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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为中国贫困儿童改善教育及综合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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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路石青少年发展中心简介 
 
    2006年10月，应一所苦于为学生提供优质英语课程的民 
工子弟小学校长的请求，长期旅居上海的华柯林女士（英籍） 
组建了“上海铺路石公益中心”（简称“铺路石”）。 
“上海铺路石公益中心”于2013年正式注册更改名称为“铺
路石青少年发展中心”。 
 
    英语学科是国家教育大纲中规定的三门主课之一，也是
众多乡村地区教师感到最为困难的科目，这同时也包括众多
移居城市后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任教的教师们。英语水平已经
成为城市生源和农村生源间最显著的差距，并且直接导致他
们在未来接受教育和争取就业机会时遭遇差异化对待。 
  
    上海拥有数量庞大的英语使用人群，其中不乏迫切希望
投身志愿公益活动的中外专业人士。铺路石正是在这种志愿
热情与服务需求均颇为热切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我们致力
于为各行各业的国内外人士提供高质量、意义深远的志愿活
动机会。 
  
    作为上海首支针对流动人口英语教学的公益项目，铺路
石青少年发展中心是目前唯一能够覆盖上海全境的此类机构。 
我们以逐步缩小弱势儿童群体与城市儿童的差距而自豪，并 
着眼于推进涵盖所有中国儿童的素质教育。 
 
我们致力于为中国贫困儿童提供平等的教育和综合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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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路石青少年发展中心的目标是; 
•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 使学生可以在未来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与工作机会； 
• 搭建不同文化和群体之间的桥梁； 
• 宣扬有责任感和影响力的志愿者精神。 
  
    铺路石青少年发展中心为弱势儿童传授英语知识，
并帮助他们在英语及其他科目中增強信心，在关键的考
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从而拥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除
此之外，铺路石还发挥了连接上海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
之间的桥梁作用，在教室中营造了一个平等的交流平台，
令处在上海人口两极的群体能够相互了解，以积极的方
式打破成见。 
  
    多年来，铺路石青少年发展中心力所能及地拓宽其
活动范围以满足受助对象的多元化需求，包括为弱势青
少年提供英语教育，并从2006年起开始开展去中国农村
地区的志愿者支教项目。除此以外，铺路石的I Care爱
眼项目为随迁子女们提供免费的护眼服务。 
  
    除了召集个人志愿者之外，铺路石还招募了许多志
愿者团体，比如高中生、大学生和企业员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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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路石的志愿者们 
 
 
    2014年，共有884名志愿者在铺路石的所有项目里活跃
着，包括常规教学项目、企业活动和乡村支教项目。这些志
愿者共上了5587节英语课，每节课40分钟，比去年增加了约
50%。在我们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之下，约有13650名儿童受益
于铺路石2014年的项目活动。 
 
    除此之外，志愿者也帮助我们做一些其他活动，如志愿
者培训、课程开发、研究调查、市场营销、IT、财务、筹资
和摄影等等。 
 
    铺路石和上海外来人口社区由衷的感激我们所有的志愿
者们，因为他们，我们的工作才能稳步向前发展。 



5 

 
铺路石青少年发展中心管理团队 

 
 
    铺路石的团队由执行董事和创始人华柯林女士领导。
Karen Chow离开了上海后，由Sebastien Carrier接管营运
经理的工作。Olive Pointer继续负责各种培训活动。 
  
    过去两年负责爱眼项目和乡村支教项目的韩雯雯晋升为
项目经理。许琦于暑假加入我们的团队，负责项目筹款。 
  
    课堂英语项目协调员邹宇平于秋季离职，由Morgan 
Banaszek在十月入职并接管该项目。同时，苏晗接替汪翠，
负责课后辅导项目。 
  
    华俊之在这一年继续负责铺路石的人力资源和财务工作。 

铺路石成员（从左至右）: Gloria Han, Morgan Banaszek, Sebastien Carrier, 
Su Han, Eva Hua, Corinne Hua, Oliver Pointer, Rose Xu. 2014 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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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主要项目活动 
 

每周常规英语教学项目 
    2014年，铺路石共有约300名志愿者定期去以下随迁子女
学校和外来人口社区中心教授英语课，共有4700多名孩子受
益。 
 
课堂英语教学项目（CTP） 
    自2006年以来，铺路石的核心项目就是在传统的课堂环
境中教授流动儿童英语口语。2014年，我们的课堂英语教学
项目继续在以下几所学校开展，包括丹徒路小学（虹口
区）、华博利星行小学（纪王校区和华漕校区），华虹小
学、文博小学、振兴小学和太阳花中心（闵行区），新市民
生活馆双林幼儿园，唐四小学，皖蓼小学（浦东新区），海
上青焙坊（普陀区），东方红小学（青浦区），久牵社区中
心（宝山区），以及日新中心（闸北区）。 
 
    今年浦光小学的项目活动中止了，我们又开设了4个新的
项目点，分别是乐群中心（浦东新区），新桥社区中心（松
江区），山海小学（宝山区）和咏梅小学（闵行区）。同
时，我们重新启动了在宝山区杨东小学的教学项目。 
 
  



 

课后英语辅导项目 

    课后英语辅导项目开始于2012年，并有越来越多的青少
年，尤其是高中生团队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队伍里来，为随迁
儿童提供小组课后英语辅导。此项目主要在外来人口社区中心
开展，包括许浦村社区中心（闵行区），虹口区新市民生活
馆，苏民幼儿园（闵行区），和睦邻社（浦东新区）。今年，
我们还新开了三个课后辅导教学点，分别是三桥市场、浦东双
林幼儿园和长宁区莲花公益中心。 
 
 
 
 
 
 
 
 
 
 

暑期英语项目 

    今年暑假，100名铺路石的志愿者顶着烈日和阵雨共为417
名随迁子女免费提供了320节英语课，项目覆盖上海各区共11个
社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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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和课程开发 

    2014年，铺路石继续通过培
训、工作坊、社会活动以及教学
资源的供给来支持我们的志愿者
们。我们在线上建立了一个云资
源中心，这使得铺路石的志愿者
们都可以很容易查找并下载所需
的教学资料，如教学卡片、教科
书和教学课件等。此外，在必要
时铺路石还将教学资源通过U盘，
提供给志愿者们最便利的支持。 
 
    在中国教学方法论和上海课
程体系的基础上，铺路石在过去
的10年里一直持续不断的开发一
系列教学方案。这些教学方案融
合了西方的一些教育学，如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高度的参与性和融
入性。在2014年，我们更新统一
了所有年级的教案，并将最新的
内容上传到了云资源中心共享。 
 
 
 
 
远程视频教学项目 

    2014年，铺路石携手智行基
金会在3个不同的乡村地区（河
南驻马店，安徽阜阳和云南临沧）
合作开展了远程可视教学项目。
铺路石共有7个志愿者老师参与
此项目，为40名弱势儿童教授了
41个课时的英语辅导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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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re爱眼项目 

    2014年，在澳大利亚国际商会、永亨银行和众多赞助商的
慷慨支持下，我们在3个随迁子女学校为3218个学生做了视力
筛查。50多名志愿者在学校为孩子们提供了爱眼课程。565个
孩子收到了免费的眼镜并有2个孩子接受了免费的斜视手术。 

 
 

筹款活动 – Now & Them艺术展览 
  
    12月6日至12日，传媒公司Paper Stone Scissors的公益
艺术平台Now & Them举办了一场艺术慈善活动来支持铺路石。
这场活动创意十足，并邀请了众多艺术家，摄影师，插画家，
还包括一个巧克力工厂，一个涂鸦艺术家和一个京剧演员。这
场活动为I Care 2015年的活动筹得了10多万元的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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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路石支教之旅 
  
    2014年，铺路石组织了七次
乡村支教活动，共有101名志愿者
参与为3676个当地学生提供了284
个课时的课程。我们和安徽、河
南和江苏的乡村学校联合举办这
些支教活动。今年我们还首次开
展高中生志愿者的支教活动，带
领来自上海协和国际学校的25个
高中生去安徽广德支教。 

2014年的新项目 
短期/长期驻地支教项目 
    为了回应上海和乡村地区合作学校的热切盼望和志愿者
们的志愿热情，铺路石在上海城区和中国其他乡村地区都开
展了短期和长期的驻地支教项目。 
 
    6月，志愿者Lucy Miller在浙江嘉善授课3周，每周为
小学生们上两节英语口语课，为中学生们上一节。在Optus
公司的支持下，我们将会继续在这个学校进行此项目。 
 
 
 
 
 

志愿者们在江都的乡村小学里教书 

Lucy Miller with students during school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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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力报告 

英语教学项目 
 
    2014年，铺路石共实施了三个项目评估研究，以衡量项目对
学生自信和英语学习兴趣的影响力。我们惊喜的发现2014年又是
一个成功之年！研究数据表明很多受益人增加了他们各个方面的
自信心，如完成英语作业、了解和运用英语，以及提高英语成
绩。 
 
    今年第一个实施的研究是针对春季学期的课后英语辅导项目
的，研究主要比较了基线和终期的数据及反馈。结果显示在大部
分的课后辅导项目教学点，学生中认为学习英语非常简单的人数
比率在终期调研中显著提高，从之前的7.2%提高到40%。除此之
外，所有项目点认为对完成英语作业没有信心的学生比率下降了
12%，特别是其中某一个中心从67%下降到0%。 
 
    铺路石第二个研究评估了暑期英语项目的影响力。最鼓舞人
心的结果是关于学生对于理解和运用英语的自信心。在暑期项目
的尾声，100%的学生感觉比较有信心，至少他们能够听懂一些英
语内容，而项目之前的比率是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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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项目前的50%相比，80%的学生在项目结束后感觉和同学和
朋友用英语交流更有自信了。最显著的变化是学生们有自信和外
国人说英语的比例从34%增长到68%。还有一个亮点是喜欢学习英
语的人数从80%增长到89%。 
 
    最后，铺路石在两个教学点完成了课堂英语教学项目的评估
研究。这个研究的有趣部分是我们设立了一个实验组，指的是参
加铺路石项目的学生，和一个对照组，指的是同一学校同一年级
没有参与该项目的学生。 值得兴奋的是，仅仅参与了一个学期
铺路石的英语项目，学生中认为对英语考试成绩很有自信的学生
从58%增长到64%，而对照组中的学生却从73%下降到59%。这个研
究还表明了参与铺路石项目和享受英语学习之间的一个正比关
系。71%（基线31%）实验组的学生在项目尾声表示非常喜欢学习
英语，而对照组的学生只有53%（基线51%）。 



13 

    影响力报告 
 

爱眼项目 
    今年，铺路石采用result-based的方法，对爱眼项目开展实
施了基线调研和后续跟踪调研，以评估爱眼项目的免费提供的眼
镜以及手术是否对学生的生活有所影响。 
 
    在爱眼项目实施的两所学校中，310名3-5年级的学生佩戴了
免费眼镜，当他们被问及佩戴眼镜后能够与同伴们更好的做游戏
活动时，回答是毋庸置疑的。评估结果显示学生在佩戴眼镜后，
在完成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和学习相关的任务时有了明显的进步，
体现了他们不仅在学校受益，在生活上也大大提高了质量。最显
著的进步是87%的学生认为佩戴眼镜有助于他们的学习。这些结
果暗示学生们整体来说都认为佩戴眼镜让他们感觉在学习上更加
有安全感，更独立。 
 
    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以个有关学生配戴眼镜后的认知改变。
大部分认为自己更少依赖他人的帮助，我们相信这将使得这些孩
子变成越来越自信、独立的学习者。 
 
    这些积极的结果时时鼓舞着铺路石的每一个人，我们将继续
收集并分析所有的问卷数据，以证实项目的影响力。完整的报告
可点击http://steppingstoneschina.net/impact.  
  

 



14 

 

志愿者反馈调查 

     2014年，75名志愿者完成了反馈问卷，并对铺路石的项
目表示了强烈的满意度。我们很高兴的看到92%做了问卷的志
愿者认为他们志愿者经历整体来说是积极正面的！ 
他们说： 
 
    “铺路石员工做的介绍和培训真的非常有用，它使志愿
者们先对教学产生预想，逐渐引导这些想法变为有效的教学
方法。这些介绍培训给了志愿者们一个展示的舞台，让我们
懂得如何更有效的引导学生融入参与到课堂中。“ 
 
    铺路石的介绍和培训中的一些归纳的教学建议真的非常
实用，希望所有的教师培训都可以如此丰富和实用。 
 
    我推荐这样的志愿者教学经历给其他人。在教学中，我
们这些志愿者已不是简单的跟从指令，而更多的是要掌控协
调课堂，并从自身挖掘更多的东西。这些使得我的经历特别
充实，高度推荐给我的朋友们。 
 
    此外，问卷结果显示88%的志愿者对于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表示非常满意。与教学伙伴和其他志愿者之间的互动满意度
分别是80%和77%，而对教学经历本身的满意度是82%。 
 
    感谢所有参与问卷调研的志愿者们给出的积极的反馈与
实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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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言 

   “我非常感激铺路石为志
愿者们和孩子们提供的资源
…这些孩子们的改变非常珍
贵并让我们体会到了我们所
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
志愿者Bill Trautmann） 

  “我来铺路石学英语
是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
在我的老师的帮助下，
我的成绩有了很大进步。
我想对我的老师说声谢
谢。”（学生 Billy） 
 

  “（最好的事情）就是
孩子们的笑脸，当他们看
到你时一下次就提起了精
神。” 
“我希望铺路石继续组织
这些支教活动。” 
(协和学校学生在安徽支教
活动后的感言） 



2014年其他活动 

    15个来自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学生与12月8日抵达上海参
与铺路石的志愿者活动。在参与了教师培训和观摩了示范
课之后，这些大学生们前往了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并展开了
为期两个星期的支教活动，每天为1-4年级的孩子教授16个
课时的英文课。这些学生不仅仅交了孩子们英语，还为孩
子们上了体育、艺术、口腔护理等课程。 

新加坡管理大学学生的上海教学体验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学生参与两周的志愿活动 

    在一年中，我们带领了许多企业员工和学生团体去往
上海的流动儿童学校和社区中心参与英语教学和文化交流
活动。来访问的团体包括英国Halma科技公司，纽约大学，
IE商学院，杜克大学等等。 

杜克研究生给孩子们上一天的英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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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2014年7月，我们与Habitat for Humanity, 澳大利亚商协
会和奥都斯电信公司合作在嘉善开启了一个教学项目。在两天
的时间中，铺路石和奥都斯的员工与当地的教师一起走进课堂，
教孩子们英文单词并和他们一起唱英文歌。同时，Habitat for 
Humanity与其他百位志愿者们一起合作为学校添上了两面美丽
的壁画。 

2014年其他活动 

参观彭博社(Bloomberg)陆家嘴办公室  
  
    12月12日，彭博社(Bloomberg)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举办了
一堂英语课，并与铺路石一同开启了为期一年的新项目。在参
观办公室后，26个随迁儿童在两个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了与冬天
有关的词汇并和5个彭博的员工一起参与了有趣的冬日游戏。  

铺路石志愿者们和奥都斯员工一起教孩子们
单词和英文歌曲 

奥都斯和Habitat for Humanity员工为
教室外墙画画 



18 

2014年其他活动 

孩子们在彭博的办公室内组织英语游戏 

 
铺路石的机构性质  

 
    2013年12月，铺路石正式在上海闵行区注册为一家民办
非企业机构。铺路石的官方中文名称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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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法规。是一家
非政治、非宗教的非营利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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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oper Huang 
Board Treasurer 

Ellen Loasby 
Board Director 

Winston Gao 
Board Director 

Joy Chen 
Board Director 

铺路石理事会 
 

    铺路石理事会的主席由Nicolas Ly 担任。他是威立雅水务的
首席财务，也是铺路石的长期志愿者。投资顾问俞睿于2012年加
入铺路石并担任副主席一职。黄鹤继续担任财务主管。 
 
    长期志愿者Joy Chen于2014年2月加入了理事会。 同时，上
海宋庆龄基金会的合作项目总监高韬退出了理事会。 
 
    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成员有：百特教育总监王胜 ; Ellen 
Loasby, 自由译者和志愿者；上海益优青年服务中心创始人张宁。 
  
    铺路石遗憾的宣布我们的老朋友俞睿于2014年9月永远的离开
了我们。我们非常想念他，并会永远记住他对铺路石做出的卓越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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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铺路石致力于与志同道合的伙伴机构合作来推动我们共
同的目标和发展。2014年，我们合作的非营利机构包括：上
海宋庆龄基金会，智行基金会，久牵社区中心，乐群社工服
务社，新市民生活馆，日新中心，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
社会公共事务局，海上青培坊，上海市闸北区热爱家园青年
社区志愿者协会，忧道基金会和柘城县救助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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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铺路石希望对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赞助商说一声谢谢，特
别是为我们提供办公室的华桥基金会，无偿提供专业财务支持
的普道咨询，给予专业法律顾问的美迈斯律师事务所，提供网
上营销平台的艾司隆，免费为志愿者举办答谢会的Big Bamboo
酒吧/餐厅, 赞助铺路石文化衫的食派士，为我们免费印刷传
单的上海日生威迩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和帮助我们制作视频的
梦想工作室。如果用市场的价格来衡量，这些赞助的费用相当
于50万元人民币！这些慷慨的长期赞助大大减轻了我们机构运
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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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览 
 
在 2014年，铺路石青少年发展中心的收入是人民币
1,508,412.52元，支出是人民币1,603,447.53元，净亏损人
民币人民币95,035.01. 上年度盈余人民币504,740.37元，
本年度盈余人民币409,705.36元。 
 
这其中包括了全部的外币收入和年末因汇率变动带来的损益。 
 
 
说明：本捐助摘要不含许多重要的非现金性和公益性捐款
（详见21、22页），以及志愿者大量的志愿服务（详见第4
页）。  
  
铺路石青少年发展中心的账户每年由独立会计审计，审计结
果在网上公开。 
  
 
收入总览 人民币 

经费拨款 903,354 

服务费（企业活动） 195,927 

志愿者支教项目 190,624 

企业现金捐赠 117,757 

个人现金捐赠 83,088 

义卖盈利 17,612 

其他收入 50 

总收入 1,508,412 

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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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总览 人民币 

住宿费 16,528 
通讯快递费 32,319 
财务费 10,071 
劳务费和实习生补贴 31,353 
行政管理费 919,129 
餐费 57,668 
医疗费（眼镜和手术） 123,866 
第三方支出 61,009 
打印、小型办公设备及办公用品 10,213 
专家费和保险费 73,503 
税费 34,209 
教学材料 31,156 
交通费 88,018 
福利（包括社保和公积金） 114,406 
总支出 1,603,447 

说明：财务费=银行手续费-利息+汇率收益-汇率损失 

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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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铺路石计划继续开展我们的核心课堂英语口语项
目，课后辅导项目，暑期项目和乡村支教项目。在成功举办普
华永道和协和学校的支教活动之后，我们将着重在学生和企业
团体中推广支教项目。在有了与智行基金会成功合作的经验之
上，我们还将拓展我们的远程视频教学项目。同时我们还将进
一步跟进短期和长期驻地支教项目影响力调查。 
  
    为了响应许多老师和校长们的要求，我们计划在2015年开
展一个新的教师培训项目，并同时以新颖互动的方式培训我们
的志愿者。在各位赞助商和伙伴机构的帮助下，我们希望能够
在新的一年内覆盖六所学校的英语教学。 

2015年的计划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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