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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寄语 

但由于客观原因，我们在11月不得不寻找一个新的办公场所。而在杨浦区长阳创谷的共享办公 -

创合社区的支持下，我们又搬入了一个时尚而温暖的新家。

另一方面，有 5 位员工在这一年离职了。提供财务及法律协助的匡莉及负责协调课后辅导项目

的徐月莹于暑假期间离职。铺路石最资深的员工韩雯雯在过去的六年参与过机构各方面的工

作，也于八月离职了。另外，项目部 Morgan Banaszek 和负责机构传播的张雪涓也于年底离职。

Morgan 在 2013 年加入我们机构，负责协调上海的英语教学项目，接着凭借自己的能力开始发

展并管理农村志愿项目。张雪涓负责的传播工作在这一年明显提升了机构传播的质量和影响力。

我们非常舍不得她们，同时也很高兴有优秀的新员工加入我们，这同时证明了我们在面对这些

挑战时的抗压性。

今年最大的惊喜来自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他们在五月初通知我，因为我对中国贫困儿童的教育

贡献，获得了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生日荣誉名单上的英帝国奖章（B.E.M）。这是对我工作最大

的肯定，同时这个荣誉离不开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实习生、员工、捐赠者和其他支持者。是大家

共同的力量在过去的 12 年为数以万计的中国儿童提供了更好的教育。

感谢所有为铺路石作出贡献的你们，因为你们，才使我们成长为今天这样出色的机构。让我们

期待 2019 年更辉煌的一年。

                                                                                                            铺路石创始人 / 执行总监

                                                                                                                                 华柯林

2018 年对于铺路石而言是卓越的一年。在专业的

员工团队和数千名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所

有的常规项目顺利运行，并取得了健康而持续的

发展。核心捐赠者的持续支持与其他自我造血活

动的展开减少了我们在其他筹款上所花费的时间

与精力。我们的项目得到了学生们、志愿者们和

教师们热情的反馈，看到项目评估报告的积极产

出，我们备受鼓舞。希望您在阅读接下来的报告后，

会像我一样有所触动。

这一年对我们的挑战也很大。过去的 9 年，我们

很幸运得到了华桥基金会为我们免费提供的位

于长宁区国峰科技大厦的办公区域和培训教室。



英帝国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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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
2018 年 :

在上海和其他 9 个省的 45 个项目点，超

过 1,500 名志愿者通过 支教和互联网为

12,514 名贫困儿童提供了 5,946 节英语

课。

我们的计算机项目（Stepping Up）为上海、

浙江嘉兴和江苏启东地区 873 名随迁子女

提供了 900 节电脑课。

我们为 104 名英语教师提供了专业培训。

我们的爱眼项目为 256 名儿童提供了免费

眼镜。

员工 志愿者

英语学生

课堂

 计算机学生

获免费眼镜的儿童

接受培训的英语教师

18 1,514

12,514 873 104

256
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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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改善中国贫困儿童的教育与综合福利。 

我们的愿景  

让中国所有儿童平等获得优质教育和社会
福利。 

我们的目标 

1.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2. 使学生可以在未来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与

工作机会；

3. 搭建不同文化和群体之间的桥梁；

4. 宣扬有责任感和影响力的志愿者精神。 

铺路石的注册性质 

2013 年 12 月，铺路石正式于上海闵行注

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铺路石的官方中文

名为：上海闵行区华漕铺路石青少年发展

中心。

 

铺路石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不牵

涉任何政治和宗教。 

铺路石是一家注册于中国的非营利组织。

自 2006 年以来，我们一直通过招募和培

训志愿者为中国的弱势儿童教授英语。 

关于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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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

志愿者

铺路石最宝贵的资源是我们的众多志愿

者，他们渴望在中国得到具有高度影响力

的志愿服务机会。 

铺路石的任务是招募、培训志愿者，并给

与他们支持和教学资源，以提供我们受益

人所需的服务。 

我们的志愿者来自世界各地及各行各业， 

包括高中生、大学生和企业员工及退休员

工。 

性别

年龄国别

50+, 4.9%

女性 81.5%

男性 , 18.5%

亚洲 , 12.3%

欧洲 , 15.1%

中国 , 56.8%

北美，56.8%

非洲 , 0.6%
南美，
1.5%

大洋洲 , 

2.5% 20-30, 61%

30-50, 21%

高中学生 , 21%

5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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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

我们的受益人 

铺路石的主要受益者是从农村迁移至城市

而使教育受到负面影响的随迁子女们。这

些孩子虽随父母移居到城市，但因户口问

题无法进入普通公立学校，只能在教育水

平落后于公立学校的随迁子女学校就读 ; 

还有一些孩子即使在公立学校就读，也还

是需要额外的功课辅导，这却是他们父母

不能提供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受益人中处于最不

利地位的是那些无法与父母一起去城市，

在寄宿学 校或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在农

村生活的留守儿童。农村小学的教育水平

远远落后于城市学校 ; 同时，这些留守儿

童也缺乏家长的监护与支持。  

动员更多的资源来改善留守儿童的教育已

成为我们目前最重要的战略方向。

   10  铺路石 2018 年报





     员工团队 

我们的员工团队从 16 人增加到 18 人，并

同时新增了两个岗位：专职传播经理张雪涓，

可以使汪翠在秋季休完产假回归后专注于

筹款工作。同时感谢保时捷的支持，我们

雇佣了丁艳作为志愿者培训经理，从而使

培训总监 Ross Pitcairn 可以专业于课程开

发。

王薇娜接替匡莉，成为我们的财务官员，

协助财务经理华俊之所领导的财务工作，

卢剑茹也在年底加入了财务 部门。Dóra 
Havassy 继续作为兼职人事经理工作。创

始者及执行总监 Corinne Hua 继续主管运

营及合作方关系工作。

五月徐月莹的离开让我们考虑如何重新规

划我们的上海英语教育项目。经全面考虑，

我们决定整合之前的课后辅导项目和课堂

教学项目，统一为上海英语教学项目，由项

目经理 Sally Wangsawijaya 负责，并雇佣

李方塘协助 Sally 做项目点联络工作。

志愿者经理 Morgan Banaszek 管理所有

的支教志愿者（个人及公司），贾怡燕负责

协调所有的农村学校。贾怡燕同时也协助

Ross 的远程英语课堂和远程教师培训课

程。 Désirée Nieto 是我们主要的教师培

训师，由高晓岚协助，负责上海教师培训

项目。

去年上半年，在高晓岚和汪翠产假期间，

韩雯雯临时接手了她们的工作，同时协助

项目总监 Sebastien Carrier 处理企业活动

及爱眼项目。史佳俊及胡斌炜在 Sebastien
的领导下继续运行我们的计算机项目。

Sebastien 继续负责项目监督及影响力评

估。

从左至右
第二排 : 唐弥、高晓岚、Dóra、贾怡燕、胡斌

炜、丁艳、李方塘、史佳俊、华俊之、王薇娜、
Sally、卢剑茹
第一排 : Désirée，Ross，华柯林，Sebastien，

汪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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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学

英语是中国学校课程的三大核心学科之一，

也是对于农村儿童和其他贫困儿童而言最

有挑战的学科。英语能力是区分中国城市

和农村儿童学习水平的最主要因素；这种

差距也延续到了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差异。

铺路石工作开展的初衷即是回应上海随迁

子女学校和其他农村学校校长们对教授学

生英语的渴望与需求。 

上海英语教学 

此项目为铺路石最具代表的项目，以其创

新和参与式的方式招募培训志愿者为上

海和浙江的贫困学生教授英语课程。今年

我们的工作重心是提高英语教学质量。我

们为志愿者提供了覆盖小学 1 到 5 年级的

120 个专业教案，志愿者可以在学校及社

区中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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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为了精简项目协调工作，并顺利应用新开

发的教案，铺路石今年将成人志愿者及高

中生志愿者合并管理，统一服务于上海英

语教学项目。同时，我们招聘了一位新的志

愿者培训经理，为志愿者提供以提高教学

技巧为主要目标的互动培训与工作坊。

6,339

4,121

38702
志愿者

学生

英语课

学校及中心



2018 年铺路石又开设了5 个新的项目点，

包括一所新的学校、上海嘉和公益基金会、

活力社区、快乐家园和九里亭社区中心。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除了继续资助我们社

区中心的高中生周末志愿教学项目外，还

支持我们与浙江嘉兴地区的拾星者社工合

作试点的新教学模式，使得我们可以服务

更多上海以外的学生。铺路石通过与当地

合作伙伴分享我们在英语教学方面的专业

知识和志愿者管理方法，旨在向越来越多

其他地区的学生提供英语课程。

我 们 非 常 感 谢 专 业 的 英 语 机 构，包 括

Teaching Nomad、迪士尼英语、泰宁教育、

长颈鹿美语和 Blockchain，他们派送专业

的老师前往我们上海的学校和社区中心教

课。Blockchain 还非常慷慨地为我们提供

志愿者培训的场所。

我们继续与加拿大资助中国乡村女学生教

育协会及海上青焙坊合作，为已成年的学

生提供英语口语课程，并与我们合作的其

他学校和社区中心保持良好关系。

特别感谢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从 2012 年至

今对我们上海英语教学项目的持续支持！

              项目

“我以前从未参加过志愿活动，也没有教过

书，所以开始考虑这次行动时，我有点担心。

但过去 8 个月的经历之后，我只想说，为什

么我没有早点开始做。与其他志愿者教师以

及学校里‘真正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工作真

的是一件非常愉快也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作为志愿者，我在两所学校教英语（现在还

在继续），一所是民工子弟小学，一所是上

海的青少年职业技术学校。在教学开始前，

铺路石为我们提供了培训，整个过程中，他

们也为我们持续提供支持。 他们设置了教学

计划，并配备了教学材料，但我们也有很多

自主性。

如果你在考虑参加一些志愿活动，我衷心推

荐你参加铺路石项目，在通往一段富有成就

感的经历中，铺路石会成为你的‘铺路石’。”

                                     

                                       —— Stephen Pinfu, 

支教两学期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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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英语支教——个人 

我们的乡村个人英语支教项目派遣个人志

愿者前往中国农村，为当地孩子开展至少

三周的英语教学活动。

感谢2017年腾讯99 公益日、上海德国学校、

上海法国学校和 St. James Place 的捐赠，

今年该项目得以在四个不同的省份（河南、

湖南、浙江和四川）设立了4 个新的项目点。

这些资金能支持更多的工作人员进行项目

课堂探访，确保教学质量，并为志愿者提

供更多的支持。

 

               项目

“我认为这次旅行超出了我的预期，拓宽了

我对中国所谓“农村”的看法，也使我对农

村教育体系有了新的认识。老实说，在这个

支教之行前，我对桃花江的环境和我所会遇

到的一切都很担心。我报名参加农村志愿服

务是为了什么？孩子们会怎么样？他们的英

语水平如何？老师们是什么样的？在桃花江

的第一个周末，多亏了老师和学生们的帮助，

我在镇上和学校里都感觉更自在了。此外，

这段经历让我真正看到了城乡地区教育制度

的差异，让我看到了农村地区多么需要更多

的支持。”

—— Connie Yuan 

志愿者，湖南省桃江县

2018 年秋

 

“从游戏中去学习，提高了学生对英语的兴

趣，寓教于乐 . 还有教学方法比较灵活，可以

使学生全面发展。”

——一位来自河南省鹿邑县的英语教师

2018 年 6 月

2,054

591

1018
志愿者

学生

英语课

乡村学校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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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英语支教——团队

从 2007 年起，我们持续组建支教团队前

往中国农村，进行为期一个周末或整周的

英语口语教学。2018 年，我们分别带领普

华永道、硕达物流、上海圣保罗美国学校、

上海法国学校和上海德国学校的志愿者

团队前往河南、安徽、浙江和江苏进行教学。

“这次旅行超出了我的预期，也改变了我的看

法。以前我以为我们需要在农村教书是因为农

村很穷，但我看情况已经改变了。农村儿童真

正缺乏的是爱和关怀。”

——硕达物流志愿者，

河南登封，2018 年 10 月

               项目

   18  铺路石 2018 年报

2,503

674

8170
志愿者

学生

英语课

旅行





远程英语教学

我们 2018 年远程英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

可持续而创新地扩大规模。开设新的教学

点需要在硬件、软件、时间和人力资源方

面进行大量的投资，因此我们在选择合作

伙伴时非常谨慎。

2018 年我们尝试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

方式进行项目的扩大，即与其他机构合作，

在已安装硬件的项目点实施教学项目。例

如我们与智行基金会合作，在河南省南大

吴运行一个远程视频教学项目。我们还利

用现有的农村合作伙伴与资源，如在已开

展过支教活动的湖南省桃花江小学启动了

一个新的远程视频教学项目。我们特别要

向彭博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一如既往的支

持，他们不仅捐赠，同时也发动员工志愿

者参与教学。

我们明年的目标是：（1）继续探索不同的方式，

来启动新的远程英语教学项目；（2）在农

村地区至少启动 2-3 个新项目；（3）在保

时捷的慷慨资助下，对我们现行的教学和

培训材料进行全面改革，到 2019 年秋季，

我们将拥有 120 个套全新的远程教学 PPT

及重新调整设计的培训材料来支持这些

教案。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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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

320

788
志愿者

学生

英语课

地点



课程体系

2018 年，我们为研发一套适用于所有英

语教学项目的课程体系迈出了两大步。首

先，我们的培训课程总监 Ross Pitcairn 创

建了一套针对上海小学 1-5 年级的课程大

纲。这个大纲包含了 120 个课程内容，将

会成为我们未来针对小学阶段的教学材料

的基础。 其次，我们的教师培训师 Desi 

Nieto，在 Ross 的支持下，与志愿者 Karen 

Allmen Chow 和 Carrie Ferro 一起准备了

120 份针对 1-5 年级的课程教案（每份教

案为 40 分钟课程），以及对应的单词卡等

材料，这些教案在 2018 年秋季学期已投

入使用。

2019 年，我们将继续研发我们的课程体系，

尤其是以上述大纲为基础，开发 120 个针

对远程英语教学项目的 PPT。我们还将调

整 40 分钟的教案，以适用于 90 分钟的社

区中心的课程，使我们周末和暑期的志愿

者们教学更有效率。

我们由衷地感谢为我们课程大纲计划筹款

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团队，和为我们暑期

课程计划研发筹款的 2017 和 2018 年“一

个鸡蛋的暴走”队伍，以及为 40 分钟课程

及远程英语教学课程的 PPT 慷慨捐赠的

保时捷公司。我们的目标是为所有的英语

教学志愿者们提供适用于课堂实际情况的

专业的教学材料，而这个目标的实施离不

开所有资助者的支持。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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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师培训

2018 年 6 月，我们成功完成了上海三所小

学的英语教师培训任务，同时通过骨干教

师的培训，继续支持上一届参与该项目培

训的老师们。骨干教师培训内容包括教师

如何观摩课堂、给予反馈和判断教学小组

的需要。这样的培训模式，使得我们的培

训团队可以一直和之前的受训老师们保持

联系，并及时回到学校，根据教学小组的

需求来安排培训内容。

2018 年 9 月，上海慈善基金会的持续资

助使我们能够在三所学校开始第三年的教

师培训。和往年一样，我们进行了全面的需

求分析，为每个小组分别定制了培训计划，

并与我们的新学员一起努力提高他们的教

学知识、信心和英语使用能力。

2018 年 6 月我们在办公室举行了第一次

教师培训答谢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

50 多名老师参与了这次答谢会，热烈的气

氛证明了教师对我们的培训和培训人员的

喜爱和赞赏。

warding an things you do.” 

-Helen Roxburgh, Longxi, Gansu 
August 2017

               项目
教师培训

78

32 9

72
培训师

接受培训的教师

培训课 培训点

教师英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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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英语教师培训

2018 年春季学期，我们通过远程视频教学

的方式为农村地区的英语教师提供了两套

培训课程：为低水平英语教师提供六次课

程，为高水平英语教师提供六次课程。来

自中国各地包括河南、湖南、四川、江西、

江苏和浙江的英语老师们参与了我们的远

程课堂。我们努力更新和改进培训材料，

增加一个有关在课堂上使用游戏的新课

程。在学期期间，口语志愿者在线与英语

老师们练习口语，帮助他们提高英语口语

能力及自信心。

秋季学期，我们获得了上海英国商会的资

助，通过远程教学为安徽省利辛县的教师

提供了一个远程教师培训试点课程。英商

会在利辛县开展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已有多

年，并认识到他们所帮助的学校需要英语

教师培训。这项资助使我们得以继续发展

这个重要的项目，通过培训英语教师，帮助

成千上万的学生变得更加自信和有用。我

们非常感谢英商会愿意在 2019 年继续支

持该项目，同时我们希望能找到资金支持

其他省份的教师培训。

hool in Guocun, Jiangsu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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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项目

2017 年，我们成功地与华漕团委合作举办

了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全日制暑托班。今年，

华漕镇政府希望我们可以举办两个暑托

班。对我们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两位参与教师培训项目的英语教师牺牲自

己的假期时间，帮助我们一起管理这个暑

托班；同时，我们的超级志愿者团队也迎

来了挑战，帮助任课老师维持秩序，保证两

个班级 60 名学生在炎炎夏日，能够有效

而愉快地度过每一个下午。

暑托班除了为孩子们提供常规的英语和计

算机课程，我们还开发并教授了一系列丰

富的课程，包括艺术和手工、阅读、音乐、

戏剧、舞蹈、环保和棋盘游戏等，给孩子们

带来了一个难忘的暑期。

今年，来自 Google、Target 和保时捷的志

愿者们首次来到我们的暑托班，和孩子们

一起通过手工活动进行互动游戏。交通银

行和英国保诚集团的志愿者们通过有趣

的棋盘游戏为孩子们传授个人理财的基本

知识。Teaching Nomad 和迪士尼英语在

整个夏季为学生们提供专业的英语课程，

Aboro 学院和 Fitness Monster 为孩子们

提供了有趣的体育活动，而 Yakult（养乐多）

则邀请孩子们去参观了他们的工厂。

暑托班的尾声，家长告诉我们，他们看到

了孩子在学业及社交方面的进步。所有的

老师、实习生和志愿者都感受到孩子们带

来的灿烂笑容和拥抱！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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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项目

在当今社会，计算机的应用已成为我们生活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然而，很多农村地区的孩子家中

没有电脑，他们所就读的学校也不具备必要的硬

件设施，更别提开发在校计算机课程。生长在这

种环境下的孩子们不具备运用电脑及网络资源

的能力，在这些地方，高中和专科技校的就读率

持续低迷；同时，当这些学生从初中毕业进入职

场时，缺乏基本的计算机技能往往会使得他们处

于劣势，更加容易被剥削或是受到不公平对待。

我们所做的，正是为这类学校提供基础的硬件

设施，同时运用开发好的课程和培训老师与志愿

者，培养这群孩子们的计算机技能。在已到来的

数字化世界中，这便是他们迎接科技时代挑战的

必备生存技能。

2018 年，我们成功将电脑设备和我们的计算机

课程带给了 870 余名中小学生，教学地点也遍布

了上海、浙江、与江苏的 6 个教学地点。当然，这

一切的成果都离不开透明鱼基金与赵修平夫妇

基金会对我们的持续支持。

                项目

志愿者

课程计算机学生项目点

计算机教师

49

8736

2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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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爱尔兰援助署的赞

助，支持我们对浙江嘉善地区的中学辍学

人士进行了摸底研究，同时也对 16 岁青少

年辍学后所面临的社会挑战进行了细致化

的研究和评估。这些研究成果都将更好地

帮助我们改进自己的课程内容，从而使得

这些课程更具有针对性。

2019 年，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走入底层中小

学的课堂之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动员更多

训练有素的志愿者们，将更多样化的知识

传递给孩子们。



2018 年，铺路石为诸多企业和学术机构组

织了与流动儿童交流和学习的一日社会活

动，包括带领孩子们出行参观博物馆等，

或是向传授他们各个领域——英语、工

艺、环保、体育运动、生活技能以及科学技

术——的知识。

这些志愿者们来自纽约大学、杜克大学、

乔治亚理工大学、科罗拉多州立大学、TGS

环球学校（美国纽约州）、领利德学习中心

（Learning Leaders）、Target 基金会、佳

士得拍卖、孩之宝、盖璞、谷歌、保时捷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以及英国保

诚集团和地中海俱乐部。

企业和学术机构活动

“我们昨天刚到上海，当然，以前我们对这

个地方的印象完全不同。所有这些摩天大楼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趟志愿经历棒极了，

我们看到了这个城市的郊区，学生们非常可

爱。感谢组织者！！柯林的演讲非常有趣又

有启发，课程设置也很好，而且很有趣。”

                                            ——一名志愿者

1,439

333

18463
志愿者

学生

课程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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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们一如既往地感谢所有的长期

资助方为铺路石的核心项目不断提供资

金支持。我们很高兴地获得了三笔新的捐

赠，第一笔是保时捷通过上海宋庆龄基金

会的捐赠，支持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志愿者

管理系统，并进一步开发我们的课程体系；

第二笔来自上海英国商会，将我们的远程

教师培训项目带到英商会在安徽利辛的企

业社会责任基地；第三笔来自 UPS，他们

为我们 2019 年夏令营的课外活动提供支

持。谷歌和 Bartra 集团也首次慷慨捐赠支

持铺路石。德国与法国学校也继续给我们

的乡村个人志愿项目提供支持。

今年 5 月，铺路石第三年参与了上海知名

筹款活动——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发起的

“一个鸡蛋的暴走”。

5 月 12 日，两支队伍从浦东出发迎接挑战。

其中一队是多年来一直为我们提供免费

在线办公管理系统的明道，另一支队伍是

“Triple Stones”，由救助儿童会员工、St 

James Place 代表和铺路石的工作人员组

成。12 名勇敢的挑战者共完成 501 公里，

并筹款 49,110 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我们英

语教学项目的课程开发。

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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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资助方 

铺路石感谢所有慷慨的资助方，2018 年为我

们提供主要资金来源的资助方具体如下：

上海国峯慈善基金会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上海闵行保时捷中心和上海浦西保时捷中心

透明鱼基金与赵修平夫妇基金会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彭博

Target 基金会 /CAF 美国

上海英国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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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服务企业

铺路石对以下为我们提供高质量服务的企业

致以特别的感谢；他们的无私大大降低了我

们的运营费用，从而提高了项目的质量：

Blockchain 中心为我们的志愿者提供了培训

场地；

Cafe Sambal、Camel Hospitality Group、

Epermarket、Gemma、Homeslice Pizza、乐

伯部队锅 & 火炉猪蹄为我们的志愿者答谢派

对、理事会会议和志愿者培训提供了免费的

餐饮；

迪 士 尼 英 语、长 颈 鹿 美 语、Teaching 

Nomads、泰宁教育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专

业的英语课程；

I.D. Creations 持续为我们拍摄和制作高质

量的视频；

明道为我们提供在线办公管理系统；

上海日生威迩商务印刷有限公司提供免费的

印刷服务；

美迈斯事务所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

罗德事务所提供专业的财务咨询服务。

铺路石          2018 年报  31 



非营利合作伙伴

铺路石很荣幸能与以下众多值得尊敬的社区

组织有合作关系：

Aboro 基金会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上海徐家汇爱加倍关爱服务中心

智行基金会 

Children's Helpers Worldwide 

加拿大资助中国乡村女学生教育协会 

萤火城堡

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

上海嘉和公益基金会

上海明德公益基金会

新市民生活馆

上海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

海上青焙坊 

嘉兴市拾星者青少年社工事务所

太阳花

活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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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9
新挑战 

2019，我们希望完成香港慈善机构驻上海

代表处的注册工作。同时我们也雄心勃勃

地计划设立一个基金会，这将有助于铺路

石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我们正着手计划线下的筹款活动，目

的是在今年初筹集注册资金 200 万元人

民币。        

同时，我们也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办公室，

因为我们目前在杨浦的创合社区的租约将

于 2019 年夏季结束。

新机遇

在与嘉兴市拾星者的成功合作基础上，

我们正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与他们分

享我们的教学资源和志愿者管理实践，

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并帮助更多的儿童。

来自保时捷的捐款将使我们能够设计一

个新的专业的志愿者管理系统，该系统

将简化我们的志愿者管理流程，实现更

高效的增长。这笔捐赠也可以支持进一

步开发我们的新课程，以针对不同项目

的独特需求定制教学资源。

随着员工队伍的成长和变化，我们在新

的一年里计划了一些团队发展和培训活

动。同时，随着上海随迁子女学校英语

教学水平的提高，以及我们对农村留守

儿童的资源引导，我们也在考虑逐步将

上海的一些资源转移到更迫切需要的领

域，包括早期教育和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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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报告 

为了衡量我们的项目对受益人的影响和价

值，2018 年我们针对现行不同的项目，挑

选了 18 个项目点进行了评估工作，对总计

1461名受益人分别做了“项目前测评”（基线）

和“项目后测评”（跟进）的问卷调查。问

卷涉及多种问题，针对学生的自信心、对英

语和其他科目的兴趣，以及受训教师教学

水平提升的自我意识等方面做了评估。

对学生（学习）英语态度方面的影响

铺路石在中国运营英语教学项目已超过

13 年，每周为数以千计的学生提供服务。

虽然大多数学生只在一段时间参与了我们

的项目，但也有部分学生多年都在参与我

们项目。在 2017-2018 学年，我们对参加

铺路石的新学员们（n = 801）进行了抽样

调查并收集了数据。所涉及学生皆在随迁

子女学校或农村学校就读。基于这份数据，

表一对比了项目前后学生对英语学科的态

度和对其他学科的态度，呈现出我们项目

的长期影响。

下表明确显示，在项目尾声，认为英语简单

的学生数目同比上升了 1.58%，而认为语

文和数学简单的学生数目分别同比下降了

1.9% 和 11.30%。

这些对核心课程的态度也同样体现在学生

是否有信心完成作业和取得好成绩中。从

表一可以看出，在学年末有自信提升英语

成绩的学生比例涨幅大大超越其在语文与

数学中的信心提升，反映更有信心提升英

语成绩的学生增长了4.80%，而学生们对

于提升数学的信心则同比下降了 2.93%。

值得一提的另一个发现是，在项目后测中，

反映喜欢英语的学生比例增加了 2.03%，

而喜欢上学的学生数目却降低了 0.12%。

这些结果表明，长时间参与我们项目（包括

上海英语教学、个人志愿者乡村服务和远程

英语教学）的学生正变得更加自信，也对英

语更加感兴趣，即使他们对上学和其他学

科的自信和动力平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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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说英语的自信

铺路石的课程着重通过口语和听力练习来

教授英语。我们的志愿者和教师经过培训

后为学生提供有趣且互动性强的英语口语

课程，在课堂上仅用英语交流来鼓励学生

们参与活动。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学生

说英语的积极性和自信——这也是学习外

语的两个核心因素。

从下表可以看出，问卷中用两个问题来评

估我们项目对学生说英语的自信的影响。与

前几年一样，结果显示，在前后测的调查

影响力报告 

中，在课堂上能自信运用英语的学生数目

有所上升（6.06% 的增长），自信能与外国

人交流的学生百分比也有所提高（27.67%

的增长）。

这些增长表明，通过我们的项目使学生们

对在英语环境中交流变得更有准备，更有

信心。在之后的学习中，他们将更可能有

意愿努力学习英语。这也是一种积极学习

英语的技能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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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学生的暑期生活

虽然中国城市的多数小学学龄儿童参加了课

外和暑期的课程项目，但由于资源的缺乏，

随迁子女和农村子女参与校内及校外课余活

动的机会都极为有限甚至没有。为了给弱势

儿童提供一个在暑期探索新爱好及活动的安

全地点和激励学习的氛围，铺路石已在上海

开办了两次全日制夏令营。在 2018 年，超过

100 名儿童参与了我们的营地活动。

除英语以外，铺路石的夏令营提供了一系列多

样的课程。这些课程对儿童的全面发展至关

重

要，但在学校的常规课程设置中普遍不足，例如：

美术及手工、戏剧表演、音乐、体育、读书和舞蹈。

下表展现了夏令营前后学生对课外活动兴趣

的相对变化。据图表显示，项目结束后学生

对多数活动的兴趣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其中

最显著的是喜爱戏剧的学生的百分比增长

达到了70.59%。戏剧表演对近乎所有的学

生都是一门新的课程。在课堂中，他们学习

了如何上演戏剧作品，并在暑期结束前排演

完成了一场令人赞叹的演出。

 影响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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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英语教师的自信和能力

鉴于铺路石在英语教学方面取得了不俗的

成就，铺路石于2016年起在上海随迁子女

学校推出了教师英语培训项目，并通过网

络为农村地区的英语老师提供培训，以更

可持续性地扩大项目的影响力。在2018

年，共有106名教师从这一项目中获益。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我们向接受培训的老

师（n = 42）提出了多种问题，以评估本项

目对其自信心和英语教学能力的影响。

这项影响力评估中最值得关注的三个发现

是，至学年末，新增68%的老师（T）在课

堂中使用英语，额外有15%的老师有自信

在课堂中说英语，新增36.7%的英语老师

能让学生（S）在课堂上说英语。

这些显著的增长体现了铺路石教师培训项

目的一个重要目标，即帮助教师为学生提

供更优良的英语学习环境。

这项影响力评估的另一个亮点是反馈学生

阅读理解水平有所提升的教师比例。在项

目末期，认为其学生的英语阅读理解水平

是“高”或者“非常高”的教师数量分别增

加了68%和85.8%。

这 些 全 方 位 的 积 极 成 果 极 其 鼓 舞 人

心——它们表明，参与我们项目的老师将

更能够在课堂自信地使用英语，从而在课

堂中与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互动。

影响力报告

铺路石          2018 年报  37 



培养学生对电脑的自信和熟练度

为了评估我们计算机培训项目对学生使用

电脑的自信心及对电脑的态度的影响，我

们于2018年在四个项目地点开展了影响力

评估调查，共计向331位受益人发放了“项

目前”及“项目后”调查问卷。

我们帮助学生提高电脑使用效率的方法之

一是每周练习打字。与前几年一样，我们

对相关调查结果表示欣慰：在该项目课程

之后，学生的打字速度得到了显著提升。认

为自己打字速度为“平均水平”和“快”的

学生数量增加了13.68%，从64%提升到

72.8%。

影响力报告

下表对比了基线及跟进调查中，两个关于学

生对使用电脑自信心问题的结果。调查显

示，在两个方面感到“有自信”和“非常有自

信”的学生数量都有显著增长：使用网络查

找资料（增长7.76%）和使用微软办公软件（

增长9.76%）。这些增长体现了本项目的一

个重要目标，即让学生更自如地使用电脑收

集信息，解决问题以及交流知识。

2018 年的影响力评估表明我们的项目对受益者的自信、动力以及技能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也激励着铺路石在我们项目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我们将继续调查、采集并分析数据，以评估

验证我们项目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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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明年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