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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工作成效
影响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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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突破



15

蝴蝶助学自2006年成立，已15年

影响力数据（2006年至2021年）

1760

蝴蝶助学志愿者超过1760人

11

累计重建11所学校教学楼&校舍

31

累计建设31个学校图书室/图书角

8

累计建设8间学校电脑室

5

2021年新建1个山区学校操场

累计建设5个学校操场

5

2021年资助2套儿童户外

运动设施和安全地垫

累计资助5套学校运动设施

2

2021年建设2间学校电子图书室

2

累计建设2个学校卫生间

10000

2021年资助209名困境学童

累计资助过万名山区困境学童

60

蝴蝶助学共资助60间学校/幼儿园



创新突破

阅动计划从“扶贫”到“扶智”
将电子图书室引入山区学校

当山区学校的硬件逐渐得到改善后，

我们希望资助重心从“扶贫”转向

“扶智”。蝴蝶助学以“科技提升教

育”为宗旨，促进乡村学校图书馆参

与数字化未来，赋予山区的孩子更多

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上的能量。让孩

子们开阔眼界、树立目标、建立个人

理想，通过阅读去丰富他们的思想。

孩子们第一次使用平板和kindle阅读，大家都觉得很新奇



创新突破

乡村学校蜕变项目研发创新性
蝴蝶太空舱移动卫生间产品

结合响应党十八大会议，习总书记提

出“厕所革命”的号召，蝴蝶助学根

据山区地势不平整、传统施工质量参

差不齐等情况，研发创新性、厢体组

件更灵活的蝴蝶太空舱移动卫生间，

有效规避上述问题。

蝴蝶太空舱移动卫生间效果图

最重要的是，这个项目从卫生间开始，

培养孩子们从小养成卫生习惯，改善

山区学校卫生水平，提升文明素质教

育。



创新突破

募款活动改革

蝴蝶助学以往募款活动为慈善义拍义

卖同步举办的形式。

今年根据不同人群的特质，对12月18

日的义拍义卖会进行改革，义拍与义

卖环节分开两场举办，效果非常好。

根据人群划分，举办慈善拍卖酒会和义卖派对，反响热烈



资 助 工 作 情 况
困境学生助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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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蜕变项目 阅动计划



困境学生助学项目

资助贵州省、广东省困境

学童3年学杂费用，定期关

怀每学期受助学童的学习

成长。

资助标准为4500元/三年。

乡村学校蜕变项目

资助山区学校重建/改造校

舍、教学楼、洗手间、操

场等硬件设施。以及资助

儿童户外运动设施、安全

地垫等设备。

阅动计划

帮助偏远山区学校援建或

完善图书室的藏书量和书

架等设备。2021年升级为

资助山区学校数字化图书

室，建设“电子图书室”。

资助项目

转账资助
账户名称：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
蝴蝶助学专项基金
银行账号：4403 2601 0400 1336 6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远洋宾
馆支行
转账备注：捐赠项目、您的姓名电话



资助工作情况

困境学生助学项目——
为困境学童发放资助款

资助地区 发放人次

贵州省

从江二高 82

黔东南职院 31

黔东南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接学生 8

广东省

乐昌 137

信宜 92

廉江 41

坡头 19

合计 410

2021年由于疫情反复，减少了到贵州探访、

夏令营等需要两地交流的活动。

但并未减少与受助地区学校和困境学生的线

上联系，2021年共为困境学生410人次发

放助学款，其中新资助困境学生27人。



资助工作情况

困境学生助学项目——
成长关怀

资助后会通过互通信件、探访等活动加深与
困境学生的联系，让孩子们受到更多的帮助。
同时蝴蝶助学收到困境学生的反馈和感谢。

受过资助的学童添加蝴蝶助学的微信，幸得蝴蝶

助学资助，坚定了走学习这条路，改变了人生

受资助的学童想加入蝴蝶助学，成为志愿者，

以后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蝴蝶信使们跟受助学童互通信件，用古老的方式

交流，分享故事，加油打气



资助工作情况

乡村学校蜕变项目

2021年，蝴蝶助学共资助3间学校/幼

儿园建设运动设施和操场。

并根据山区学校设立政策，结合贵州

山区地形，研发创新性蝴蝶太空舱移

动卫生间产品。

01

06

学校/教育局/政府提出申请，填

写《乡村学校蜕变项目资助申请

表》，并提供学校照片/视频等。

学校提出申请

建设落成，学校进行签收；

蝴蝶助学验收成功后，进行

信息公开。

建设落成，信息公开

02

05

蝴蝶助学乡村学校蜕变团队

实地考察，评估。

实地考察

与受助学校签订资助协议；

考察供应商，签订采购协议。

签订资助协议，
招标，采购

03

04

根据蝴蝶助学管委会通过的年

度计划和资助标准进行审批。

资助审批

制定资助和募款方案，在慈

善中国进行备案，开展线上

线下募捐活动。

资助方案，公募备案学校如需要该项目资助，可以参照右

侧资助流程联系蝴蝶助学。



资助工作情况

贵州从江县下江镇良文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滑梯上玩耍

乡村学校蜕变项目——
资助3间学校/幼儿园运动设施和操场

曾有伙伴问蝴蝶助学：“为什么要资助山区
学校这些硬件设施？我们应该更多的资助困
境学童。”其实这两个项目并不矛盾。

贵州山区学校，很多学校的操场还是砾砂地
面，孩子们每天在沙地里奔跑玩耍，灰尘特
别大，裤脚总是脏脏的。摔倒了，膝盖、脚
踝特别容易受伤。

另外，路途遥远，运输费用高昂也是资助工
作的一大难点。很多山区学校缺乏物资，路
程遥远，物流只送至镇上，需要校长和老师
花费人力物力转运到位于山上的学校。

蝴蝶助学利用在贵州山区打下的良好基础，
希望能帮助更多山区学校和学童实现教育公
平化，在安全、干净、现代化的校园里开心
的读书。

贵州从江县下江镇平江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滑梯和平衡木上玩耍

贵州从江县停洞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在新操场上玩耍、奔跑



资助工作情况

蝴蝶助学在贵州山区帮助学校改善硬件设施
的过程中发现，在山区学校，卫生间往往是
影响师生生活品质的短板。对普及卫生习惯，
预防疾病、控制寄生虫病等方面，均无法达
标。

另外山区存在地面不平、施工水平参差等问
题，修建传统砖混结构的卫生间无法满足未
来可能发生的地面坍塌、频繁翻修；以及未
来学校合并或迁至中心学校，花了大量人力
物力捐建的公益乡村学校的卫生间没用几年
就空置等问题。

蝴蝶助学研发创新性、厢体组件更灵活的蝴
蝶太空舱移动卫生间，有效规避上述问题。
并有效培养孩子们卫生习惯，改善山区学校
卫生水平，提升文明素质教育。 蝴蝶太空舱移动卫生间外观和内饰效果图

乡村学校蜕变项目——
蝴蝶太空舱移动卫生间



资助工作情况

阅动计划——
资助工作逐步深入和细化

蝴蝶助学以“科技提升教育”为宗旨，

资助重心从“扶贫”转向“扶智”。

目的：提升素质教育，提升山区学童阅读量，培养阅读习惯。

结果：为山区学童提供更多高质量书籍、阅读的渠道、机会和工具。

1.0 资助山区学校建设图书室、班级图书角。

2.0 资助山区学校建设电脑室、电子图书室。

3.0 打造蝴蝶云支教，研发绘本阅读课，开放给山区学校。

产出：

1.0 现已陆续在粤西粤北、贵州黔东南、青海雪域高原等建设31个图书室。

2.0 截止至2021年底，已陆续建成8间电脑室，2个电子图书室。

3.0 2022年起打造蝴蝶云支教，邀请支教老师研发素质教育类课程。

活动：

近年从简单的资助图书室/图书角和图

书，转向为基础设施齐全的学校资助

电子图书室。逐步改进山区学校图书

室的数字化建设，和帮助孩子们开阔

眼界，通过阅读来丰富思想。



资助工作情况

阅动计划——
建设2间电子图书室和捐赠玩教具给下江镇学校

蝴蝶助学以“科技提升教育”为宗旨，

促进山区学校图书馆参与数字化未来。

11月，借助数字化改革助推乡村教育

振兴的东风，蝴蝶助学在贵州黔东南

从江县停洞镇中心小学和下江镇高仟

小学建设2间电子图书室。解决山区学

校图书室空间狭小、藏书量不足、藏

书老旧、藏书类目与学生年龄不匹配、

藏书类目只适合某些年级段、书架设

备老旧破损、阅读活动难以开展等基

础问题。

停洞镇中心小学阅览室场地很大，但老师们也不常用平板和kindle，忍不住先用起来；孩子们用着平板，很兴奋

下江镇高仟小学的图书室，为孩子们装上平板和kindle，大家都觉得很新奇

2021年底，蝴蝶助学捐赠一批玩教具
到下江镇中心小学。 捐赠给下江镇学校的玩教具签收



募 款 活 动 情 况
线下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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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募捐



募款活动情况

2021年，蝴蝶助学共举办4次义拍、义卖

活动进行募款。

5月 魔灯院慈善竞买会

蝴蝶助学一直以来以“开心助学 快乐助人”

为口号，聚集以城市白领为主的志愿者群

体。

通过每年2次大型义拍义卖活动，作为志

愿者合作、贡献爱心、狂欢的慈善派对。

线下募捐

7月 蝴蝶助学十五周年庆义拍义卖会

9月 99公益日 线下义卖活动

12月 蝴蝶助学“飞越彩虹”义拍义卖会

蝴蝶助学十五周年庆活动 蝴蝶助学“飞越彩虹”义拍义卖会

魔灯院慈善竞买会 99公益日线下义卖活动



募款活动情况

2021年腾讯99公益日，蝴蝶助学通过

提前培训、划分战队等形式，充分调

动志愿者。最终"帮山区学校建操场"项

目三天共获得了1078人（次）捐赠

47,117.08元，加上配捐共筹得善款

58,673.3元。

线上募捐



社会影响力
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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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力

2021年，共有9家媒体报道蝴蝶助学的资助、
义拍义卖等活动。

其中最感人的是2021年4月广州疫情期间，
贵州黔东南从江县下江镇的王正国校长采购
4吨蔬菜等物资，援助广州。引发各大媒体
报道。

媒体报道

另外，FM103.6城市之声“财富自由讲”
节目采访蝴蝶助学创办人李泳仪女士。



2022年

蝴蝶助学迈入16岁之际

将为更多山区学校和困境学童带来帮助

请伸出您的援手

账户名称：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蝴蝶助学专项基金
银行账号：4403 2601 0400 1336 6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远洋宾馆支行
转账备注：捐赠项目、您的姓名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