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允中

文教年度工

作报告



民得安乐，天生和畅

众人同愿，世界呈祥

人我皆幻，道义恒存

一体之慈，万身同悲

德音老师
允中文教院、允中文教基金会创办人

目录CONTENT

团队建设与人力资源

教学科研与课程举办

公益项目与活动开展 

品牌建设与传播

1.

2.

3.

4.



一、团队建设与人力资源

理事会与战略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

允中文教院发展规划、教育科研、项目合作、日常管理由

理事会、战略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执行团队共同完成。

允中文教院学术委员会有教育、音乐、医学、国术、文史、文博、哲学、经学、

经济、管理、建筑等各领域对中国教育有共同愿景的资深专家学者近百位。



志愿者团队

  社会志愿者组建含传媒、筹款、编

辑、教学、组织联络、会务、交通类别。

  机构现有注册志愿者1700余名，其

中社会志愿者2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

1500余名，含教育类、艺术类、医学类、

社会服务类等。

 



机构现有全职工作人员12人，兼职6人，预备工作人员2人，承担允

中教学、出版、科研等基础业务运行和各个公益项目的执行与管理。
 执行团队（西安办） 

 工作要求

讷言敏行  智圆行方  节约精神  不妄作劳

立足本职  胸怀全局  仁义济世  慧灯心传

个体成员要求

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毋意  毋必  毋固  毋我

团队成员要求

信任  直心  默契

举重若轻 高效周密

追求卓越的团队执行力、战斗力、生产力



二、教学科研与课程举办

1. 允中基础教育——乐教课题研究成果推广

                                 允中教师学院

2. 允中高等教育——允中高校校外国学院

3. 允中社会教育——允中企业学院

                                 允中父母学堂

                                 允中社会讲堂



        允中教师进修学院致力于培养

具有“综合国学教育”素养和真功夫、

真品德的国学教育师资，为中华文

化的传承留存教育的火种，让修身

进德、明德日新成为每一位教师内

心深处的真信念。

允中教师学院



乐教校园讲座·《国乐入心，“笙”乐传情》——翁镇发先生及上音笙乐团乐教讲演报告 

2019年10月18日，我

们荣幸地邀请著名笙乐艺

术家、教育家，允中艺术

团首席吹管乐艺术家、允

中乐教导师翁镇发先生，

以及上海音乐学院翁镇发

笙乐团成员张梦、陈剑南

老师，走进西安高新第一

小学，为师生们带来一场

中国最古老的吹管乐器—

—“笙”的讲·演报告，学校

600余名师生参加。



2019年12月5日下

午，由允中文教院、陕

西省西安中学联合主办，

西安市允中文教慈善基

金会承办的《让生命因

音乐而美善》“乐教”讲

座在西安中学校体育馆

举办，近三千名师生聆

听了讲座。

乐教校园讲座·《让生命因音乐而美善》——德音老师西安中学专场



        资助性培养优秀大学生，以“做人做事，明

心体道”为宗旨，系统开办中国文化核心智慧传承

深度体验式课程，为建立以中国文化思维、道统、

精神为主体的新型大学打下坚实基础，并不断探

索。目前已开设针对中医、师范、传媒编辑、管

理等多个专业方向的专题研修班以及职业素养训

练、艺术修养培养等通识类学习体验平台。2019

年度，开展日常教学及举办基地课程共5期，资

助大学生475人次。

允中高校校外国学院



2月20-23日·允中社团工作年会&乡

恩行动预备志愿者研修班（一期）

5月1-4日·允中高校校外国学院新

学员公共基础课&乡恩预备志愿者

与种子教师研修班（二期）

7月13-18日·允中高校校外国学院

中国文化通识课&乡恩志愿者与种

子教师研修班（三期）



4月4-7日·“大医计划”

2019年一阶一期基地课程

8月3-7日·“大医计划”

2019年一阶二期基地课程



2019年4月19日 兰州新加坡品

格·恒大名都幼儿园

德音老师·《点亮觉性·诗意生活—

—幼儿园综合国学教育实践》



允中企业学院是允中文教院旗下品牌教

育机构，旨在为企业管理者及社会精英人士

搭建修学体验中国文化的平台，助力企业文

化发展、企业凝聚力建设，以及企业管理能

力、创新能力的提升，在更广阔的视野、高

远的境界、精诚的态度、坚实的实践中，培

养具有中国思维的高水平企业管理者，提升

中国企业的软实力，为社会创造价值。

允中企业学院



2019年3月30日，允中企业学院春季公开课《福田在心，事业长青——儒释道

精神与立业之基》

2019年6月16日，允中企业学院夏季公开课《万境归一，心归无极——儒释道

体证与身心实践》

2019年7-12月，允中企业学院书友会《格言联璧》讲记系列，共举办7场



        允中父母学堂是允中文教院社会教育品牌项

目。秉承允中教育主旨——人格教育为根，生活

教育为本，审美与创意教育为两翼，而后发展专

长；践行以“明典、乐教、医道、修身”为主骨架的

综合国学教育；融会古今东西方精华；为父母们

提供正己修身的成长家园；为孩子开启一生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养料宝藏！

允中父母学堂

l 2019年5月14日，允中父母学堂东莞讲座《开

启仁心宝藏，培育百善世家》

l 2019年5月17日，允中父母学堂惠州讲座《亲

子同行，收获生命成长的喜悦》



        通过举办社会讲堂，开展允中社会教

育，建设中国文化核心智慧体验学习平台。

允中社会讲堂

2019年4月18日，德音老师应兰州大学第一

医院之邀，为医护工作者们进行了一场题

为《生命之花，医外之艺》的主题讲座。



三、公益项目与活动开展

【乡恩行动 】

【允中大医教育】

【国学工程-大学生修身教育】

【中华乐教】

1.企业赞助与品牌活动

2.允中藏品募集与义卖

3.定向筹款

4.公益申报合作类 

5.日常捐赠类[腾讯乐捐（日常乐捐、99公益节）、
文章打赏、益友捐赠、微信/支付宝捐赠通道]

6.物资募集 

7.场地、人脉等重要资源募集

        ……

筹
款

执
行



2019年工作：

• 资助培养乡恩大学生志愿者202名，乡恩种子

教师18名。

• 执行完成16个乡村资助点工作，资助培养乡

恩种子教师18名、举办乡恩父母学堂3场、举

办乡恩夏令营及开展乡风倡导16场、赠送精

品国学书籍影音1228套，受益儿童900余名。

• 定点援助5所乡村学校，覆盖学生8800余人。



【乡恩夏令营
与乡恩陪伴】

       晨练、晨读、生活劳

动、亲近自然、家访互动、

乡风宣导、活动联谊……

志愿者用热情、创意和爱

心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地

成长，让乡下的孩子也有

一个丰富快乐、受益终身

的暑假。我们要给小学童

们的不仅是一个夏天的课

堂，更是一辈子智慧与美

善的守护，希望他们能成

为有梦想并且有能力守护

家园的人！





【乡恩父母学堂】

        开展村民讲座，发布网络学习资

料，发放宣传画、宣传册等多种形式，

把乡恩健康教育、乡恩乐教、乡恩食

育、儿童心理及家风倡导等优质教育

资源及理念直接传递给乡村地区家长，

通过父母们的认知进步与反思为孩子

们创造最好的成长环境，不仅促进了

家庭幸福，也是乡村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

2019年7-8月在渭南蒲上资助点、渭南

蒲邓资助点、宝鸡峪新资助点共举办

乡村父母学堂公益讲座三场，受益家

长共150余名。 



“大医教育”是允中文教基金会的品牌公益项

目，通过设立大医教育奖励基金和系统举办大医

教育深度专题研修课程，培养健康教育专业师资

与具备大医精神的医道传承人才；同时，深入开

展健康教育研究与传播工作，在基础教育中落实

青少年健康教育，以多种形式开展公民健康教育。

以倡导医界新风，促进社会文明。

2019年工作：

• 大医教育奖励基金资助培养大医学子89人次。

• 通过“允中父母学堂”开展大医健康教育传播

活动，年度发布相关文章60余篇。

• 捐赠大医健康教育宣传册810本。

【允中大医教育】



2019年工作：

• 校外国学院网络学院建设。

•  援助高校允中国学社团，举办四大主

题大型讲座及允中讲师团进高校讲座、

辅导等大型活动3场。

•  受益大学生1400余人。

【允中大学生修身教育】

        项目包括高校讲座与校园文化倡导，设

立奖学金以及校外国学院建设，以营建风尚、

引导大学生修身自觉的方式，实现人格教育、

生活教育、审美教育、创意教育的目标，引

领校园高雅新风尚，推进各领域的文明倡导。

为学子们提供终身学习的大平台。



高校名师讲座·德音老师
• “中华文明大讲堂”系列-甘肃中医药大学

• 《立身与济世-对生命的反思与超越》

• 2019年4月20日



高校名师讲座·龚一先生
• “国乐大家高校行”系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 《一枝极美丽的古代花朵——古琴艺术漫谈》

• 2019年6月12日



高校名师讲座·德音老师

• “中华文明大讲堂”系列-北京中医药大学

• 《调理四时，太和万物——乐道与医道漫谈》 

• 2019年6月12日



2019年工作：

• 在西安音乐厅举办“念乡恩”慈善音乐会1场，

听众千人，收到热烈反响。

• “乐教校园”系列讲座2场，受益学生3500余人。

• 乐教教学研究、原创作品制作编辑，持续进

行中。

  中华乐教是中国文化人格教育与审美教育

不可缺失的重要内容，是允中人文艺术启蒙教

育的主骨架之一。通过乐教养正培基、涵养性

情，培养少年儿童的音乐母语，培育中国气质

与精神风骨是允中坚守的实践之路。



弘扬中华乐教，支持乡村教育——“念乡恩”慈善音乐会

2019年10月17日由陕西省民

政厅指导，陕西允中文教院联合西

安市允中文教公益慈善基金会主办，

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会、上海音乐

学院翁镇发笙乐团、西安德音文化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支持的“弘扬中华

乐教，支持乡村教育——“念乡恩”

慈善音乐会在西安音乐厅倾情上演。

允中文教院携手国乐大家龚

一先生、翁镇发先生、詹永明先生、

方锦龙先生以及女高音歌唱家王相

周、上音翁镇发笙乐团、西安交通

大学合唱团、西安高新一小合唱团

等艺术家及团体齐聚古都，为观众

精彩演绎国风之美。



四、品牌建设与传播

1. 机构自媒体传播

（1）官网：允中文教院、允中文教院基金会官网建设与更新。

（2）微信公众平台： “允中文教院”“允中父母学堂”“允中文教基金会”“徳音乐教”“鹏鹏和他的

同学们”“乡恩行动”阅读量总计174万余人次（微信以外端口打开未统计）。

2. 宣传品制作与传播

       2019年印制乡恩行动折页12000份，乐教折页3000份，乐教书签卡6000张，腾讯乐捐卡

片10000张，允中文教院简介106份、张贴乡恩行动系列宣传画480张（覆盖全国16个村）。

3. 其它新闻媒体

      2019年合作媒体9家，网络报道共13篇；合作机构官网报道5篇。



诚挚感谢您对允中教育事业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