的贴保护膜，电脑前还有两个同学在把新的图书录入系统。有的贴保护膜，电脑前还有两个同学在把新的图书录入系统。

他们一直弄了差不多三个小时，五百册书都录入系统了，尽管

当时已经七点多了，每人还是要坚决把书借回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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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县簕竹中心小学图书馆 

剑河县南加小学馆 剑河县岑松小学图书馆

剑河县敏洞小学图书馆

联合学校，共建儿童友好阅读环境
       公益图书馆已历经多次的更新迭代，并衍生出诸如开放书吧等校园图书馆配套项目。2017年，满天星公

益与一些资金较充裕的乡镇学校合作，双方共同拨出建馆预算的一半资，金投入图书馆建设及运营。

共建模式对图书馆的运营管理能力要求高于普通小学图书馆，其至少需要容纳一万册以上藏书，使用科学的图

书分类及上架方法，以电脑借阅系统进行借阅管理，并有明确的功能分区，能兼顾大型藏书空间和阅览空间，

开展阅读课和阅读活动等功能。

       未来满天星公益将继续与乡镇学校合作，建设更多共建馆，作为当地的阅读资源交换中心，支持各村小图       未来满天星公益将继续与乡镇学校合作，建设更多共建馆，作为当地的阅读资源交换中心，支持各村小图

书馆的提升与发展。

扫一扫
了解建馆大业

数据为先，着力升级借阅平台，提升图书利用率 
       在数据化与信息化的社会背景下，2017年满天星公益为下辖71所图书馆升级了图书借阅平台。此

次升级简化了操作流程，图书馆管理员可以更加快捷高效地完成图书借还的操作，也进一步缩短了管

理员的培训时间。今后，借阅平台仍会不断优化，以实现更多利于项目的需求。

公益图书馆
PUBLIC LIBRARY 



项目简介
      满天星公益教师培养计划通过为乡村教师及学校组建乡村儿童阅读联盟、研发阅读课程及阅读活动

工具包、提供学习交流平台，从而培养更多一线的乡村阅读推广人。满天星公益通过开发小学阅读课程

以及阅读推广活动工具包，组建县域阅读推广联盟，组织各校校长、图书馆老师及语文老师进行培训，

并给予持续的激励和运营管理等各方面的支持，从而提高乡村教师对儿童阅读推广的认知，同时掌握阅

读推广的方法和技能，帮助他们成为乡村儿童阅读路上的引导者和陪伴者。

项目受益人群
      新兴、郁南阅读指导联盟

校的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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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名种子教师

192班次书香活动

培训教师460余人次

教师培养计划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助力乡村儿童阅读，大力推广教师培养
       我国乡村教师总量不足，水平参差、人员流失严重。在国家对乡村教师的政策支持外，满天星公

益在联盟内，以及贵州的项目学校，开展教师培养计划。满天星公益发现，新上岗的馆长对工作感到

迷茫、大批老师不能很好地使用图书馆、学校缺少把图书馆纳入工作计划的意识、年轻老师想知道如

何提供阅读指引、开展阅读课程和活动。针对现状，项目瞄准教师需求，采取多样化手段，实现乡村

教师的跨越式成长。项目已经与新兴、郁南县联盟达成合作共识，共同探索乡村教师的培养之路。

小学阅读课程开发与培训
      基于一线乡村教师对于阅读课程需求和当地学生兴趣的分析，满天星公益结合阅读联盟学校当地的

特色，加入了以优秀中国原创绘本、云浮特色文化为蓝本的阅读课程教案，设计了以中国传统水墨画、

农耕文化、传统节日、云浮宗教与美食等为主题的内容。除了为教师们提供现成教案外，还准备了配套

课程使用的《学生阅读手册》、课堂PPT、视频、音频等工具，丰富课堂形式与内容。同时每个学期都

将安排示范课让教师们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

联盟支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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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地方政府，结合公共资源，打造县域书香校园
      2016年，满天星公益与新兴县教育局、新兴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成立新兴县儿童阅读指导

与推广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在满天星公益与新兴县联盟的示范作用下，2017年，郁南县教育

局、郁南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与满天星公益成立郁南县儿童阅读指导与推广联盟。

       儿童阅读指导与推广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是由县域内小学自愿结盟的、非营利性的、致力       儿童阅读指导与推广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是由县域内小学自愿结盟的、非营利性的、致力

于阅读教学和图书馆建设的交流合作平台，联盟成员由已建满天星公益图书馆的学校，以及其他有意愿

推动书香校园建设的乡镇小学组成。

      据统计，目前两县联盟已有102所小学加入，极大提升了县域的书香氛围。

教师培养计划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教师培养计划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组织书香校园活动
      通过推荐活动方案及奖品，鼓励教师从其中选择一个（或自行提供其他活动方案）的方式开展书香

班级活动，旨在在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的同时，提升教师对阅读课程的认可度和自身价值，从而使其

在工作中更多发挥“阅读引导者”身份，用心引导每一个学生。

选拔培养种子教师
      伴随满天星公益阅读课程和阅读指导活动的逐步推进，一批具有儿童阅读指导能力的老师们也逐步

成长起来。为了发掘更多有潜力的教师，创造更大的成长、发展平台，让老师们成长为儿童阅读指导的

思考者与行动者，新兴县教育局、郁南县教育局和满天星公益开展阅读指导与推广种子教师培养计划。

目前，两县共选拔种子教师20名。

枫冼小学                  董桂嫦

州背小学                  叶天娇

新城镇中心小学         江婉莲

车头小学                  梁秋玲

铁洞小学                  吴静怡

五一小学                  黄小英

沙湾小学                  沙湾小学                  叶卓谏

东震小学                  黎世香

种子教师名单

官洞小学                   冯丽清

锦江小学                   余丹雯、卢水容、

                                叶焕英、陈清清

锦枝小学                   李映嫦

西江实验学校             申少华、彭国巧

宋桂镇中心小学          叶胜华

建城镇中心小学          建城镇中心小学          张莹莹

千官镇中心小学          张雪冰

代表人物
      枫冼小学校长张雪映

      在20年的教职生涯中，广东云浮乡村教师张雪映老师努力推动阅读教育。从工作15年的云浮

市新兴县新城镇黄岗小学，到同镇枫冼小学担任校长，任教语文科的她逐渐相信：“阅读就是给语

文插上了一双翅膀。” 

      张校为图书馆设立了图书管理员和读书加分两个制度，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阅读热情。同时，      张校为图书馆设立了图书管理员和读书加分两个制度，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阅读热情。同时，

张校每年还会带头组织秋天的故事比赛和春天的读书节，以满天星公益支持的图书馆和书香校园活

动资源为基点，在全校鼓励学生们去阅读。

更多故事，

扫描右侧二维码查看

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支持乡村教师？

扫描右侧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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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囊计划
READORA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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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3个星囊、17920本新书、47个学校

项目简介
     星囊计划是由满天星公益发起，为改善欠发达地区儿童阅读环境而设立的公益项目。该项
目通过向孩子派发装有优秀儿童读物及辅助学习用品的阅读锦囊，同时结合阅读推广活动，培
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

项目受益人群
     满天星公益在运营项目点学校1-6年级的学生
     新兴、郁南阅读指导联盟内部分学校的学生
     在2017年，满天星公益共向位于贵州省、广东省的47所乡村小学派出9,023个星囊，点
亮了9,000多个阅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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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阅读手册
      根据1-6年级学生的阅读习惯，满天星公益将阅读宝藏细分至1-6年级的6个版本，使其更

切合不同年级学生的阅读需求，并配合阅读推广课程，更好地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及习惯。

星囊计划
READORA PROGRAM 

项目实施流程

星囊物料
     一个标准的星囊里面包含了两本优秀儿童读物、图画本、学生阅读手册、笔记本、彩色
铅笔、折纸、书签和笔等。

学校自行申请       物资采购          打包分拣          寄送发放          回收反馈

各年级配书标准
     星囊配书以符合儿童阅读水平、丰富儿童阅读种类、促进儿童进行阅读交流为原则，为

每个年级分别配置相应书单，并且控制副本数量，为孩子们创造交换图书的环境。

     以下是各个年级分类的基本标准：

     三年级：一类发展动手或动脑能力的图书，如：迷宫、折纸、脑筋急转弯。另一类是经

典童话故事，有注音的读物、经典绘本。如：安徒生童话故事。

     四年级：一类发展创意或动手能力的图书；另一类是包含儿童诗歌，短篇小说，如：叶     四年级：一类发展创意或动手能力的图书；另一类是包含儿童诗歌，短篇小说，如：叶

圣陶《稻草人》、萨尔登《小鹿斑比》等。

     五年级：一类游戏故事书或实验教程图书；另一类是社科或自然科普相关的故事作品，

如：神话故事系列，名家名篇大奖作品。

     六年级：一类是中外经典名著，如：《格列佛游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另一

类游戏故事书或实验教程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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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囊计划
READORA PROGRAM 

受益人感言
     两本图书、阅读宝藏、回音卡、各种文具和绘画工具……一切对她来说，既新奇又不陌生。

     早在2014年9月，小浠就已经与满天星公益图书馆结缘。当时的她正在利用课余时间学

习芭蕾，当她第一次进入满天星公益图书馆，就被“那充满知识的城堡”迷住了。其中《大脚

丫跳芭蕾》这本图书更是令她爱不释手，她被贝琳达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坚持不懈的精神深深

感动了。“

      自从领到星囊后，我更加喜欢看课外书了。因为看课外书是一件快乐的事，看课外书能      自从领到星囊后，我更加喜欢看课外书了。因为看课外书是一件快乐的事，看课外书能

给我带来很多乐趣。”对小浠来说，星囊就意味着一个阅读习惯，让阅读得以成为一件很快乐

的事情。

     去年9月份，小浠还主动成为了满天星公益图书馆的学生管理员，学会了整理图书、修理

图书、加工图书、借还图书，体会到劳动带来的欢乐和成就感。

—— 连滩镇中心小学学生杨雨浠

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支持星囊计划?

扫描右侧二维码

月捐大使

     “入圈” 4 年多，身边还是不少人“

好奇”，我做什么，可能更多的是关心我

的“未来”。

      不过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也与“未

来”有关：孩子成长，成为社区的一员，

可能是我的或者我孩子的同事、邻居……

他们生长的如何，就是我生活的未来。

      因此，我邀请你一起加入满天星公益      因此，我邀请你一起加入满天星公益

的月捐计划，成为乡村儿童成长路上的天

使投资人，一起投资我们的未来。

     我坚持每月参与满天星公益的月捐，

和志愿者们一起冒雨背着书上山，在青年

旅舍建公益图书馆……我是阅读的受益者，

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成为阅读

的受益者和保持者。

      或许我的力量非常小，所做的事情并      或许我的力量非常小，所做的事情并

不能改变乡村孩子的命运，但是，我和一

群有相同理念的人，坚持做一件我们认为

对的事情。说不定，一本书就改变了孩子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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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广活动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项目简介
      阅读推广活动以开展阅读课程和阅读活动为主要内容，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和阅读兴趣阅读
习惯，是图书馆的日常服务内容之一。现已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形式包括阅读体验日、阅读推广
月、阅读冬令营、阅读夏令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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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支持阅读推广活动？
请扫描左侧二维码

阅读推广活动

特色阅读课程 / 活动
      阅读夏令营项目借鉴前期的成功经验，继续探索并创新阅读课程体系，在优化以

往美文吟诵、主题故事会、阅读大发现、图书馆认知课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班级读

书俱乐部等全新的阅读课程，有效提升了学生与学生之间、书籍之间以及图书馆之

间的连接。此课程已在满天星公益项目点内、其他阅读推广活动中进行推广。

      阅读研究中心对夏令营项目和课程进行了学生满意度调查，有93%的学生表示      阅读研究中心对夏令营项目和课程进行了学生满意度调查，有93%的学生表示

喜欢或非常喜欢本次夏令营。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STARS

附课程简要介绍：
      美文吟诵：通过模仿音频中的语音语调，让志愿者带领学生在吟诵的音调中感受

文本的丰富意境；

       主题故事会：结合戏剧表演，增强学生主动与文本连结，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阅读大发现：提高学生对阅读主题的关注及对学习的主动性；

      班级读书俱乐部：通过暖身活动、导读+阅读活动、讨论活动及延伸活动，增强      班级读书俱乐部：通过暖身活动、导读+阅读活动、讨论活动及延伸活动，增强

学生主动与文本的连结，提高学生表达自我的积极性；

       图书馆认知课：提供优质图书，为项目点儿童提供一个集安全、舒适、便利和趣

味的阅读环境。

课程目标：
      1. 激发和保持乡村儿童渴望阅读的态度。以丰富的阅读素材、多元的课程活

动类型、趣味有意义的参与体验，让学生感受乐趣和意义，越读得多越想读多。

      2. 发展乡村儿童的图书馆利用能力、阅读素养能力、资讯素养能力，培养自

主学习者。学生通过图书馆利用教育课程学会使用图书馆资源，通过主题故事会

在阅读中学会阅读，通过阅读大发现锻炼分析解决和合作沟通。

      3. 乡村儿童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行为、价值观等有更为深入的认识，掌握      3. 乡村儿童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行为、价值观等有更为深入的认识，掌握

自我察觉的方法并从中收获成长。以故事会上的主题探讨、故事有约中的个人分

享、志愿者对学生的关心与支持，感受出色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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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阅读资源共享平台
READING RESOURCE PLATFORM  

      经过多年的发展，满天星公益在业内已初具影响力。满天星公益通过连接

具有大流量、高知名度的品牌和机构进行深度合作，共同发起和组织“童书乐

捐计划”和“阅动羊城”，截止2017年底，共联合了54家企事业单位，筹集

481793.6元资金，募集51,013本新旧童书。同时，利用移动互联网思维搭建公

益界价值分享平台，让乡村学校（受益人）、城市企事业（资源提供者）可以

相互连接，构建一个更加活跃的公益生态圈。



2017童书乐捐
计划

51,013本有效二手童书

116家合作单位

287,591.7元新书善款

超过100个受益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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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童书乐捐计划（以下简称“童书乐捐”）是一次以“分享童书分享爱”为主题，为欠发达地区乡

村小学开展童书回收和新书善款募集的大型公益活动。活动连接各大公共图书馆、企业、学校、社区

和媒体共同参与，为乡村儿童送去优质图书资源，丰富乡村儿童阅读资源。

图书捐赠的标准：
      1．适合3-12岁儿童阅读的童书

图书种类：（1）必须是课外图书。（2）八成新以上。（3）装帧良好。

图书品相：大涂鸦处不超过5处，小涂鸦处不超过10页，装帧不脱页、不松散，封面封底完好。

       2．建议捐赠的图书种类：图画绘本、童话寓言、卡通漫画、益智读物、儿童文学、经典名著、

名人传记、科普百科、工具书等。

      3．不适宜捐赠的图书种类：不需要教材、教辅、报刊、有破损污渍以及其他不适合青少年儿童      3．不适宜捐赠的图书种类：不需要教材、教辅、报刊、有破损污渍以及其他不适合青少年儿童

阅读的书籍。

开放品牌授权，打造“爆款”活动
      2017 年，童书乐捐依托活动的专业性和良好的口碑，吸引了更多商业领域的专业合作伙伴为

童书乐捐提供品牌背书、专业分工等支持，为童书乐捐的顺利执行打下坚实基础。本次活动在三

个地区共同执行，不同机构与组织通力协作。其中活动组织单位27家，募书合作学校52 家、11个

合作NGO、志愿驿站26个。活动期间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获得媒体报道142次，参与童书募集

以及新书款募集的公众超过了44万人次。

搭建价值交换平台，有效链接资源
      2017年，满天星公益进一步拓宽童书乐捐的服务范围。结合项目的系统化管理，连接城市有

捐赠意愿的企业、家庭和乡村有图书需求的学校、图书室，搭建二手童书资源平台。

     本次活动的受益点超过100个，覆盖广东云浮、清远，广西百色、南宁、北海，云南玉龙县、

安徽淮南等地区，受益师生超过35,982人（部分受赠地点为社区公益图书馆，故受益人数未能统

计具体人数）。

分类                                          渠道                                      数量（人次）

微信阅读量                                                    21,131

腾讯乐捐捐步参与人数                                   184,143

滴滴捐里程                                                   186,404

线下活动影响人数

滴滴捐里程                                                  186,404
企业                                                              1,350
学校                                                            26,000
志愿者驿站                                                    22,200
中海誉城现场活动                                             100
中国小金钟·童梦王国现场活动                            1,500
合计合计                                                           442,828

线上影响人数



打通优质资源，让行走更有力量
       因与财富论坛不期而遇，2017阅动羊城的人数规模和路线均减半，但作为广州本土品牌大型城市公益徒

步活动，依靠过往良好的口碑和活动体验，得到富力地产、中国平安广东分公司等在内的27家企事业单位的

支持，吸引1200多名市民参与行走，共计完成194201.90元的善款捐赠，捐款人次达3529。

设立基金池，共建儿童阅读公益生态
      2017年，阅动羊城所筹到善款将全部归入阅动羊城儿童阅读公益基金池并由广州市慈善会统一管理。筹

款截止后，举办儿童阅读公益项目大赛，向社会公开征集儿童阅读类公益项目，通过专家、公众评审后将善

款直接拨付给优秀儿童阅读公益项目，支持其项目开展，营造良性的儿童阅读公益生态环境。

整合广州阅读资源，打造书香羊城
      满天星公益联合广州图书馆、海珠区少儿图书馆、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广东广播电视台经济频道等多

家单位，在11月26日至12月9日期间，举办4场亲子故事会，到场家庭人数逾 400 人。在12月16日徒步活

动当天，联合晓阅图书馆、帮帮龙共同设立3个阅读体验摊位，提供手描甲骨文、彩绘脸谱、阅读之路大富

翁、变形玩具等多种阅读体验游戏。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特邀赞助单位 战略合作媒体

冠名赞助商

承办单位

项目简介
       阅动羊城是一项针对儿童阅读类公益项目的大型公益徒步筹款活动，通过当下最火热的“慈善 + 徒步”

方式邀请广大市民参加，为儿童阅读公益筹款，旨在倡导公众身体力行参与公益活动，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关

注公益和支持公益，营造良好的全民公益氛围。我们期待通过打造这场阅读主题的公益嘉年华，推广阅读的理

念，让全民能够了解阅读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趣味性，让更多人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阅动羊城
WALK FOR READ

37/38

194,201.90元善款                 3529捐赠人次

1222人报名参加                     27家合作单位

爱心赞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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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报告
INFLUENCE REPORT

       2017年，满天星公益捐赠收入达381.8万元，捐赠人和我们一起创造了机构年度募款总额同比增长34%的

佳绩。

       一方面，继续发展多元化筹款渠道，围绕月捐、网络筹款、线下活动筹款展开运营；在优化募款产品的同时，强调

对捐赠人的价值挖掘，打破单向的捐赠人服务，发展为双向的捐赠人价值延展。

      另一方面，开始系统搭建捐赠人服务体系，对相关捐赠行为数据进行积累和开发。ANNUAL REPORT
满天星公益青少年发展中心



筹款影响力
FUNDRAISING INFLUENCE 
历年捐款收入统计

 年份                  总收入

2012               885358.93

2013              1456795.27

2014              1695280.31

2015              3258332.68

2016              2877720.89

互联网众筹：大家在一起，就会了不起
      2017年9月7日-9日，满天星公益参与腾讯99公益日。

上线的四个项目共募集了1,937,749.54元善款（其中爱心公

众捐款1,029,054.02元，爱心企业和腾讯基金会配捐

908,695.52元），2900余人次参与发起了一起捐，共计获

得5459人次捐赠支持。

      2017年12月28日-31日，满天星公益携手滴滴出行和亚      2017年12月28日-31日，满天星公益携手滴滴出行和亚

马逊挚爱阅读发起“移动图书馆”公益活动。通过H5发起号

召大家1元购书捐出善意，借助公益明星王珞丹，公益作家李

淼、李尚龙等的影响力，共筹得善款135759.06元，捐款人

次超过2000。

行为公益：让公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017年4月，满天星公益在腾讯益行家上线     2017年4月，满天星公益在腾讯益行家上线

“点亮乡村儿童阅读梦”项目，通过联合龙光慈

善基金会，携手184143位益行家捐出22.72亿

步，兑换募得226335.33元。同期，滴滴出租车

发起捐赠里程活动，搜狐新闻客户端发起阅读时

长兑换图书活动，累计覆盖人数超过44万人次。

捐赠人服务
      2017年，满天星公益进一步提升捐赠人服务体系。结合项目执行的系统化管理，定期为

捐赠人提供台账信息，汇报善款使用情况及项目进展，做到透明高效。同时，结合捐款企业及

项目层面志愿者的需求，以“志愿活动”及“项目回访活动”的形式展开项目体验。分别携手

君悦酒店、美国银行、美银电子、保利投顾等企业伙伴，组织了星囊派发、阅读体验日、年会

等各系列活动超过30场活动，让捐赠人的价值延展到项目的更多方面。

附2017年筹款大事记

筹款时间段

2017/02/11-
2017/02/15

2017/04/01-
2017/05/30

2017/04/28-
2017/06/172017/06/17

2017/06/30-
2017/09/20

2017/08/31-
2017/12/31

2017/12/16-
2017/12/31

2017/12/28-2017/12/28-
2018/12/31

活动名称

元宵献书灯，点
亮一个梦想红包

童书乐捐

阅读夏令营志愿
者筹款

星囊大使/星囊星囊大使/星囊
小天使

99公益日

2017阅动羊城

滴滴X亚马逊"让
知识流动起来“

筹得金额

18984.08

287591.7

86371.86

86694.43

1985240.18

194201.9194201.9

135759.06

捐款人次

444

442,828

4181

987

5653

35293529

2000+

支持项目

满天星公益图书馆

满天星公益图书馆

阅读夏令营

星囊计划

满天星公益图书馆/教
师培养计划/借阅信息师培养计划/借阅信息
平台/青年人才计划

/

满天星公益图书馆

扫一扫，
关注【月捐计划】

合作单位

火堆平台

深圳青基会
龙光集团

火堆平台

深圳爱
佑未来佑未来

广州市
慈善会

中国少年儿
童基金会、
滴滴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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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影响力
BRAND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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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品牌概述 
    满天星公益重视品牌的塑造，并认为这是推动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支点之一。通过借助移动

互联网科技，加强自媒体传播平台能力，在社会上及行业内树立起清晰的品牌形象，获得良好

的业界口碑。同时，这种品牌也与基金会业务相辅相成，进一步促进满天星公益在筹款、对外

合作、新项目开拓等方面的快速发展。

      2017年，满天星公益共举办大型品牌类活动7次，得到超过20家主流媒体的关注报道，      2017年，满天星公益共举办大型品牌类活动7次，得到超过20家主流媒体的关注报道，

全年各类媒体发布与满天星公益相关稿件超过80篇。自有平台推送图文消息获得278,847人次

的阅读量。

自媒体平台
网站

     2017年，满天星公益对官网进行了周期性更新，每月工作简报、实时善款收入情况和支出

清晰展示；年报、工作报告、审计报告随时更新；新闻动态、活动信息全面了解更加精彩。全年

IP访量20405，PV浏览量109695。

新媒体

      2017年，满天星公益微信公众平台重新规划升级，将受众人群划分为有阅读指导需求的父      2017年，满天星公益微信公众平台重新规划升级，将受众人群划分为有阅读指导需求的父

母及有公益需求的青年人，通过“满天星儿童阅读”及“满天星公益”，为两个群体提供差异化

内容，提高满天星公益在不同群体中的知名度。截止2017年12月31日，满天星儿童阅读公众号

年度推送183篇，总阅读量205494人次；满天星公益年度推送73篇，总阅读量63243人次。

品牌活动
      2017年9月至11月上旬，满天星公益图片展顺利在广州医科大学、暨南大学（石牌校区）、

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东风路校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北校区）、广州青年之家以及

图书馆学会年会进行展览。通过一系列活动照片，根据舆情监控结果统计，受众基本覆盖各展出高

校学生，保证了较好的覆盖率和到达频次。满天星公益在青年人群体中的影响力获得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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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随着各类活动业务的逐年增长，志愿服务人次和志愿服务时数同比不断提升，共有999人次

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总计提供了876天32400个志愿服务时，遍及阅读夏令营、童书乐捐、

星囊计划及阅动羊城等各类项目。在数量提升的基础上，满天星公益在同时关注志愿者能力培养

体系建设、志愿服务流程优化等方面，积极创造良好的服务氛围和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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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推动柔性管理，关注人本身的发展

      满天星公益信奉“关注人本身”的理念，力图回应志愿者个人的情感需求和价值实现需求。

强调志愿者服务过程中，在保证志愿者服务质量的前提下，让志愿者有所收获并实现个人成长，

学会关爱支持、学会同理陪伴、学会团队协作、学会主动参与、发展成为有担当、爱公益、爱学

习、懂谦虚的青年人。

划分志愿者类型，多样化人员管理
      满天星公益大部分志愿服务活动以项目制为主，志愿服务依据项目开展周期及需求而定，在这

一条件下，各类项目间的志愿服务管理重点有所不同。

      针对项目服务期限长的志愿者，工作重点方向在于志愿者的培训和发展，如结合理论培训和实

践历练，培养专业技能、赋予项目执行权、进行督导支持等，此类项目有青年公益领袖志愿者、阅

读夏令营志愿者、兴仁馆志愿者等。

      针对项目期限短的志愿者，则以完善志愿服务过程管理为重点，做到岗前培训、岗中指导、岗      针对项目期限短的志愿者，则以完善志愿服务过程管理为重点，做到岗前培训、岗中指导、岗

位总结反馈等工作，此类项目有童书乐捐、其他品牌筹资志愿服务活动等。

志愿者人数

66

131

145

16

358

180180

66

293

8

44

591

17

88

20

5

50

活动周期（天）

34

386

29

1

450

6262

35

17

8

63

268

83

1111

140

7

158

时长

  1886

5472

20396

80

27834

855855

589.5

1752

29

225

3746.5

296

104104

435.5

280

819.5

大类

传统主要志愿服务

短期志愿服务

专项志愿服务

项目

青年公益领袖

兴仁图书馆

阅读夏令营

阅读体验日

小计

童书乐捐童书乐捐

星囊计划

阅动羊城

图书借阅系统

其他

小计

公益图书馆

课程研发课程研发

阅读地图

星友会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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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2017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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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THANK YOU

感谢以下机构和个人2017年对满天星公益的大力支持

海珠区民政局、广东图书馆学会、新兴县教育局、新兴图书馆、新兴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郁

南县教育局、郁南县图书馆、郁南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剑河县教育局、剑河县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

业务支持单位：

美国银行、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北京搜狐新媒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珠海建轩服装有限

公司、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怡高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正图

设计有限公司、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润（深

圳）有限公司君悦酒店、深圳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美银电子、北京爱佑公益发展中心、心和公

益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广东省春桃慈善基金会、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广东省唯品

会慈善基金会、广州市慈善会、北京险峰公益基金会、唐先生、刘芳、杨艾瑛、余钒、梁志成、

陈露、赵曦、郑焕莹、郭雪英、郑铁

爱心支持单位及个人代表：

刘苗、张俊男、钟静茵、陈海斌、张慧、李镇楠、马莉、张晓菲、陈超、李普红、龙贺圣、黄凤

平、郑淑燕、钟思敏、李伟东、关丽明、刘洋航、钟宇玲、邵瑞儿、邓俊蕾、潘洲池、缪玉明、

梁海光、梁耀强、罗杰芝、陈映、乔安润亚、崔燕明、李梦秋、梁洁瑶、张静儿、黄海琪、杨佳

楠、陈惠兰、胡雅娜、白俊杰、潘颖、李安妮、陈锡林、冯振桓、林坚龙、钟锦桃、黄武当、潘

晓春、尹忱、柳爽、陈丽萍、何文妍、马迪纯、邓域臻、邓丽韵、陆晓玲、黄秋彬、马海钦、詹

丽璐、岳营、郑启练、李家辉、谢勋昌、孔铭豪、许小羚、邹伟斌、杨丽柔、李慧诗、邹江、吴

一凡、李玉芹、秦珊珊  、潘颖颖、何晓琳、郑焕莹、罗郁哲、黄秋彬廖梦军、张敏、熊英、

月捐人：



姚崧、刘斌、刘兴琪、龙女塔罗灵气工作室、张慧琪、秦珊珊、吴也、叶倩宇、文立

言、梁娴、梁科、许雪雯、林泽、余钒、叶曼婷、许嘉欣、李丽娜、吴哲、李发蒙、

万万、孙颖、胡晓红、梁桂嫦、魏奕斌、汉子陈、莫桂丽、李萍萍、梁万劲、杨睿、

赵鉴、黄文杰、阿历山大·祖、宋超、蔡卫纯、黄惠真、林丽、张婉珊、樊浩宇、郑

名玲、凌旭峰、刘涵、陈海生、温仪、黄先生、方彩甜、张龙、何龙科、郭建超、郭

润苗、慧莹、陈韵诗、肖鹏、杨珍珍、李珺怡、舒晓非、杜申、汤晓静、奕鸥、曾大

壮、贺佳蕾、李韫桦、梁秀琳、李媚、李枫、许粒梅、末未、澈力格尔、张利红、黄

雅萱、孙翌辰、字存、梁娴 、阮艳华、李小云、樊先生、余宝茵、Lynn、陈伟江、雅萱、孙翌辰、字存、梁娴 、阮艳华、李小云、樊先生、余宝茵、Lynn、陈伟江、

陈炳南、何杰龙、何倩冰、庞太太、陈慧珊、陈芷姗、张惠、伍颖欣、卢美玲、陈景

新、徐晓宁、郝佳、李深、小也、爱德华、解詠琦、林梓恒、菜火火、叶水儿、周惠

明、winter、陈新彬、何金鹏、王怡、黄慧晶、曾庆华、吴颖、肖乐、张罗、雪婷、

杨惠玲、吴林娟、土豆、小恒、刘尚文、江小鱼、王雨橦

（2017年月捐人共317人，其中匿名128人）

月捐人：

BOOK约儿童、CSR环球网、i2mago原象、艾尚佳酒店、滴滴出租车、广东科学中

心、广东省广播电视台、广东省中医院、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广西同心源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广州嶝柏仕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购书

中心有限公司、广州极致健身俱乐部、广州灵动创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少年儿

童图书馆、广州市海珠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广州市海珠区少年宫、广州市香雪亚洲饮

料有限公司、广州图书馆、广州志愿驿站联合会、海珠区图书馆、泓儿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荒岛书店、活力圈、科耐欧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颗粒公益、灵

析、岭南印象园、龙光集团、龙光世纪、龙光物业、美银美林、南宁市少年儿童图书析、岭南印象园、龙光集团、龙光世纪、龙光物业、美银美林、南宁市少年儿童图书

馆、拍好广州影像中心、品骏快递、全思科技、深圳市彩虹花公益小书房、

活动支持单位：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光慈善基金会、深圳市中国少年先锋队工作

委员会、深圳书城?中心城、天力物业、童游、晓阅儿童阅读体验馆、新浪广东、星

火教育、学乐儿童英语、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优范酒店、优逸酒店、原象广

告、越秀区暐杰志愿服务工作中心、中国国际青年旅舍总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中国少年儿童期刊出版社、中海物业、中意人寿保险公司、周

生生（中国）商业有限公司、珠江琶醍、北辰青年、广州伯睿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活动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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