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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项目：

  学校 地区 教师人数 学生人数

1 红河州开远市碑格乡碑格小学 云南 4 164

2 红河州弥勒市古城小学 云南 4 199

3 红河州石屏县坝心小学 云南 4 173

4 红河州泸西县金马镇中心小学 云南 4 190

5 红河州蒙自市文萃小学 云南 4 207

6 红河州建水县第四小学 云南 4 206

7 从江县谷坪乡高武村银潭小学 贵州 4 148

8 塌山小学 河北 4 89

9 东川小学 河北 4 264

10 板城小学 河北 2 64

11 宽城满族自治县板城镇土牛子小学 河北 1 42

12 安达石明德小学 河北 1 30

总计： 40 1776

业务活动开展情况-2021
（一）标普STEM项目



（二）新疆教师培训：
  1、12月7日开完项目启动仪式；
  2、12月16号起，每周四进行直播课，内
容是小学数学1年级下册的教材分析。

（三）新语行动
1、2021年秋季，情系远山新语行动项目首次
落地新疆和田，在郎如乡、喀什塔式什乡乡
村学校开展优质线上双师课堂，完成县中心
校至村教学点的全覆盖。截至12月18日，本
学期30次线上课程已全部开展完毕，并完成
14次教师教学分享活动。项目受到学校、教
师和学生的普遍认可。
2、项目匹配部编版教材教学目标，适配对应
学段年龄特点，结合少数民族学生语言和语
文水平设计课程，由专业线上教师将优质远
程教育资源递送到乡村课堂上，助力区域内
语文与国家通用语言水平提升。



（四）远山小学校长能力支持计划：

1、 项目2021年5月22日立项，125位来自全
国各地的校长报名，13位校长参加现场培训，
51位校长参加线上直播，93.3%的校长为此次
培训打满分，所有校长都愿意向别人推荐此次培
训。

2、项目效果 参加培训的校长在培训前后形成的
实践计划无显著区别，培训的内容多为软性知识
和方法论，而实践计划多为更紧急硬件的需求。
究其原因，工作组认为并非校长不计划实践所学
内容，而是校长在2万的配资条件下，会优先选
择学校当下最为紧急的硬件需求，满意度调查问
卷也显示所有校长均计划将某个或多个所学内容
用于未来一年的实践中。

3、下一步工作组将把重心放在效果跟踪上，跟
踪校长实践所学内容以及所带来的师生、学校的
变化。整体来看，此次校长培训打开了校长的眼
界，并提供了多种可直接实操的方法，校长反馈
受益良多，从目前的阶段来看，此次培训已经效
果初显。而基金会未来是否继续投入校长培训议
题，还要看后期跟踪发现的效果。



经典项目

  省 校 班级 受益学生人数 受益教师人数 直播出勤率 备课出勤率

2020秋季学期 14 312 683 27775 593 82% 53%

2021秋季学期 14 270 560 22201 482    

同比增长 0 -13.% -18% -20% -19%    

a.对参与项目学校规模进行缩减：减少运营对报名学校和老师
的沟通力度；放弃勉强参加项目的班级；弱化各地教育局在报

名和开学阶段的督导作用。
b.应对双减政策的实施，取消留作业和作业打卡：教学PPT中提
供作业内容，但主讲老师不在课上直接布置，由线下老师自主
决定。
c.拓展项目支持内容：对积极参与项目的学校提供硬件支持
（摄像头）；引入社会资源解决学校实际困难，对有特殊需求
的学校提供帮助。
d.资金使用：将公众筹款资金全部落实到项目执行中，减少基
金会非限定资金在英语项目中的使用比例。
e.探索资源提供+培训的模式：给老师提供教学视频、教辅等资
料，指导老师合理使用，并进行相关技能培训。

（一）小学英语双师



  省 校 班级 受益学生人数 受益老师人数

2020年秋季 8 16 63 2297 15

2021年秋季 10 20 54 2445 21

同比增长 +25% +25% -14% +6% +40%

a.直播间转移到北京，为保证项目
数 据 有 效 性  课 程 软 件 更 新 为
Classin，并开设人教版课程进行
美育常识课程教学。

b.对乡村想要教授美育课程，缺乏
专业技能和专业培训的美育教师
提供美育教师培训，目前已经培
训21位教师。

c. 项目于2021年9月获得中国公益
项目百强项目。

（二）小学美术



  省 校 班级 受益学生人数 受益教师人数 直播出勤率 备课出勤率

2020秋季学期 11 45 519 32124 717 39% 13%

2021秋季学期 10 30 339 17818 455 65% 22%

同比增长 -9.09% -33.33% -34.68% -44.53% -36.54% 67% 69%

a.基础班覆盖学校和班级的规模下降约33%，运营管理更
加精细化和标准化，出勤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不难发
现出勤率越高的学校效果越明显，且越愿意坚持收听双师
课，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直接体现为学生成绩提升和高考
上本率提升。

b.本学期新增学生发展指导活动，包括生涯规划和心理专
题讲座，旨在提升学生自我认知和自信心，刚开展的第一
场生涯规划讲座反应热烈，将持续跟进效果。

（三）高中双师基础班



  省 校 班级 受益学生人数 受益教师人数

2020秋季学期 4 6 38 1900 33

2021秋季学期 6 24 88 3997 77

同比增长 +50% +300% +131.58% +110.37% +133.33%

a. 由于高毅资本资助方的支持，2021年秋季学期项目校进一步
拓展在项目规模方面，省、学校数、班级数、学生数、教师数
进一步扩大，项目初具规模。

b. 精准评估，二轮报名机制，招募适合的项目学校，增加遴选
标准：本科上线率60%以上，历年有考入双一流学校的学生。

c.成绩提升，毕节民中在物理竞赛中发挥出色，获得一等奖1名、

二等奖7名，三等奖2名。认可项目作用。

d.正向反馈和互动增多，联络人和线下老师认可度增加
e.双师互动交流更加频繁，线下老师进一步提升

（四）高中双师强基项目



  省 校 班级 受益学生人数 受益教师人数 直播出勤率

2020秋季学期 1 1 12 650 52 70.83%

2021秋季学期 1 1 20 865 70 96.15%

同比增长     +66.67% +33.08% +34.62% +35.75%

a.高考成绩喜人，上本率增长，2020年高考上本率38%，2021
年上本率46.9%（含文体）。

b. 作业打卡从无到有，线下教师积极性提升，双师融合效果增强。

c.关注学生多方面成长，日常开展活动过程中学生的正向能量得
到了激发，一方面通过专题讲座、励志演讲，学生少了些许迷茫，

多了目标和规划；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别样课”，加强学生互动的
同时，开拓学生视野和见识。

d.行为影响行为，公益带动公益。增加线下走访，别样课，让线
上老师走进线下，送交到乡。

（五）高中双师-普安专项



1、建党100周年演讲&为53家基金会会项目执行与管理经验分享。

影响力活动



2、腾讯公益基金会：九九公益日

3、公益自媒体伙伴计划：凯叔讲故事

4、支付宝公益：蚂蚁庄园四周年公益联动

5、AWS“AI在未来”项目，亚马逊云科技携手北京情系

远山公益基金会，围绕其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学习工具、

1/18比例的自动驾驶赛车Amazon DeepRacer，在三年

内，为十省百所学校提供线上线下人工智能课程、上手

训练、技术辅导、志愿者支持、夏令营和比赛等资源，

预计受益学生将达数万人。

6、寓乐湾：愚乐湾共同发起“AI科创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项目，同时搭建起B端联合筹款合作模式，以愚乐湾为

枢纽持续引入多家上下游企业成为捐赠人，一家帮一校，

持续将国内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和科创教育资源带去乡村。

目前赛达科技捐赠的山东省临邑县渤海路小学已通过试

点评估，项目将持续增长。



7、教育公益沙龙：9月举办教育公益
CSR沙龙，共10家企业代表报名参与，
包括耐克、京东、NBA中国、AWS、
特灵科技等中外企业，增加了与潜捐
企业的联动。

8、基金会开放日：7月面向C端群体，
以河南水灾为背景，举办第一次基金
会开放日活动，面向亲子家庭培训一
个公益项目的诞生流程，并号召参与
活动的所有亲子家庭完成在户外的公
益项目传播流程。

9、面向持续支持基金会的公众捐赠
人，推出第一款公益周边产品。其设
计理念融合了基金会的使命愿景，并
带有唯一捐赠人识别码，将在后续影
响力活动和公众筹款中发挥特殊作用。



10、联合倡导：结合中国儿童慈善日、暑期安全和教师节，联合企业、社会组织、KOL等资源，面向社
会一起发起联合倡导，截至目前共联动30余家企业和社会组织。

11、双十一期间，支付宝公益平台联合蚂蚁链平台，将乡村儿童优秀画作制作成NFT艺术，由蚂蚁链提
供存证确权技术支持，送给通过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献出爱心的网友。公众通过专属页面，每捐赠9.9元，
即可获得一份专属的数字藏品。本次活动，情系远山提交的10副画作进入了最终环节，预计发行50000
份（每幅画发行5000份），最终为美术项目筹款11.5万元。
 
12、北马公益奔跑季，共筹款7.1万元。



13、亲子公益开放日招募9组爸爸带娃活动专场，活动主题
围绕世界粮食日，宣导粮食保护理念，让孩子体验公益项
目实施的流程，感受公益组织的专业性和社会价值。本次
活动特点是爸爸专场，因为经过数据分析29-39岁的男性
为情系远山基金会项目捐赠最多，目的为今后C端筹款累计
群体。

14、邀请NIKE体育公益部负责人许琳来基金会进行公益项
目分享，并就未来合作进行进一步探讨。

15、联合党建：号召捐赠企业联合党建，为乡村小学生上
开学第一课：爱国主义教育。参加企业:好未来、爱学习、
联想

16、公益开放日大学生专场。以公益主题辩论和录制公益
课程两大环节为主体，让在校大学生或者研究生群体对公
益有更清晰的认识，并为今后动员他们支持公益做累积。



17、ICAE儿童公益画展：面向社会启动参展招募，11月

正式开展，同时培训所有参赛学员为“小小公益快递员”，

为远山项目进行线下劝募。可触达4000组城市家庭。

18、12月15日在央广网主办的“声彻中国”教育高峰论坛
上，情系远山基金会获2021年度·社会公益教育品牌。

19、12月30日在国际在线主办的教育峰会2021年度 社
会责任公益教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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