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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介绍 

加油未来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4 年发起的促进乡村儿童全面发展、

推动乡村教育整体提升的综合型、发展型公益项目。项目通过引入面向未来的核

心素养课程和学习空间打造，助力乡村儿童全面发展；通过培训、交流和基金支

持，激发校长和教师的内生动力和创新力。项目以县为实施单位，在一定比例乡

村小学持续开展 6-8 年，通过项目学校和项目县的示范作用推动当地教育的改变

和乡村教育的整体提升。 

二、 收支情况 

2021 年第二季度，加油未来项目共筹集善款 1020.86万元，支出 1032.96 万

元（注：以财务口径为准）。 

三、 具体执行进展 

2021 年第二季度，加油未来项目覆盖威宁县、镇雄县、会泽县、赫章县、广

南县、印江县六个项目县的 218所项目学校。自项目启动至今，威宁、镇雄、会

泽、赫章、广南、印江累计受益学生人数为 71364 人（包含转学与升学学生），

累计受益教师为 3448 人。 

2021 年第二季度，“加油课堂”方面，威宁、镇雄、会泽、赫章、广南、印

江的 218 所学校正常开展加油社会情感课；加油未来项目组织镇雄、会泽、赫章、

广南加油教练员共计 532人参加加油社会情感课培训，教会他们开展加油社会情

感课程的方法；中国扶贫基金会加油社会情感课督导师团队对镇雄、会泽、赫章、

广南、印江的 176 所学校进行了督导。各项目学校也积极参加各类交流会活动，

进行交流、研讨和学习：镇雄、会泽、赫章共有 55 名教师参加南京第十六届儿

童阅读论坛暨亲读者大会，镇雄、会泽、赫章 122 所学校 122名优秀教练员到四

川省绵阳市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加油未来项目加油社会情感课程交流会。组织会

泽、镇雄的 68所学校的老师进行阅读课的培训；广南 45所学校完成加油空间基

础建设；赫章雉街乡木戛小学完成阅读空间建设；广南坝汪小学完成阅读空间建

设。会泽乐业镇丫口小学完成塑胶篮球场和足球场建设；镇雄中屯镇朱家沟小学



完成悬浮板篮球场建设；赫章雉街乡木戛小学完成悬浮板篮球场建设；广南坝汪

小学完成足球场建设。 

“加油领航者”方面，加油未来项目邀请专家对镇雄、会泽、赫章的 178所

学校进行检查和指导；为广南、印江 81 名校长提供集中培训的机会，提升校长

管理能力和教育理念；为印江 12名校长提供跟岗培训。 

“加油关爱”方面，月捐人深入威宁、镇雄、会泽各项目学校进行探访和交

流，增进了城乡彼此的了解。 

此外，本季度“加油未来”项目为威宁提供了音乐及美术培训；为威宁 31所

学校发放了图书包；为威宁 15所学校学生发放了音乐包和美术包；为威宁 31所

项目学校建设了艺术空间教室；为威宁 24所项目学校建设了触碰世界科学教室。 

 

（一）加油课堂 

【威宁县】 

2021年第二季度，42所学校均按要求每周 1-2节正常开展加油社会情感课。 

  
学生参加加油课程活动                             学生参加加油课程活动 

 

【镇雄县】 

2021 年第二季度，47 所学校均按要求每周 1-2 节正常开展加油社会情感课

程。 



  

学生参加加油课程活动                          学生在阅读空间学习 

 

2021 年 4月 15日-19日组织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儿童阅读论坛，23名教

师参加。 

  

第十六届儿童阅读论坛暨亲读者大会           第十六届儿童阅读论坛暨亲读者大会 

 

2021年 5月 15日-17日，加油未来项目开展镇雄加油社会情感课加强培训，

18个乡镇 47所学校，141名加油未来教练员参加培训。 

 

加油社会情感课加强版培训现场                加油社会情感课加强版培训合影 



2021 年 5 月 22 日，加油未来项目委派专家就 29 所项目学校的阅读任课教

师在镇雄县第一中学初中部开展为期一天的阅读课程培训。 

  

 阅读课程培训                             培训中任课教师们积极讨论 

 

2021 年 5月 24日-26日，47所项目学校加油教练员代表赴绵阳市参加加油

未来项目加油社会情感课程参访交流活动。 

   

加油社会情感课程参访交流活动                 主培训师正在进行理论的补充 

 

2021 年 5 月 31 日-6 月 4 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加油社会情感课督导师团队

对全县 47 所项目学校进行了加油社会情感课程督导走访，针对部分任课教师在

授课过程中的疑虑把脉开方。 



 

加油社会情感课程督导合影                      加油社会情感课程走访 

 

2021 年第二季度，镇雄中屯镇朱家沟小学完成悬浮板篮球场建设。 

  

悬浮板篮球场建设                             悬浮板篮球场已竣工 

 

【会泽县】 

2021 年第二季度，45 所学校均按要求每周 1-2 节正常开展加油社会情感课

程。 

  
孩子们参加加油社会课程                           活动中孩子们的笑脸 

 

2021 年 4月 10日，45所项目学校 182名加油教练员在会泽县中铁第三幼儿

园参加为期三天的加油社会情感课程培训，其中基础版培训 30 人，加强版培训



152人。 

   
加油社会情感课培训现场照片                    加油社会情感课培训照片集锦 

 

4 月 15 日-19 日，会泽阅读空间项目学校共 13 名教师到南京参加第十六届

儿童阅读论坛暨亲读者大会。 

  

第十六届儿童阅读论坛暨亲读者大会             第十六届儿童阅读论坛暨亲读者大会    

                                           

4月 24日-25日，13所阅读空间项目学校共 39名教师在会泽县中铁第三幼

儿园开展阅读培训。 

  

加油阅读培训现场照片                         加油阅读培训合影 

 

5 月 21 日，30 所图书角项目学校共 120 名教师在会泽县以礼小学参加担当



者晨诵研习培训。 

  

担当者晨诵活动教师发言                    担当者晨诵研习培训活动现场 

 

5月 24日-26日，会泽县 45所“加油未来”项目学校 45名优秀教练员到

四川省绵阳市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加油未来项目加油社会情感课程交流会。   

  

加油社会情感课程交流会合影             加油社会情感课程交流会活动现场 

 

6月 6日-9日，32所图书角项目学校校长到成都和德阳开展阅读访学活动。 

  

阅读访学活动合影                                  阅读访学交流 

 

6 月 7 日-11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10 位督导师分为 5 个督导组，到 45 所项



目学校进行督导走访。督导师分别对项目学校加油社会情感课程开展情况做了督

导反馈，也听取了学校负责人对于加油未来项目开展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学校纷

纷表示，加油课堂让孩子们文化课外的闪光点被发现，逐步认识到了另一个不一

样的自己；让老师的性格愈发开朗。师生间由文化课堂上的师生变成伙伴；同事

间，加油的平台给老师间更多合作交流；同学间，游戏中建立起的友谊成为一颗

种子。 

  

加油社会情感课程督导观摩                            督导师合影 

 

2021 年第二季度，会泽乐业镇丫口小学完成塑胶篮球场和足球场建设。 

  

加油塑胶篮球场和足球场建设                              孩子们在足球场上活动 

 

【赫章县】 

4 月 15 日-19 日，共 19 名项目县教师到南京参加第十六届儿童阅读论坛暨

亲读者大会。 



 

第十六届儿童阅读论坛暨亲读者大会 

 

2021 年 5 月 21-23 日，由赫章县中国扶贫基金会、赫章县教育科技局、都

江堰上善机构联合举办的加油社会情感强化班培训在赫章县第三小学顺利举行。

来自 30 所学校的 102 位老师参与了此次培训。 

  

加油教练员破冰活动                            加油教练员实战演练 

 

2021 年 5 月 24 日-26 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经赫章项目区各项目学

校选派 30 名优秀加油教练员赴四川绵阳与其他项目区优秀教练员进行交流学习，

并分组到绵阳当地知名学校进行参访学习。 

  
社会情感课程交流会合影                     社会情感课程交流现场优秀教练员发言 



 

2021 年 5 月 31 日-6 月 4 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的 8 名督导师分赴到

30所项目学校进行为期一周的加油社会情感课程督导。 

  

督导与教练员进行交流                               督导与教练员合影 

 

2021 年第二季度，赫章雉街乡木戛小学完成阅读空间建设、悬浮板篮球场

建设。 

   

阅读空间建设                       孩子们在悬浮板篮球场上活动 

 

【广南县】 

本季度广南县 45 所项目学校正常开展加油社会情感课程。 

  



学生体验活动：解开千千结                           学生进行讨论分享  

 

2021 年 5 月 21 日-23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加油未来”加油社会情感课程

培训在广南县第五中学举行，来自 45 所项目学校的 107 名教师参训。此次培训

分为 3个班，进行加强版培训。 

  

加油教练员培训开班仪式                             培训合影 

  

               教练员积极参与活动                              教练员认真听讲 

 

2021 年 6月 7日-11日，加油未来项目委托十位督导师到广南项目区开展加

油社会情感课程督导走访工作。 



 

 督导师与加油教练员交流                           督导师与学生交流 

  
督导师与那克小学教练员合影                    督导师与加油教练员交流 

 

  目前，45所项目学校已按合同要求完成加油空间的建设，坝汪小学同时完成

了阳光操场、阅读空间的建设，9月份均可投入使用。

  

坝汪小学阳光操场                           坝汪小学阅读空间建设 



  

桥头小学加油空间建设                       那耐小学加油空间建设 

 

【印江县】 

2021 年 4月中下旬，印江县 9所项目学校收到“加油未来”加油教具及加

油箱。 

  

“加油未来”加油教具及加油箱                “加油未来”加油教具及加油箱 

 

5 月 26 日-27 日，加油未来项目对 9 所项目学校加油社会情感课进行督导。 

  

黔江小学加油社会情感课督导                     加油社会情感课督导反馈 



（二）加油领航者 

【镇雄县】 

5月 18-21日，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邀请遵义市桐梓县海校中心学校

秦洁校长、遵义市湄潭县实验小学高英校长、遵义市绥阳县城南小学付俊杰校长

等 5 组专家团队，对镇雄县 65 所乡镇中心校及乡村完小进行实地指导。根据镇

雄县各位校长对学校情况、发展面临问题与发展规划的汇报，指导专家进行针对

性的分享与建议。 

  

“加油未来”项目实地指导                          入校指导座谈 

 

会泽县 

4 月 20 日-22 日，中央电化教育馆一行共 13 名专家，分为 4 个专家组，到

全县 20 所项目中心学校及 45 所项目学校开展领航者培训项目的入校指导活动。 

 

  入校指导座谈               会泽县校长与专家通过线上总结会议进行研讨与交流 

 

【赫章县】 

4月 12-14日，由北京四中校友促进教育基金会协办的“加油领航者”校长

实地指导在赫章县开展。北京四中特级教师、北京四中房山分校等北京、深圳的



30 多名校长和中层管理者走访了赫章县 30 所乡村小学及所在的 18 所乡镇中心

校，结合当地学校实际情况，围绕校园管理、校长培训、学科融合、学生培养、

远程培训等内容，为当地校长提出建议及个性化参考方案。 

 

北京垂杨柳中心小学副校长为古达乡观音小学校长赠送学生手工课作品 

 

【广南县】 

5月 10日-16日，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安排，中央电教馆执行，由广南县教

育体育局资助中心罗正华主任带队，顺利组织广南县中心学校校长、项目学校校

长共 64 位加油领航者赴深圳参加为期一周的集中培训。 

 

项目学校校长参与深圳领航者培训                       校长经验交流 

 

【印江县】 

5月 10日至 16日，17位印江县“加油未来”项目所在的中心校校长、项目

学校校长到深圳参加了“加油未来”领航者规划设计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培训。 



  

领航者规划设计能力提升                       领航者规划设计能力提升 

2021 年 6月 20日-26日，印江县 12名校长分别到昆明理工附属小学、长沙

市岳麓区第二小学、绵阳市高新区火炬实验小学进行“加油未来”项目跟岗学习。 

  

到昆明理工附属小学跟岗学习                 到长沙市岳麓区第二小学跟岗学习 

 

（三）加油关爱 

【威宁县】 

5月 27-28日，加油未来威宁项目区组织捐赠人到威宁么站小学、平山小学

探访。  

  
月捐人们在学校门口合影                        月捐人体验爱心厨房午餐 

 



【镇雄县】 

2021 年 5 月 27 日-29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月捐人分组先后深入坪上镇小河

小学、尖山乡山顶小学、芒部镇元孔小学、坪上镇老场小学实地探访，进班开展

交流课程，与乡村孩子同做课间操等多种形式与学生近距离接触。  

  
孩子们领取“加油”美术包                   月捐人与孩子们一起做活动 

 

【会泽县】 

5 月 26-29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60 余人月捐人到会泽县三岔小学、新云小

学、冬瓜林小学、马厂小学 4所学校进行探访，月捐人到 4所学校参观了学校校

园文化、与孩子们一同上加油未情感课程，参与孩子们的大课间活动，到孩子家

进行探访，活动结束，月捐人纷纷表示：此次探访活动非常有意义，实地感受了

乡村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以后将会带动更多人加入月捐，一如既往支持乡村教育。 

  

月捐人和孩子们进行拔河活动             月捐人和孩子们一起上加油社会情感课 

 

（四）其他项目内容 

【威宁县】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14 日，“加油未来”项目威宁项目区在威宁县迎鹤酒

店举行为期三天的音乐和美术培训。 



  

教练员参加音乐培训                           教练员参加美术培训 

 

2020 年 5 月，“加油未来”项目为威宁县共 31 所学校学生发放了图书包，

为威宁县共 15所学校学生发放了音乐包和美术包。 

   

孩子领到图书包          孩子们领到音乐包                        孩子们领到美术包 

 

2020 年 6月，“加油未来”项目为威宁 31所项目学校建设了艺术空间教室，

为威宁 24所项目学校建设了触碰世界科学教室。 

  

触碰世界科学教室             学生在科学教室进行科学实验 

 



2021 年 4 月 23 至 25 日，“加油未来”项目科学培训集中在威宁县第十小

学举行。 

  

“加油未来”项目科学培训会                         培训会现场互动交流 

 

2021 年 5月 7至 8日，“加油未来”项目阅读培训在威宁县第四中学举行。 

  

培训讲师讲授阅读课开展相关内容                   培训现场气氛热烈 

 

（五）教师专栏 

赴四川绵阳交流学习有感 

我是赫章县铁匠乡石岗小学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石岗小学位于赫章县城西

部 70 公里处,东与双坪乡相邻，南接辅处乡，西连威宁县羊街镇，北抵德卓镇、

云南省镇雄县，是一所完全的村级小学，学校生源覆盖 5 个行政村，30 个村民

组，学校有 19 名教师，10 个班级，295 名学生。由于学校位于山区，与城区学

校的均衡发展还有一定的差距。 

 2018 年，自我校有幸成为“加油未来”项目学校以来，学校校长参加了

“加油领航者”的培训和跟岗游学，带回来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学校的

“加油教练员”参加了基金会组织的集中培训，带回了“加油社会情感课”的精



髓；基金会组织实施了加油空间，为提升我校学生的各种能力打下基础、铺平道

路，真正突显了“加油未来”的目的，落实了为孩子们的未来加油的根本任务！ 

“加油”项目在我校已经开展一年有余，通过不断的学习、培训，让我对“加

油未来”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个项目旨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让乡村的孩子树立

自立自尊自强，培养五大能力，让孩子们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今年五月，我有幸代表学校赴四川绵阳参加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的项目区

优秀教练员交流学习活动，并参访了当地知名的“加油”项目学校。在绵阳的文

星小学，我们随着学校老师的讲解，了解了学校浓厚的文化底蕴；接着我们到学

校操场，观看了学校的大课间，这所学校有 2000 多名学生，孩子们在做具有当

地特色的早操，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低年级还是高年级孩子，每一个的脸上都

洋溢着笑容和朝气，都在认真的做操，看见我们来参访都很有礼貌的和我们打招

呼，这是我们那边学校的孩子所要提升的，我们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从

小都是爷爷奶奶、公公婆婆、七大姑八大姨拉扯带长大的，孩子们内心自卑敏感、

害羞、不敢和陌生人打招呼，越是这样，作为老师的我们就应该更加关心我们的

孩子们，给他们积极地注入阳光，让他们感受到温暖，让他们在“加油”的关怀

下身心健康地不断成长！ 

参观完成后，我们到学校的演播厅参加由当地的优秀教练员上的“加油社会

情感课程”观摩示范课，课堂精彩纷呈，学生们在游戏中积极参与，教练员课程

结构完整，生动有趣，有很多闪光点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学习和借鉴，也让我们在

心里静静地反思，回去以后上课我们要怎么样提升怎么样改进，要树立终身学习

的理念。 

在参访完文星小学以后，下午我们回到酒店会议室参加了由中国扶贫基金会

组织的“加油社会情感课程”讲座，在会议中，我们有幸听到资深的培训师莫老

师、沈老师的讲解，她们答疑解惑，让我们对“加油”有了更好地理解，对于老

师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一的解答，打消了大家的疑虑，让大家感觉豁然开朗，充

满了激情，相信再回去开展课程，能够更加的从容自信！ 

虽然绵阳之行只有短短的三天，但是对我来说却增长了不少的见识，意识到

了城乡的巨大差距，也让我意识了“加油未来”项目活动的实施，改变了我校老



师们的精神面貌，提升了学生们的积极能力……真正为孩子们的未来“加油”。

在以后的生活和学习活动中，我们会抓住每一个感恩教育的机会，在孩子们的心

里播下爱的种子，让他们将来把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爱”传承下去，继续“加油”！  

赫章县铁匠乡石岗小学 易文波 

     

（六）学生专栏 

1、感恩加油 助我成长 

我叫小荣，今年 11 岁，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就读于镇雄县碗厂镇长岩

小学，我的学校是 2020 年秋季学期才成为“加油未来”项目学校，从去年开始，

“加油未来”就一直伴着我成长。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最远的地方就到过我们的集镇，爸爸妈妈常年在外打工，

我和爷爷爷奶奶生活，平时都不出村的，山路崎岖偏远。一到下雨天就非常难走，

天气非常湿冷，在冬天都是迷雾笼罩着整个村子。 

“加油未来”打开了我知识的大门，我生活虽然艰苦，但好在慢慢改变了，

这就源于我们学校成为“加油未来”的项目学校了。从那以后我们不断得到了关

怀。比如我们学校多了许多课外书、加油道具等，那些从未见过的课外书，打开

了我们知识的大门，从那以后，我如痴如醉阅读着，了解着世界。才知道漫画书

是那么的香；百科全书是那么的有趣；才知道原来金字塔是在埃及，世界上原来

有那么多国家……一本又一本，我慢慢的消化着，沉浸在其中，不能自拔。 

“加油未来”给我带来了快乐，加油课的游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此之前

我们从未玩过这么有趣的游戏，也不敢去尝试新游戏，通过老师的不断鼓励和表

扬，我们获得许多的快乐，我觉得我正慢慢变得自信开朗。 

“加油未来”使我们的学习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我们上着前所未有的加油课，

阅读着许多从来没见过的书籍，特别是阅读空间建成以后，这一切更是有了质的

改变，在这之前，因为天气和条件的原因，原来同学们下课只能在教室里嬉戏打

闹，现在下课同学们都涌入阅读空间，去继续读完自己之前所阅读的书籍。 

除此之外，包裹也给乐我们满满的爱，大盒的水彩笔，可爱的水杯和玩偶，

漂亮的书包……从此以后我有了五彩般的梦想。水彩笔，画笔每天伴着我们，我



们每人画着自己的画，玩着自己的玩具，感觉幸福极了。 

“加油未来”开展以来，我的成绩慢慢提高了，我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得

到老师的肯定，争取得到爸爸、妈妈的肯定，长大后尽自己所能贡献自己的一份

微博之力，做一个能温暖别人的人，能带给别人快乐的人，做一个对祖国、对社

会有用的人。 

镇雄县碗厂镇长岩小学 小荣 

 

2、因为有你，我成长了  

2021 年春季学期，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在这个学期里接触到了一门新的课

程叫做加油社会情感课。听着名字我顿时对这门课程产生了兴趣，什么叫加油社

会情感课呢？后来老师告诉我们加油社会情感课是一门以培养学生社会情感能

力为目标的课程，主要采用游戏和运动的形式开展。 

自从上了加油社会情感课让我们收获了许多，让我们班级得到了巨大的改变，

上这门课之前我们班同学与同学之间很少交流，很多同学都怕上台发言，上了这

门课之后我们班同学与同学之间或同学与老师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了、交流更多了，

班级也更加团结了。每一节课我们都会先进行热身游戏，接着是主题游戏，游戏

结束后我们会讨论游戏中的感受和想法并进行分享，最后总结喝彩。 

加油社会情感课是一门同学们都很喜欢的课程，它让我们变得更积极、活跃、

热情，更多的是让我们考虑到了别人的感受，让我们学会了理解他人，帮助他人，

同时加油社会情感课也是一门轻松的课程，可以帮我们缓解学习压力。当然除了

加油社会情感课我们学校还新增了阳光操场、阅读空间和加油空间，阳光操场给

同学们带来了许多欢乐，每到休息时间同学们便很快跑出去，直奔阳光操场，躺

在上面放松、玩耍、聊天，操场上总是笑声一片，颜色绿油油的像是一片绿色的

海洋。 

阅读空间和加油空间 9月份就能正式使用，我心里说不出的期待，希望能在

美丽而又舒适的阅读空间里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坝汪小学五年级学生   阳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