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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介绍

（一）项目简介

加油未来项目关注乡村儿童全面发展，推动乡村教育整体提升。项目通过引

入面向未来的核心素养课程助力乡村儿童全面发展，通过打造学习空间支持课程

在安全舒适的环境开展，通过组织培训、搭建交流平台和提供校长基金激发校长

与教师的内生动力和创新力，通过加油关爱引导学生感受并分享爱。项目以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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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作用，

推动当地教育的改变和乡村教育的整体提升。

（二）项目愿景

让每一个乡村儿童健康成长，拥有终身学习、获得幸福的能力。

（三）项目目标

引入优质教育核心课堂，激发乡村校长与教师的内生动力和创新力，推动县

域教育生态系统发展，为乡村儿童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一生的基础。

（四）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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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课程

加油课程通过引入面向未来的核心素养课程，从加油社会情感、加油阅读和

加油运动构建三大课程体系，助力乡村儿童全面发展。

加油空间

加油空间通过学习空间打造支持课程在安全舒适环境开展，综合提升学生的

社会情感，学习效能、身心健康。

加油关爱

加油关爱为学生发放用品用具包，为捐赠人和受益人建立结对关系、提供互

动交流平台，促使城乡儿童增进对彼此学习和生活环境的了解，让城市的孩子懂

得爱与分享，让乡村孩子重拾梦和希望。

加油领航者

加油领航者基于项目区校长实际需求，结合项目目标，提升校长的管理能力，

拓宽教育理念。

二、2021 年，加油带来的改变

1. 加油课程带来的改变

通过加油社会情感课的开展，加油未来项目促进了项目学校乡村学生

身心健康的发展，项目学校学生自尊心、耐挫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建设性

交流能力有所改善。并且，项目学校的校园氛围也得到了显著改善，霸凌

现象减少，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变得更加融洽。

2. 加油空间带来的改变

通过为项目学校配置社会情感空间，孩子们可以在室内课和天气条件

恶劣时，在温馨的教室内开展社会情感课程。课堂上，孩子们使用空间配

置的教具进行游戏活动，使用美术用品在纸上画出自己的形象，使用电子

白板观看老师播放的视频，童趣舒适的环境与孩子们的笑声已经成为了校

园最有特色的风景。

3. 加油领航者带来的改变

通过为项目区乡村学校校长提供培训赋能，提供基金赋权，提升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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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规划设计能力，组织乡村校长们去到深圳、长沙等教育发达地区开阔眼

界，学习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并在项目学校开展实践，发挥了项目学校的

领航示范作用。

4. 加油关爱带来的改变

通过学年成长档案卡反馈，让 2.8 万多的学生感受到大山之外那份关爱

和陪伴，同时增进捐赠人对受益学生及其校园的了解；通过探访活动，让

受益学生感受大山外面的广阔世界；加油包丰富了受益学生的学习生活用

品。

三、2021 年，相关方对加油的评价

我们学校有了加油未来项目后，我们每周都上加油课，我觉得大家的性格都变得更加开朗、

活泼了，我们班也变得更加团结和谐，我们彼此都有了默契。自从有了加油课，我们的学校

也更加美好温暖了。

——弄追小学学生

加油未来项目来到学校后，改善了学校的硬件设施，增加了教师外出培训的机会。山里大多

数的孩子是留守儿童，孩子们在学校比较内向，不活泼，课堂氛围不活跃，通过培训，老师

们把加油课的元素也融入日常教学中，通过游戏与课堂相结合，吸引学生的课堂注意力，提

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老师们的课堂教学氛围逐步变得活跃。

——以兔小学学校老师

我是一名偏远山区的特岗教师，在接触加油未来之前，思想比较保守、上课也是按部就班。

加油未来进入我们学校后，我担任了学校的加油教练员，经过几次的培训及实践，上课模式

变得多种多样，学生积极性也更高了。今年 9月起我担任了学校校长，又以校长身份参加了

领航者跟岗培训，通过培训提升了管理能力、拓宽了教育理念、激发了创新能力......有加油

未来的支持，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田边小学校长

加油未来项目不仅改善了山村小学的办学条件，跟岗培训更新了校长的办学理念，提升了办

学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独具特色的加油课学习，对培养孩子们的社会情感认知收到了明

显成效，为其终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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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泽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调研期间，我们发现加油未来项目学校的孩子们非常喜欢加油课和加油课老师，问到加油课

他们眼睛都是亮的，问及加油课给他们带来收获时，多数孩子会说加油课让他们会交朋友、

更自信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四、加油项目 2021 年收支情况

2021 年，加油未来项目筹集善款 4223.33 万元，项目支出 3919.02 万元，

管理费 430.75 万元；惠及贵州省威宁、赫章、印江、织金 4 县，云南省广南、

镇雄、会泽 3 县和河南太康县共计 428 所学校，112868 名乡村学生和 4709 名

乡村教师直接受益。

2021 年加油未来四板块支出图

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加油未来项目累计筹集善款 13868.51 万元，直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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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数累计达 14.18 万人（次），惠及贵州省威宁、赫章、印江、织金 4 县，

云南省广南、镇雄、会泽 3 县，四川茂县，广西隆林县和河南太康县共计 456

所学校，136778 名乡村学生和 5007 名乡村教师直接受益。

项目累计受益地图

五、加油项目 2021 年执行情况

2021 年，加油未来项目升级后围绕加油空间、加油课程、加油领航者和加

油关爱四个板块持续落地镇雄县、会泽县、赫章县、广南县、印江县和织金县；

项目升级前已规划部分内容继续在威宁县、镇雄县和会泽县开展。2021 年，知

识星光项目和国美未来空间项目继续按计划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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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油空间执行情况

加油未来项目为乡村小学逐步建设配套的硬件设施，包括教具丰富的室内社

会情感空间、充满学习氛围的阅读空间、安全开阔的运动天地，支持加油课程在

安全舒适的环境中开展。

1. 社会情感空间

2021 年，加油未来项目完成广南县 45 所项目学校社会情感空间打造，并

已开放使用。截至 2021 年，项目已为镇雄县、会泽县、赫章县、广南县 4 县共

计 167 所乡村小学建设完成社会情感空间并投入使用。

社会情感空间布置 学生们在社会情感空间开展活动

2. 阅读空间

2021 年，加油未来项目为赫章雉街乡木戛小学、广南坝汪小学建设完成阅

读空间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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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在阅读空间自由阅读 项目学校阅读空间

3. 运动天地

2021 年，加油未来项目为镇雄县中屯镇朱家沟小学和赫章雉街乡木戛小学

完成悬浮板篮球场建设，为会泽乐业镇丫口小学完成塑胶篮球场和足球场建设；

为广南县坝汪小学建设足球场，为太康县清集镇二郎庙小学修建篮球场，使学

生在更安全、专业的环境中开展运动活动。

加油塑胶篮球场和足球场建设 学生们在新建足球场开心踢球



第 10 页

（二）加油课程执行情况

加油课程由加油社会情感课、加油阅读课和加油运动课三大课程体系构成，

课程落地模式为培训一线教师成为加油课程教师，一线教师为学生上课，课程纳

入课表，按每周一节的频率开展。

1. 课程开展情况

2021 年，加油社会情感课在镇雄县 47 所学校、会泽县 45 所学校、赫章县

30 所学校、广南县 45 所学校、印江县 9 所学校和织金县 20 所学小累计开展

22787 节，惠及 59768 名乡村学生。通过加油课的开展，学生们的自信心、耐

挫力、建设性交流和团队合作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平时文化课成绩不理想的

同学，在社会情感课上开始回应老师、融入群体，校园氛围变得更加和谐。

项目学校的学生正在上加油社会情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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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培训情况

2021 年加油未来为镇雄县、会泽县、赫章县、广南县、印江县和织金县展

开加油教练员培训共 25 场，共计 1404 人次参加培训。社会情感课督导师团队

分别于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对镇雄县、会泽县、赫章县、广南县、印江县的 176

所学校进行了 2 次督导，通过督导了解各项目学校课程实施和落地情况，促进教

练员积极成长，推动课程的持续开展。

加油教练员们正在上加油培训课 培训师进行教学示范

为教练员们发放培训学时证 加油社会情感课程培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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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未来督导组与加油教练员工作合影

3. 县际交流情况

2021 年，加油未来项目积极组织项目学校参加各类交流会活动，进行交流、

研讨和学习。镇雄县、会泽县、赫章县 118 所学校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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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绵阳交流会合

12 月，加油未来项目在会泽县举行加油社会情感课程观摩推广活动，全县

各乡（镇、街道）中心学校、中学，县直学校校长、学生数在 100 人及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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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大队辅导员等共 300 余人参加。

观摩活动现场 示范课程上课现场

（三）加油领航者执行情况

加油未来项目基于乡村校长的需求，为校长们设计集中培训、跟岗、游学、

督导等赋能活动，提升校长管理能力和教育理念，保障项目落地效果并促进乡村

小学不断发展。

1. 校长培训

2021 年，加油未来项目为广南县 64 名、镇雄县 65 名、赫章县 48 名校长

提供集中培训；组织广南县 60 名、会泽县 32 名乡镇中心校、项目学校校长分

赴北京、湖南长沙、四川成都等城市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跟岗实习活动；组织广南

县 64 名、赫章县 48 名校长开展游学活动；邀请专家对镇雄、会泽、赫章的 178

所乡镇中心校及乡村完小进行校长实地指导，并通过线上总结会议进行研讨与交

流。通过一系列的培训活动，提升校长管理能力和教育理念，促进城乡小学校长

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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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者游学活动合影 领航者们认真学习中

跟岗实习活动合影 校长们深入课堂学习

2. 校长基金

2021 年，加油未来项目为会泽县、镇雄县、赫章县、广南县、印江县 185

所学校发放了校长基金，支持学校教师素质提升、校园文化建设和创新教学等方

面活动开展。

使用校长基金前，教室几乎无文化墙内容，使用校长基金后，教室中增加了窗帘、班级文化、公

示牌、班级公约、中小学生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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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者研修

2021 年 10 月，加油未来项目在广东省珠海市组织了教育管理干部研修活

动，来自贵州、云南 5 个项目区县政府分管领导、教育局领导共计 10 人全程参

加。

研修活动现场全体合影 共同参观珠海金凤小学

（四）加油关爱执行情况

加油关爱为学生发放用品用具包，为捐赠人和受益人建立结对关系、提供互

动交流平台，促使城乡儿童增进对彼此学习和生活环境的了解，让城市的孩子懂

得爱与分享，让乡村孩子重拾梦和希望。

1. 月捐结对情况

2021 年，为捐赠人和受益人建立 20073 对一对一结对关系，为 22957 名

捐赠人反馈结对学生的成长档案，并组织收到互动信件的学生填写互动卡，并寄

递给月捐人，增进月捐人对结对儿童及其校园环境的了解。



第 16 页

结对学生填写的成长档案卡 互动卡

2. 互动探访情况

2021 年第二季度，加油未来项目组织了 2 次 5 场探访活动，覆盖全国各地

的 60 余名月捐人；第三季度加油未来项目联合 JK 公益计划、中食安泓爱心公

益基金到会泽县者海镇发启小学开展探访活动。

探访时月捐人与学生互动 张继科与探访学校学生合影

3. 加油基础包发放情况

2021 年，加油未来项目为云南省镇雄、会泽、广南 3 县，贵州省赫章、印

江、织金 3 县，共计发放加油包 46377 个，加油包丰富了乡村学生的学习用具，

为学习生活增添一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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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升级前内容执行情况

2019 年底，加油未来项目全面升级，进展中项目县继续执行已确认内容，

并逐步调整、升级项目内容。

1. 镇雄会泽阅读执行情况

2021 年，加油未来项目对镇雄县、会泽县的项目学校开展了一系列的阅读

培训：组织镇雄县 29 所学校 59 位老师参加项目一阶阅读培训，组织会泽县 30

所学校 116 位老师参加晨诵课程培训；组织镇雄县 28 所学校 61 位老师参加在

长沙举办的“踏上阅读的心灵奇旅”教师阅读研习营，组织会泽县 9 所学校 59

位老师参加在成都举办的“第十四届儿童阅读种子”教师阅读研习营。组织镇雄

县 5 名优秀教师参加南京第十六届儿童阅读论坛暨亲读者大会，就儿童本位阅读

主题与论坛专家、名师交流学习；组织会泽县 32 所学校的 32 位校长/老师前往

四川成都、德阳参加以“好的教育与阅读之美”为主题的校长外出访学活动。

镇雄阅读培训老师们互动 晨诵培训现场晨诵教学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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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雄老师们学习现场 会泽老师们积极参与培训活动

截至目前，项目已经为镇雄 29 校，会泽 30 校修建了图书角，为会泽 2 校

建设阅读室，并为项目学校及学生配备适合不同阅读水平学生阅读的优质书籍。

图书角一览 学生们一起阅读图书角图书

2. 威宁结项退出情况

2021 年，加油未来项目为威宁县 42 所学校提供了音乐及美术培训，同时

为 31 所学校配备了图书包、为 15 所学校配备了音乐包和为 24 所学校配备了美

术包，配合课程开展；为 31 所项目学校配套建设艺术空间教室，为 24 所项目

学校建设触碰世界科学教室，支持项目学校均衡发展；2021 年 6 月，威宁项目

县结项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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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在培训中认真学习 老师们参与培训中的活动

威宁县项目学校为学生发放加油关爱包裹 学生使用科学教室实验器材

（六）知识星光公益计划

“知识星光公益计划”由微信支付、腾讯公益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公益机

构共同发起，旨在通过图书捐赠、空间搭建、教师培训等方式，改变乡村小学生

阅读能力滞后、阅读水平低下的问题，并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提升项目区整体

学生阅读发展。截至 2021 年底，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的知识星光项目已为镇

雄县、会泽县、赫章县 3 县 50 所学校建设新光图书室并投入使用，为 100 余所

乡村学校送去近 20 万册图书并为学校教师提供专业培训，极大的改善项目地区

阅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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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传推广

99 公益日期间，携手微信支付、腾讯公益等机构宣传推广项目，开展直播

活动号召更多社会力量参与项目。

推动项目上线腾讯公益平台，带动 45510 人次爱心网友为项目捐款，支持

乡村儿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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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下培训

2021 年 4 月 9-11 日，为镇雄县、赫章县乡村教师进行为期 1.5 天的“知

识星光·点亮未来”春季学期阅读空间培训。4 月 23-25 日，为会泽县乡村老师

们开展了 1.5 天的阅读教师培训。4 月 16 日-18 日，组织 50 名项目老师前往南

京参加第十六届儿童阅读论坛。12 月 25-28 日，为 19 所项目学校的 59 名老师

开展了为期 1.5 天的儿童阅读课程培训，并进行了实地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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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正在上阅读培训课 赫章县培训合影

儿童阅读论坛主会场

3. 网络教研

2021 年，“知识星光·点亮未来”导师陪伴小组继续按计划开展工作，每月

开展网络教研 1 次，共计 12 次。自第二季度起，每周开展 1 次周五小讲堂课程

分享活动，共计 3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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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小讲堂老师分享活动截图 网络教研活动截图

4. 儿童诵读比赛与绘文活动

2021 年 4 月 23 日，为迎接世界读书日，赫章、会泽和镇雄三地的学生开

展了“知识星光·点亮未来”2021 年诵读大赛，共计收到参赛视频 160 余个，

33 份作品获奖。为庆祝六一儿童节，发起了“阅读自然”绘文比赛，活动共计

收到 100 余幅作品，30 位学生获奖。

部分诵读比赛视频 “阅读自然”绘文活动获奖作品

（七）国美未来空间项目

国美未来空间项目由国美控股集团出资，为贵州省赫章县 10 所中心小学建

设未来空间，同时为学校教师提供社会情感课程培训并将课程引入落地项目学校。

截至 2021 年底，未来空间已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1. 线下培训

2021 年 4 月 16-18 日，项目为赫章县 10 所项目学校的 36 名加油教练员

开展加强版培训；2021 年 9 月 23-25 日，为 72 名加油教练员开展进阶版培训，

增进了老师们对加油课认识，为老师们蓄力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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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老师们培训合影

2. 主题活动

六一儿童节，项目学校开展“加油未来”六一主题活动。各学校通过不同

的比赛、竞赛、文艺表演开展六一主题活动，让“加油”融入六一。

加油未来六一主题活动作品展示

3. 夏令营活动

7 月，“加油未来·赫章夏令营”培训活动在赫章县平山镇中心小学和雉街乡

中心小学开展，来自全国各地的 80 名学生，14 名志愿者参加。学生们在项目学

校度过了难忘的 7 天夏令营生活，丰富了暑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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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活动现场

4. 校长培训

2021 年 9-12 月，为 20 名项目学校及中心校校长提供培训，包括集中培训、

跟岗培训。9 月前往湖南长沙进行了为期五天的游学活动，12 月在兴义进行校

长集中培训。通过培训提升校长的管理能力，拓宽教育理念。

校长培训现场 游学合照

（八）项目故事

1. 教师故事：加油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雨碌乡长田小学的一名山村教师，是我们学校幸的加油教练员和干事。

一次督导师来我们学校督查走访的时候，正好是我上的加油课程，课后督导师说：”

你整节课和孩子们的气氛都很融洽，而且整节课情绪都很饱满。”是因为热爱这

个课程，才会想把每一堂课都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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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参加了加油未来“TOT”培训。培训会上遇到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他

们的思维方式，表达能力都让我羡慕不已，同时我也为我只是一名乡村教师感到

自卑。虽然我一些方面不如他们，但我作为一线教练员我有更多经历和经验跟他

们分享，培训结束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督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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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油未来给了我提升的机会，是加油未来给了我勇气，是加油未来成就了

更好的我。我相信我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我会把温暖带去给更多孩子，让孩

子们能更好的成长！

——长田小学 张奎花

2. 受益学生故事：感恩遇见

小莎在回龙小学上三年级了，她是一个乖巧懂事、成绩优异的好孩子。平时

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小莎的爸爸多年前就出去后一直没有消息，妈妈在她很小

的时候离开了这个家。长大后，看着其他同学都有爸爸妈妈的陪伴，小莎变得消

极，甚至有了退学的想法。

感受到老师真挚的关爱后，小沙在心里定下了一个小目标：要克服困难，继

续好好学习，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在老师的带领下，小莎在加油课上和同学们一

起开心地玩游戏，尽力去完成每一项任务。慢慢地，她的脸上又浮现出了往日的

笑容，上课也表现得很积极，和同学们相处也越来越融洽，一点点地变得自信起

来。



第 29 页

小沙特别爱看图书角里的图书，每天午休时间，只要没事她就会找到自己最

喜欢的图书，在座位上专心地看书，认真地记笔记。小莎说，长大了想当一名老

师，能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回龙小学 小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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