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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no enemies,

love will prevail.

我们没有敌人，爱将战胜一切。



新叶公益，是南京正式注册的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公益组织。自成立以来，新叶将目光投向了文

化、教育方面的社会问题，在偏远山区及城市内部同步开展各项活动。

WHERE COMES LOVE, THERE IS STRENTH.

Our Mission Statement

我们的使命
 To be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in poor rural

communities and creating a better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hrough active local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NGO chariti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children`s education as well as maximizing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donations and resources.

Our Vision

我们的愿景

致力于帮助贫困乡村儿童健康成长，通过地方上积极参与项目管理及与其它公益伙伴合

作，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以实现改善乡村儿童教育的目标，同时实现资源共享

以及慈善捐助整体效用的最优化。

 To create equal chances for children in poor rural communities to enjoy good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seek personal development;

为贫困乡村儿童享受良好教育资源及寻求个人发展创造均等的机会；
 To grow into a reliable, responsible and reputable charity center through conti

nuous dedication and well-managed projects,providing an open platform with

easy access online for all the potential donators keen to support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 children.
通过持续不断的奉献以及管理优良的慈善项目，成长为一个可信赖、负责任、享美誉的慈

善中心，为所有热心帮助贫困乡村儿童健康成长的捐赠者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以及便捷的

网上通道。

Our Values

我们的价值观

Participation, Collaboration,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ur programs in 2015

新叶 2015 项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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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趣的书籍能够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

培养孩子独立学习的能力。但是，对中国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来说，儿童读物是一种奢侈品，

他们很少接触到教科书以外的读物。新叶书屋计划将图书捐赠至那些真正渴望书籍的孩子们

手中，并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我们相信教育成就未来，知识带来改变。

Books pla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hildhood development process. An interesting book could stimul

ate children curiosities and cultivate independent studying abilities. However, for kids in the Chines

e economic backward rural areas, books are luxury products.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these kids read b

ooks besides their textbooks. Yeskids library is aiming to provide books to those kids and help the

m to build up good reading habits. We believe that education would bring kids prosperous future

and knowledge shall bring changes to the world.

给我们捐书或者捐款，和我们一起改善贫困地区教育资源，让每一个孩子有平等发展的

机会！

Please donate books or money to Yeskids! Let’s improve the education resources in the poor rural

areas. Every kid deserves an equ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新叶书屋
图书信息化管理项目●

乡村书屋●

新叶班-图书角●



新叶乡村书屋计划在乡村学校建立书屋和玩具图书室，培养山区孩子的阅读习惯，

促进提升山村儿童的阅读率。书屋将由当地学校和新叶公益共同管理，保证课余以及寒

暑假期间对孩子们开放。新叶书屋还将联合其他机构为书屋提供，包括心理辅导、安全

教育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新叶书屋的图书馆电子化项目主要针对缺乏图书馆管理经验的

山区，我们捐助设施并对学生和老师进行图书馆管理培训，支持这些学校的图书馆日常

开放。

新叶图书信息化管理项目帮助学校完善图书馆管理的硬件设施，并培训学校的孩

子自己管理图书馆。我们提供简便的图书馆管理方法。孩子们在整理图书馆的过程中完

成培训课程。培训内容包括：如何管理图书馆，如何开展借阅活动等。经过一周时间，

孩子们就可以熟练地管理图书馆。

We encourage the students involved in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library and

conducts relevant Librarian Training Cours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 The

course includes how to use the Library software,how to check books in and out

to students, etc.Our librarian training courses have benefited nearly a hundred

teachers and student librarians so far



2015 年，我们为东台六灶学校，这所
拥有700多名学生的9年义务教育学校引进
了图书馆管理系统，并为学校培训了图书馆
学生管理员。

图书信息化管理项目

在完成图书重新整理和电子化设备安
装的同时，新叶公益在学校开展了“我的书
卡，我做主”活动。鼓励孩子们根据自己的
喜好为借书卡做精美的装饰，同时，我们也
向孩子们宣讲了图书馆的权利：每一个人都
有免费使用图书馆的权利，不因年龄、背景
或观点不同而遭受否定。We also encourage students to design their

own library cards, and present the kids the
Library Bill of Rights: Books and other
library resources should be provided for the
interest,information, and lightenment of all
people of the community the library serves.
Any one should not be excluded because of
the origin, background, or views of those
contributing to their creation.

以上由李大岩（Sarah Lawrence College）和金书颉（University of Colorado）共同翻译



社区书屋

图书馆经过一年多的建设，终于完工。来自社区四名孩子自
愿报名负责，这是一所完全由孩子自己管理的社区图书馆。

新叶公益在致力于乡村图书馆的建设的同时，也在城市社区
开展服务。我们的城市书屋，既是我们的乡村项目展示窗口，也
服务社区。在为社区儿童提供一个免费阅读的场所的同时，通过
各种阅读活动，培养提升社区儿童阅读率，提升儿童阅读积极性，
更免费向社区贫困家庭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开展各项免费
的课业辅导以及兴趣班活动，为城市贫困儿童享受优质教育，获
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努力。

来自澳大利亚圣玛丽女子中学的志愿者们亦加入到了
美化书屋环境的队伍当中。她们拿起画笔，将书屋外一面墙
上挂着的数十只废弃的水培植物玻璃花瓶，绘上鲜艳多彩、
充满创意的图案和花纹，使园艺用品变成了一个个独一无二
的艺术品。



新叶班-英语角

目前，新叶班的早期阅读活动开展初有
成效。孩子们亲手制作了自己的绘本，并分
享给其他小伙。活动既提高了孩子们的动手
能力，激发了想象力，增强了自信心，又丰
富了班级的图书资源。

随着国家加大对农村地区幼儿园的投入，
之前一些民办幼儿园生存空间将被挤压而遭
遇淘汰。我们希望帮助那些已经存在的，并且
得到家长好评的、有经验的、管理出色、有特
色的幼儿园提升教育品质，让这些幼儿园存活
下来并被纳入国家资助体系。

今年，我们在四川的汉源地区的两个幼儿
园开设了新叶班。新叶班配齐了标准幼儿园塑
料桌椅，安置了组合柜，放置班级玩具并设置
图书角，并在地面铺设塑料地毯。经过改建的
教室和城市里的幼儿园已经差别不大。新叶还
将持续的赞助各类阅读促进的活动以及各类
幼儿课程的开发，提高农村幼儿教育水平。



爱心点对点
乐动少年●

爱心点对点助学●

圣诞总动员●

残疾儿童救助●

企业进校园活动●



 爱心点对点是一种捐助人直接面向受捐助人的捐赠方式。我们鼓励个人为农村以及城市贫困

学生提供一对一捐助帮扶，同时也为个人或者企业对学校的捐助提供规划。

 爱心点对点助学的最主要活动是向农村以及城市贫困学生提供一对一捐助帮扶。而除了给予

需要的学生们物质方面的支持，我们还成立了新叶笔友会，为每一位接受捐助的学生提供情

感、生活等各方面的全面咨询和帮助。新叶笔友会成员和接受捐助的学生结对，组成虚拟家

庭或者伙伴关系，定期交流通讯，密切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发育情况，并在受捐助对象有困难

时，或者在伤害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介入和伸出援手。

 具体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新叶公益收到志愿者填写的走访表之后，由助学委员会（Student Aid Commission）进行

资格审核，并将决定通知申请人和走访的志愿者。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奖学金的发放一般从申

请批准后的下一学期开始。每学期，新叶公益助学委员会重新审核资格。

同时，我们对于助学金的发放进行了严格规定：对于受到指定捐款的学生，新叶公益一年分

两次将捐款直接发放给用学生名字设立的银行账户，并通知学校。学校班主任有权建议款项使用，

并可以对下一年度资格审查提出意见。接受捐助的对象有义务向捐助人或者新叶笔友会的志愿人

员汇报每一笔款项的支出并保持联系。助学金的额度则按照受助学生就读年级分类安排。同时，

我们强调如果学生有任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校规和社会规范的行为，一经发现，新叶公益会将

立刻停发助学金并取消延续资格。



乐动少年

乐动少年项目，主要是为山区学校捐助大型
体育器材,并支持乡村学校开展适合当地的体育运
动。

在江苏东台的六灶学校，我们有了第一支以
新叶命名的少儿篮球队。新叶还在这所农村 9年
义务教育学校，成功策划举办了该校第一次大规
模校运会，为孩子们定制了运动会奖牌，并支持
了校运会相关费用和设施。

2015年我们乐动少年项目扩大到两个地
区，四所学校，包括两副篮球架，12个室外
乒乓球台，项目受益人群将近 2000 人。

新叶的乐动少年项目继续深化。我们在凉山
的彝海村捐助了村篮球场，用于村留守儿童以及
村民体育运动。全村的青年人 16人捐助了该项
目，趁着火把节回村的年轻人也参与了篮球场的
建设。我们也希望，乐动少年项目把这些年轻人
团结起来，增加乡村凝聚力。



爱心点对点助学

2015 年，新叶公益爱心点对点助学项目
共募集善款 145434.97 元，其中定向资助善款
14226.27 元。支出善款 59047.86 元，资助贫
困学生 49名，其中两名学生获得实物捐助，
覆盖江苏，四川两省的 4个县市。

我们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年级，制定了相
应的助学标准，并加大了实物捐助力度。感谢
每一位爱心人士！

支持我们的工作，扫描支付宝捐助。

为了更公开、透明，高效的管理我们的助学项目，新叶
在 2015 年成立了新叶爱心点对点助学管理委员会，委员会
每 3年选举一次，在新叶理事会和项目部监管下，由志愿者
自主管理运营。



鸣谢以下单位和个人（排名不分先后）：建邺区地税局、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总工会、南京二十九中初二三班、河海大学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以及南京

致远外国语学校的王悦涵。

圣诞总动员

新叶公益在 2014 年圣诞节前夕发起了为凉山布拖县吞都小学、
甘孜藏族八日乡中心校以及凉山昭觉民族中学等学校小朋友捐赠文
具、图书、衣物等生活学习用品的圣诞总动员活动。

整个活动为吞都小学的 58 名学生和甘孜藏族八日乡中心校 106
名学生，每人募集到了一份暖衣和一份水彩笔和铅笔盒（含铅笔 2根、
尺子，刨笔刀和橡皮）并为昭觉县民族中学和吞都小学等学校募集累
计超过 1000 本的图书。

南京金陵中学中美班
南京游府西街小学三年级

“七色阳光假日小队”
南京东大集团



残疾儿童救助

国家规定对于 1-14 岁脑瘫儿童,免费康
复,但是，我们在实际走访过程中发现，这一规
定由于各种因素并没有得到实施。比如，在四
川甘孜得荣县一年只有一个儿童康复名额，而
仅在得荣八日乡一地一校既有至少三名需要
做康复治疗的儿童。

八日乡的次仁志玛今年 14 岁，不能独
立行走，站立无法保持平衡，脊椎 C弯和 S
弯，脚踝因长期不正确行走方式变形。由于
在得荣县无法得到及时必要的康复治疗，我
们对她进行了抢救性的救助，把她接到南京
进行康复训练。

经过四个多月的康复训练，小姑娘终于
站立起来，独立拄拐行走。次仁志玛回到了
家乡。我们目前和四川残联积极沟通，希望
把小姑娘纳入国家康复体系，另一方面，我
们和当地保持联系，捐助了摄像探头，电脑
等器材，并组织力量培训当地医生，希望帮
助小姑娘在社区继续完成剩余的康复训练。



企业进校园活动

新叶公益采用企业和学校点对点捐助的
形式，帮助企业规划设计公益活动，鼓励捐赠
方公司的员工作为志愿者参与捐赠活动。这种
直接参与捐赠活动的方式，不仅让员工们感受
到自己为改善农村小学教育所奉献的力量，同
时也增强了同事之间的凝聚力。

we encourages the employees of the donor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ir donation at no cost.
Employees help by collecting books, delivering
donated items, and come into school to unpack the
books、play with kids and so on. It is a great way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at a rural school and also
becoming closer to their fellow employees.

2015 年，新叶和大华银行合作，在江苏东台
的六灶学校进行了“行走在爱心接力的路上”、四
川汉源万坪村小的“启迪未来之星”，以及和南京
朝天宫民族小学合作的 “走进阅读世界” 三场企
业进校园活动。

新叶在云南、贵州、湖南、四川、江苏、安徽
等地，为参加活动的企业推荐合适的定点，长期捐
助学校，为企业策划并促成建设学校图书馆、体育
场，捐助校服、大型体育器材，设立奖学金等不同
项目，并邀请企业员工到学校参与活动。

欢迎企业和我们联系!
联系邮箱 yeskids@126.com



新叶城市工作坊
情暖车棚●

兴趣天●

六一儿童节联欢会●

“色彩夏梦”夏令营●

新叶圣诞迎新派对●



 新叶城市社区工作坊是新叶公益的城市社区项目，项目地点位于南京老城区的朝天宫地区，

为社区外来人群以及低收入人群的孩子提供免费的功课辅导、兴趣班、少儿图书室以及英语

角等活动。我们关注城市贫困家庭及打工子弟教育问题，联合社区、学校及社会各界的力量，

整合教育资源，为孩子们获得平等的学习发展机会而努力。同时，我们挖掘社区历史和传统，

激发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发展社区文化。

 Yeskids Workshop is our urban community program. It's located in the old city area of

Nanjing. we provide various free courses and activities including after-school

tutorials, a kung fu class, book club events, and an English corner to children from

migrant workers families and low-income families.By cooperating with local

community, schools and other orgs, we integrate education resources for children

from low income families to give them more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Meanwhile, we explore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the local area to foster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development as a new community culture.

 在过去的一年中，新叶城市工作坊项目持续扩大，受益人数超过 50人次，我们的服务时间超

过了 300小时。新叶城市工作坊的活动得到了当地诸多企业的认可，冶山道院社区，哇喔科

技，博世家电江苏赞助了我们年末的圣诞活动，并推进了新叶社区书屋的建设。2015 年下半

年，我们和爱德基金会合作，在腾讯公益开展募捐超额募捐了项目活动经费。

 除了河海大学商学院志青、金陵中学Vstart 高中联盟继续服务于我们的社区工作，通过和南

京爱德基金会对外交流项目的合作，我们引进了国外志愿者参加我们的社区服务。来自澳大

利亚圣玛丽女子中学以及美国的七名志愿者参加我们的志愿活动，为我们社区的夏令营活动

增加了一份活力。



新叶公益以关注、关爱社区和邻近街道的清洁工和物业管理人员子女、流动儿童、残

疾儿童等社会边缘儿童为目标发起此项活动。通过联谊、出游等方式，让身处不同生活水

平、不同职业家庭的孩子成为伙伴，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了解、沟通；也加深孩子们对

南京的了解。我们的项目还和其他机构合作，引进心理辅导师，为孩子以及家长提供专业

指导意见建议。

听力障碍大学生分享

会
博物馆之旅

情暖车棚

一对一课业辅导



English corner

Gong fu ClassChess club

兴趣天

开口说英语，可以迅速提高英语水平，

更可以增加对英语的学习兴趣。新叶公益

与金陵中学的中美班合作，成立了 yeskids

高中志愿者团队，在社区组织周末英语口

语角活动。通过和爱德基金会的合作,外国

志愿者也加入到英语角活动中,小朋友得以

接触纯正的英语。

此外，我们还为社区儿童提供其他文化

娱乐的支持服务，如武术班、国际象棋俱乐

部等活动，让小朋友的周末变得丰富多彩。



六一儿童节联欢会

每年，参加新叶公益城市工作坊的孩子们

都联合社区艺术培训机构，用精彩纷呈的文艺

演出庆祝了属于自己的节日——六一儿童节。

诸多企业也在在这一天和新叶联合举办游园

会，为参加活动的孩子们献上一份爱心。

Every year, Kids participating in our

rogramme will celebrate Children's

Day with colorful performances.

鸣谢以下单位赞助六一庆祝相关活动

以及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

冶山道院社区

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



色彩夏梦夏令营项目，是面向城市贫困

流动家庭儿童，为了其全面发展而展开的，

教学辅导、文化交流、户外素质拓展、小组

话剧等活动的暑期项目。2015 年色彩夏梦

夏令营历时 21 天, 总计 20 名儿童参加,

时长、参与人数比第一年翻倍。

“Colorful Summer Dream”summer camp, designed

for children from poor migrating households, aims at

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by tutoring,

culture exchange, outdoor activities, group drama

and so on. 2015 summer camp serves a total of 20

children and lasts 21 days, which doubles from its

first camp in both participates and duration.

“色彩夏梦”夏令营

（附）夏令营活动日程表



新叶圣诞迎新派对

圣诞 Party 是新叶一年一度的保

留项目，这一天也是新叶的家庭日。新

叶的志愿者们和参加新叶城市工作坊

的小朋友们以及家长们齐聚一堂。

Christmas Party is our annual repertoire.

It’s also a family day. volunteers,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engjoy good

time together.

新叶的城市活动坊活动受到家长和小朋

友以及当地企业认可，感谢下列企业赞助我

们的圣诞 party

欢迎企业赞助，并参与我们的圣诞派对，

为城市流动儿童以及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们送

上温馨的节日祝福。

欢迎和我们联系！

联系方式：yeskids@126.com

圣诞拍卖会

Christmas auction

跳蚤市场 Bazaar stalls

各种游戏

funair party game 冶山道院社区



我们的志愿团队
我们的志愿者●

我们的管理团队●



 新叶的工作依靠志愿者的无私奉献。在 2015 年, 为新叶公益提供直接服务的志愿者

超过百人，南京河海大学和 Vstart 高中联盟等志愿团队连续服务我们的社区项目,

通过和爱德基金会的合作，外国志愿者也加入我们的社区服务。我们为拥有这样的充

满热情的志愿者团队感到骄傲。

 Our program ran by the dedication of all volunteers. In 2015, hundreds of

volunteers participated in our program. Many college and high schoo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Hohai University and Vstart high school alliance,

consciously served for our program. We cooperated with the Amity

Foundation and recruited foreign volunteers to get involved with community

services. We are proud of our passionate volunteer teams.

 大学生和专业人士等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为新叶提供免费的专业服务，这些志愿者构

成了新叶管理团队。专业的财务团队, 长期合作的法律顾问，IT 技术员，美术设计师，

这些志愿者在业余时间,通过网络协同工作，构成了我们整个新叶管理团队的运营。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 voluntarily provide many services to u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program management. Our program operated by

volunteer treasurers, legal consultants, IT technicians and visual designers

coordinated each other through online platforms.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志愿者, 摄影、摄像编辑、美术、IT、翻译、人力资源管理等加入

我们的队伍。

 Welome more volunteers to join us ， photography, video editing, art, IT,

translatio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etc. we need you!

翻译：Dayan Li Sarah Lawrence College；NY



我们的志愿者Our Volunteers

新叶的工作离不开志愿者无私热情的工作，在过去的一年中，数以百计的志愿者

直接服务于新叶的各个项目。我们希望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因为有你们，我们才

能走得更远。

河海大学志愿者

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金陵中学 Vstart 高中联盟

工商银行长江路支行

君和堂员工 国学堂萌娃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hundreds of volunteers in 2014 spreading all over China
and abroad.Thank s to their dedication, passion, and commitment, we can go further.



我们的管理团队Our team

首席执行官 何培蓉
Pearlher

Executive Director
Nanjing China

会计 王瑛
Ying Wang
Accountant

Nanjing China

Nanjing China

志愿者协调员 马锦怡
Jinyi Ma

Volunteer Coordinator
Nanjing China

财务总监 黄婷
Ting Huang

Finance Director
Nanjing China

Nanjing China

品牌部总监 高珊
Shan Gao

Brand Director
Nanjing China

Nanjing China

项目总监 蒋浩君
Haojun Jiang
Project Director
Nanjing China

Nanjing China

物资物流 尤伟龙
Weilong You

Warehouse & logistics
North Carolina US

会计 王兵
Bing Wang
Accountant

Chengdu China

Nanjing China

律师 董烨
Ye Dong

Finance Lawyer
Nanjing China

Nanjing China

编辑 高胜寒
Shenghan Gao

Editor
Nanjing China

Nanjing China

数据库管理 刘君涛
Juntao Liu

Backend Technician
Shanghai China

志愿者协调员 阿都子且
Aduziqie

Volunteer Coordinator
Liangshan China

Nanjing China

助学管委会 秘书长 朱晓卉
Xiaohui Zhu

Secretary of SAC
Fujian China

审计部 李可可
Keke Li

Audit Manager
Nanjing China



财务报告

Financial report



收入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新叶公益共计收到如下捐助：

（For the year ending December 31, 2015.）



支出

2013 年,由于捐赠收入较少,

新叶的日常管理费用达到

20％，随着捐助额的增加，

2014 年,日常管理费下降到

14％。2015 年，管理费用和

前两年基本持平，但是由于

捐助额的大幅提高，管理费

用降低为 3%。

2013 being our first year of

operation, our Overhead Expenses

over Program Expenses reached

20% higher than we would have

liked. As donation income

increases，2014 it cut to 14%.

This year our Overhead Expenses

is cut to 3% vs.Program Expenses

due to increased donation.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新叶各项支出如下：

（For the year ending December 31, 2015.）

2015 年,我们今年的支出达

到 380294.45 元,比去年增

加 213%。直接用于捐助的

支出达到了 367402.95 元,

占 总开支的 97%。

¥380294.45 Yuan was invested in

this year, a 213% increase over

the prior year’s. Programmatic

spending constituted 97% of our

total expenses which means only

3% toward overhead expense.

今年接受的资金的利用率达到了 95%。

95 cents out of every yuan we received

has been distributed 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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