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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基金会加油计划 

2020 年第三季度项目报告 

一、 项目介绍 

（一）项目背景：  

经过多年的发展，农村地区教育正在从“能上学”、“上好学”向“全面发展”转变。由

于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贫困地区的儿童还是很难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从根本上阻

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根据《2018 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报告》显示，在全国

2931 个县中仍有 214 个县未达到基本均衡标准。  

（二）项目简介：  

“加油计划”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推出的一项推动贫困地区儿童发展，促进城乡教育公平的

发展型公益项目，旨在通过持续性的社会关爱和专业化支持，为贫困地区的儿童改善学习环境，

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加油计划以贫困县为项目实施区域，同当地县教育部门联合，在全县一定比例的小学中开

展加油计划。项目连续实施 6-8 年，助力贫困地区儿童全面发展。同时，通过项目学校示范性

和规模化效应，推动当地教育政策的改变和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  

二、收支情况 

2020 年第三季度，加油计划共筹集善款 8042146.79 元，项目支出 2807010.62 元。 

三、具体执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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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加油计划项目本年度共覆盖威宁县、镇雄县、隆林县、会泽县、

赫章县五个项目县的 172 所项目学校。自项目启动至今，项目累计受益学生人数为 58135 人

（ 包含转学与升学学生），累计受益教师为 2491 人。 

2020 年第三季度，加油计划项目在赫章县召开项目启动仪式；加油计划项目在昆明举办

TOT 初级版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加油培训、加油督导和加油伦理，培养了学员成为培训师助理

的初步能力；加油计划项目在镇雄县、会泽县以及赫章县举办 2020 年秋季学期加油基础培训。

加油计划项目组织赫章县、镇雄县以及会泽县项目学校校长及所在乡镇教管中心主任或乡镇中

心校校长分别在贵阳、遵义以及昆明参加校长培训，随后加油计划会泽县项目学校校长及所在

乡镇中心校校长分别在郑州、成都、南京、武汉、青岛参加跟岗培训。 

（一）加油计划项目启动会 

赫章县 

 9 月 10 日，加油计划赫章项目区项目启动仪式在赫章县教科局召开。 

 

（二）加油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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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 培训 

8 月 23-26 日，加油计划举办 TOT 初级版培训，共组织 18 名学员和 4 名主培训师参训，

培训内容包括加油培训、加油督导和加油伦理，培养了学员成为培训师助理的初步能力。 

 

会泽县 

2020 年第三季度，对全县 45 所项目学校新增加的 100 名教练员开展了为期 3 天的加油

课基础版培训。 

 

2020 年 9 月，为 32 所项目学校图书角每班均各增补图书 70 册。目前，所有增补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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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全部摆上各班的图书角，供学生课间、课后及阅读课时借阅。 

 

图 1| 图书角图书整齐摆放                   图 2| 孩子们课间借阅图书 

 

镇雄县 

9 月 11 日至 13 日，加油计划镇雄项目区举办 2020 年秋季学期加油基础培训。30 所项

目学校共计 67 名教师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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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章县 

9 月 18 日至 20 日，加油计划项目赫章项目区举行 2020 年秋季学期加油教练员基础培训

会，来自 30 所项目学校共 89 名乡村教师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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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油领航者 

加油领航者板块包括校长培训、教师发展与奖励基金及校长论坛三方面内容。校长培训采

用集中培训、跟岗培训、国内游学、“师徒制”结对指导四种培训形式，培训内容核心为提升

校长管理能力、拓展教育理念；教师发展与创新基金由项目学校校长自主使用，旨在促进校长

和教师能动性，深层次激发校园活力；校长论坛旨在聚集行业合力，探索长效的乡村教育发展

机制。 

本季度开展了集中培训和实地跟岗培训，培训对象均为乡镇中心校校长及村完小校长。集

中培训时长为 5 天，议题包括校园管理、教育理念创新、教育心理学、教育信息化等；实地跟

岗培训时长为 5 天，邀请参训校长到郑州、成都、南京、武汉、青岛等地的优秀城市小学进行

入校跟岗学习，全面学习学校的日常管理、教研教学等工作。此外，培训还结合了“加油课堂”

板块内容，引入“优质课堂”理念，为校长讲解加油课、阅读课、运动课的学科理念、案例和

方法，以更好地塑造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学习效能、社会情感，促进乡村校园生态系统良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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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会泽县 

加油领航者会泽县校长培训班于 8 月 16 日-21 日在昆明开展，来自云南省会泽县的 45

名项目学校校长和 20 名乡镇中心校校长全程参加。 

9 月 21-30 日，“加油计划”会泽县项目学校校长及乡镇中心校校长分别在郑州、成都、

南京、武汉、青岛参加跟岗培训。

 

镇雄县 

8 月 20 日-25 日，加油领航者镇雄县校长培训班在遵义开展，来自云南省镇雄县的 47 名

项目学校校长和 18 名乡镇中心校校长全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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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章县 

加油领航者培训活动于 2020 年 8 月 2 日-8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海嘉双语学校举行。来自

贵州省赫章县 30 名学校校长和 18 名教管中心主任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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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油关爱 

镇雄县 

2020 年 9 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在镇雄县项目区开展了两批次的捐赠人探访活动，第一批是

9 月 17 日至 18 日，共计 26 位捐赠人参加；第二批是 9 月 21 日至 22 日，共计 28 位捐赠人

参加。两次活动在镇雄县八所项目学校开展。此次活动内容丰富，活动充实，捐赠人感受颇为

深刻，如破冰活动，到学校开展各项活动，去学生的家里进行家访，走学生的上学路。乡村孩

子们感受最深的就是捐赠人为孩子们精心准备的课程，如手工课，介绍家乡课等，能和孩子们

互动在一起，让乡村孩子感受到远方朋友带来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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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和孩子们共同参加拔河比赛 

 

捐赠人探访“一对一”捐赠的孩子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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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捐人探访官庄小学和孩子们的合影留念 

 

会泽县 

9 月 20 日至 9 月 23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在云南省会泽县顺利开展探访活动。来自北

京、内蒙古、天津、河南等地近 20 名月捐人齐聚会泽，共同参与此次探访活动，深入了解了

加油计划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并与乡村小朋友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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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捐人为学生准备的课堂 

 

月捐人探访和孩子们的合影留念 

四、企业捐赠项目实施情况 

国美控股集团支持加油计划项目在贵州省赫章县乡镇中心小学开展。本季

度，加油计划项目继续在赫章县 10 所项目学校开设加油课程。 

9 月 12 日至 14 日，加油计划赫章项目区举办 2020 年秋季学生加油基础培

训。国美集团支持的 10 所中心小学共计 53 名教师参加培训。 9 月 18 日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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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加油计划项目赫章项目区举行加油教练员加强培训，由国美集团支持的 10

所乡镇中心小学的 26 名加油教练员参加培训。 

 

五、项目故事 

教师专栏 

人间处处是“温暖” 

             

又是一个好晴天，秋风不误读书时。 

今天是 2020 年 9 月 23 日，阳光很是明媚，放学以后，我看见一个学生捧

着一本课外书坐在校园的桂花树下静静的读着，微风拂面，瞬间觉得特别幸福。

就在那一刹那，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熟悉的画面、一个如同闻到桂花香味那种幸

福的感觉的画面，我想了想：是什么能使我的学生们能够安然的坐在桂花树下吹

着微风、闻着桂花香、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幸福？哦！是的，我想起来了---是”加

油计划”的到来。是“它”使山里的孩子们感受到人间处处是“温暖”。 

孩子们的幸福来自那一串串律动的音符。口风琴吹出的悦耳的声音伴着老师

和同学们动听的歌声，使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充满了快乐，浑身充满了音乐细胞，

满血复活。 

孩子们的幸福来自那一套套蓝白相间的运动服，那一根根牢固的跳绳、一副

副羽毛球拍、一副副乒乓球拍等等。有了这些，体育课上不再那么枯燥，孩子们

更加喜欢体育课了，身体变得很强壮，他们原本单调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了，校

园也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孩子们的幸福来自充满神奇色彩的美术课和美术包。即使心里满是乌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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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见色彩斑斓的画面，也会变得充满希望和正能量，原本普通平凡的生活变

出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孩子们的绘画展 

孩子们的幸福来自那一件件温暖的羽绒服。在前年的冬天，老师们将全校同

学集中在操场，同学们显得有些畏头畏尾，因为只要一走出教室，呼啸的北风便

吹得人脸生疼、刺痛，冷得人身子直哆嗦。但当他们看见我们抱着一件件蓝色、

橘红色的羽绒服，心里面不禁一颤：“咦！难道是给我们的吗？”---果然，孩子

们如愿以偿的穿上了暖和的羽绒服，戴上毛线手套，戴上可爱的帽子，心里面别

提有多开心了，甚至脸色也从乌紫色变成了粉红色。来自爱心人士的关怀，温暖

了孩子们的整个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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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收到“运动包”开心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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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穿上了“温暖包” 

孩子们的幸福来自于美丽梦幻的“未来空间”。它是 2018 年由中国扶贫基

金会汇聚爱心人士们的力量打造的，里面安装了木质地板，屋顶是耀眼的 LED 射

灯，墙壁上悬挂有超大液晶电视，柜子里有笔记本电脑。整个未来空间五颜六色、

丰富多彩、如梦如幻，使人向往未来。这里是我们加油教练给孩子们上加油课的

地方。“加油课”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根据乡村学校设定的一大特色课程，对培养

学生的合作精神、耐挫力、建设性交流能力和创造力，以及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

教育、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等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学生们加油课的“凌波舞”游戏 

 

孩子们的幸福还来自于丰富有趣的“加油课”。加油课好玩、有趣，每到加

油课孩子们都高兴得手舞足蹈，玩得乐此不疲。它使孩子们明白了许多道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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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许多知识，它蕴藏着无限的乐趣，改变了孩子们的许多坏毛病和坏习惯，让

他们变得天真可爱。 

总之，孩子们的幸福来自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每一位关爱和关心孩子们

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我要谢谢你们，因为有你们，乡村孩子们倍感温暖和幸

福，因为有你们，人间处处是“温暖”。 

                                 花山乡放马坝小学--方崎舒老师 

学生故事 

因为有爱  涅槃重生 

时间过得真快，初次感受到加油课魅力的情景仿佛还在昨天，可转眼我已经

快毕业了。我是来自大山深处的一名普通的女孩粉粉，今年 11 岁，在迤车镇张

家村小学读五年级。 

 

2018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决定在我们学校启动“加油计划”，内容包括建设

“阳光操场”，发放“美术包”、“温暖包”、“图书包”、“音乐包”以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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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加油课程”。以帮助我们这些贫困地区儿童拓展视野、培养能力。为我们量

身定制的“加油课程”主要通过主题游戏、运动及表演等参与性艺术方式，激发

我们的心理潜能，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培养我们建设性交流、自尊心、耐挫力

和团队合作与信任等积极品性。 

 

记得刚开始上加油课的时候，我特别的拘谨、羞涩。可是随着活动的开展，

我慢慢地、不自觉地就融入到了课程中，开心地做游戏，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天

真的笑容。我忘记了学习的枯燥、乏味，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在短短两年

的加油课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快乐成长的方法、技巧。同时也深深地喜爱上了“加

油计划”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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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迈着一成不变的脚步不疾不缓的走着，我们拥有了崭新的阳光操场，

收到“美术包”时一个个笑脸从我们的脸上绽放出来，烙为时间流逝的证据，附

着在我们无数个唯美瞬间的剪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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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包”的到来让我心里的那个“冬天”永远不再寒冷。 

 

叔叔阿姨们送来的“图书包”指引我找到解決问题的办法，帮我忘记了学习

的劳累，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美好的享受。听说要发“音乐包”了，我激动的帮

老师一遍遍清点着包裹数量，确保每个小伙伴都能共享这一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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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经常开展加油计划校级主题活动，我巴不得用手中的画笔画尽每一个唯

美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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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加油计划在我校开展以来，原来内向的我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变得喜欢

和同学们交流了，我们会谈长大后的梦想，谈各自的变化，同学们总说能从我身

上感受到乐观、永不屈服的精神。真心希望在今后的岁月里，我能够像她们形容

的那么完美。 

随着“加油计划”在我们学校的深入开展，我在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切切实实体会到：“加油计划”是一个能让我真正团结、坚强、自信、快乐起

来的好项目，活动的开展让我变得乐观、积极和自信了许多，我平常的言语逐渐

多了，渐渐的变得勇敢、胆大了许多。让我体会到了互相关心、互相支持、互相

帮助的重要性！我由衷地感谢中国扶贫基金会加油计划项目，感谢所有默默付出

的爱心人士，感谢您们用爱滋润着我健康快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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