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扶贫基金会加油计划

2019 年度项目报告

一、项目概述

截至 2019 年第四季度，加油计划项目本年度共覆盖威宁县、镇雄县、隆林

县、会泽县等四个项目县的 109 所项目学校。自项目启动至今，项目累计受益

学生人数为 43346 人（包含转学与升学学生），累计受益教师为 1697 人。

2019 年，加油计划项目共筹集善款 22558321.52 元，项目支出

18883189.27 元。

二、2019 年项目实施情况

1）威宁项目区

2019 年 11 月，为院箐小学、花园小学、元林小学、蛇街小学、玉屏小学、

红岩小学、二田小学、双河培才小学、松发小学、小米小学、五嘎小学、新发小

学、天龙小学、出水小学和么站小学 15 所项目学校修建了图书角 99 个。





威宁县图书角实例图

2019 年 11 月，为妥那益小学、平山小学、红旗小学、箐岩小学、勺口教学

点、凉山小学、云炉小学、岔沟小学和营水小学 9 所项目学校修建了未来空间。

威宁县未来空间实例图

2019 年 11 月，为艾家坪小学、乐利小学、东风小学、梅花小学、克沟小

学、妥打小学、海田小学、抹倮小学、营山小学、新发小学和清水小学 11 所项

目学校修建了艺术空间。



威宁县艺术空间实例图

2019 年 11 月，为院箐小学、花园小学、元林小学、蛇街小学、玉屏小学、

红岩小学、二田小学、双河培才小学、松发小学、小米小学、五嘎小学、新发小

学、天龙小学、出水小学和么站小学 15 所项目学校的孩子们发放美术包 4212

个。

领到美术包的孩子们

2019 年 11 月，为艾家坪小学、乐利小学、东风小学、梅花小学、克沟小

学、妥打小学、海田小学、抹倮小学、营山小学、新发小学、清水小学、妥那益

小学、平山小学、红旗小学、箐岩小学、勺口教学点、凉山小学、云炉小学、岔

沟小学和营水小学 20 所项目学校的孩子们发放图书包 5099 个。



领到图书包的孩子们

2019 年 11 月，为妥那益小学、平山小学、红旗小学、箐岩小学、勺口教

学点、凉山小学、云炉小学、岔沟小学和营水小学 9 所项目学校的孩子们发放温

暖包 2125 个。

领到温暖包的孩子们

2019 年，3 月、4 月、9 月、10 月和 11 月，分别开展了共计 5 次加油课

程培训，培训教师共计 471 人次，42 所项目学校 1-6 年级在学年中均开展了每

周 1 节的加油课。



左图：参训教师在加油课程培训中学习热身游戏

右图：威宁县孩子们在加油课上做讨论分享

2019 年 3 月、4 月、5 月、9 月、10 月和 11 月，分别举行了共计 6 次音

体美教师培训，培训教师共计 1159 人次。

参训教师在音乐培训中学习口风琴吹奏及节拍



参训教师在体育培训中学习传球技术

参训教师在美术培训中上台示范



2）镇雄项目区

2019 年 7 月，为茶园小学、串九小学、后槽小学、菜子小学、茶卓小学、

官庄小学、庙坪小学、青杠坪小学和大河小学 9 所项目学校修建了未来空间。

镇雄县未来空间实例图

2019 年 8 月，为陇家湾小学、山顶小学、陇东小学、六井小学、新田小学、

吴家寨小学、安家坝小学、麻园小学、杨家寨小学、放马坝小学、苏木小学、关

口小学、阳光小学、小洛小学、青山田坝小学、和平沟小学、瓦房小学、罗汉小

学、联合小学和盐井小学 20 所项目学校配置了爱心厨房设备。



镇雄县爱心厨房实例图

2019 年 11 月，为陇家湾小学、山顶小学、陇东小学、六井小学、新田小学、

吴家寨小学、安家坝小学、麻园小学、杨家寨小学、放马坝小学、茶园小学、串

九小学、后槽小学、菜子小学、茶卓小学、官庄小学、庙坪小学、青杠坪小学、

大河小学、苏木小学、关口小学、阳光小学、小洛小学、青山田坝小学、和平沟

小学、瓦房小学、罗汉小学、联合小学和盐井小学 29 所项目学校修建了图书角

176 个。



镇雄县教室图书角实例图

2019 年 5 月，为苏木小学、关口小学、阳光小学、小洛小学、青山田坝小

学、和平沟小学、瓦房小学、罗汉小学、联合小学和盐井小学 10 所项目学校的



孩子们发放音乐包 2623 个。

镇雄县的孩子们在学习音乐包中的口风琴

2019 年 6 月，为苏木小学、关口小学、阳光小学、小洛小学、青山田坝小

学、和平沟小学、瓦房小学、罗汉小学、联合小学和盐井小学 10 所项目学校的

孩子们发放体育包 2623 个。



镇雄县的孩子们领到体育包

2019 年 6 月，为苏木小学、关口小学、阳光小学、小洛小学、青山田坝小

学、和平沟小学、瓦房小学、罗汉小学、联合小学和盐井小学 10 所项目学校的



孩子们发放美术包 2613 个。

镇雄县的孩子们领到美术包

2019 年 11 月，为陇家湾小学、山顶小学、陇东小学、六井小学、新田小学、

吴家寨小学、安家坝小学、麻园小学、杨家寨小学、放马坝小学、茶园小学、串

九小学、后槽小学、菜子小学、茶卓小学、官庄小学、庙坪小学、青杠坪小学和

大河小学 19 所项目学校的孩子们发放图书包 5172 个。







镇雄县的孩子们领到图书包后合影

2019 年，3 月和 9 月，分别开展了共计 2 次加油课程培训，培训教师共计

164 名，29 所项目学校 1-6 年级在学年中均开展了每周 1 节的加油课。



镇雄县孩子们在上加油课

镇雄县孩子们在加油课上玩“找朋友”的游戏

2019 年 3 月、9 月和 10 月，分别举行了共计 6 次音体美教师培训，培训教

师共计 499 人次。



镇雄县教师在音乐课程培训中学习打节拍

参训教师在体育课程培训中做拉伸运动



镇雄县的孩子们在美术课上作画

镇雄县的孩子们的美术作品展示



3）隆林项目区

2019 年 3 月，为大树脚小学、弄桑小学、新立小学、新民小学、蒙里小学、

道达小学、伟岭小学和保上小学 8 所项目学校的 24 名教师开展了共计 1 次加油

课程培训，8 所项目学校 1-6 年级在春季学期中均开展每周一节的加油课。

左图 参训教师体验加油课“创造力” 主题游戏

右图 加油培训师指导参训教师玩主题热身游戏

2019 年 3 月、4 月和 5 月，分别举行了共计 3 次音体美教师培训，共有 8

所项目学校的 76 名教师参训。

左图 音乐培训师指导参训教师打节拍

右图 参训教师在音乐培训中练习演唱



左图 参训体育教师在学习热身运动

右图 体育培训师传授传球技巧

左图 参训美术教师学习剪纸

右图 参训美术教师展示手工制作成果



4）会泽项目区

2019 年 8 月，为瓦厂小学、新发小学、发启小学、拖翅小学、娜姑拖车小

学、三岔小学、清水小学和盐水小学 8 所项目学校执行书路计划。

书路计划实例图

2019 年 11 月，为新发小学、糯租小学、瓦窑小学、发启小学、光明小学、

迤车镇拖车小学、张家村小学、迤北小学、箐口回龙小学、娜姑镇拖车小学、山

咀小学、盐水小学、懂德小学、瓦厂小学、岩脚小学、冬瓜林小学、拖翅小学、

务嘎小学、清水小学、马厂小学、大麦冲小学、光头小学、凉水小学、大坪子小

学、野猪冲小学、三岔小学、联合小学、江边小学、石鼓小学和头塘小学 30 所

学校修建了图书角 185 个。



图书角实例图

2019 年 11 月，为新发小学、糯租小学、瓦窑小学、发启小学、光明小学、

娜姑镇拖车小学、张家村小学、迤北小学、箐口回龙小学、迤车镇拖车小学、山

咀小学、盐水小学、懂德小学、瓦厂小学、岩脚小学、冬瓜林小学、拖翅小学、

务嘎小学、清水小学、马厂小学、大麦冲小学、光头小学、凉水小学、大坪子小

学、野猪冲小学、三岔小学、联合小学、江边小学、石鼓小学和头塘小学 30 所

项目学校的孩子们发放了图书包 6181 个。

孩子们收到图书包



2019 年 3 月和 9 月分别开展了共计 4 次加油课程培训，培训教师 240 人次，

30 所项目学校 1-6 年级在学年中均开展了每周一节的加油课。

参加加油课程培训的老师们



2019 年 4 月、5 月和 10 月分别举行了 6 次音体美素质教育教师培训，培训

教师共计 619 人次。

音乐课程培训

体育课程培训

美术课程培训



2019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1 日，加油计划在会泽举办乡村夏令营与城乡夏

令营两期营会。第一期营会为乡村夏令营，于 7 月 19 日至 7 月 26 日在会泽的

岩脚小学、山咀小学、糯租小学、大坪子小学、光头小学、迤北小学、江边小学

和发启小学共计 8 所学校开展，共有来自云南大学和云南财经大学两所高校的

30 名大学生志愿者和 240 名乡村孩子参加。第二期营会为城乡夏令营，于 7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在会泽的山咀小学、大坪子小学和张家村小学 3 所学校开展，

共有来自云南财经大学的 26 名大学生志愿者、82 名乡村孩子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33 名城市孩子参加。

左图 城乡孩子共同完成夏令营任务

右图 大学生志愿者和城乡孩子们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