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项目介绍 

   （一）项目背景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取得辉煌成就。根据十四五规划指出，2020年

之后，需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其中，乡村教育的发

展在乡村振兴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项目简介 

“加油计划”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推出的一项推动乡村地区儿童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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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

村地区的儿童改善学习环境，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加油计划以县域为项目实施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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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乡村地区儿童全面发展。项

目引入优质教育核心课堂，并激发校长和教师的原生动力和创新力，建立长效机

制，最终通过项目学校示范性和规模化效应，推动县域教育发展。  

二、收支情况 

2020 年第四季度，加油计划共筹集善款 15784606.15 元，项目支出

23294194.33元。（不含管理费） 

三、具体执行进展 

截至 2020 年第四季度，加油计划项目累计覆盖威宁县、镇雄县、会泽县、

赫章县、广南县、印江县、茂县、隆林县八个项目县的 242所项目学校。自项目

启动至今，项目累计受益学生人数为 84819人（ 包含转学与升学学生），累计受

益教师为 3726人。 

加油课堂板块，组织加油教练共计 371人次参加加油课培训，教会他们开展

加油课程的方法，老师们按照教学要求，为学生们开展了每周一节的加油课，并

在 120 所项目学校建成了加油空间，其中包括为 29 所学校升级了未来空间，为



孩子们开展活动提供安全舒适的场所。 

加油领航者板块，先后组织学校校长及所在乡镇教管中心主任（或乡镇中心

校校长）共 332人次参加跟岗培训及游学活动，学习加油课、阅读课、运动课的

学科理念、案例和方法，并全面学习学校的日常管理、教研教学，拓展校长视野

及提升管理能力，并为 120所学校发放了教师发展与创新基金。 

加油关爱板块，组织 1 场捐赠人探访活动，42 名月捐人前往赫章县项目学

校看望受益学生，并和孩子们一起互动。 

此外，我们还为未进行项目升级的学校发放了学生型体育包和温暖包，丰富

了乡村孩子的学习用具和活动物品。为 32 所项目学校图书角增补图书及晨诵素

材，让孩子们的阅读内容更加丰富，并组织 88 名教师开展阅读访学活动；为贵

州省赫章县、云南省会泽县、镇雄县共计 50 所乡村小学搭建阅读空间，每个阅

读空间配置图书 3041 册。 

 

（一）加油课堂 

威宁县 

2020 年第四季度，42 所学校均按要求每周 1-2 节正常开展加油课，提高了

学生的五大能力。 

 

 



镇雄县 

1. 2020年 10月，镇雄县开展加油课程培训。涉及 18个乡镇，47所项目

学校，125 名老师参加培训。 

 

2.2020 年第四季度，47 所学校均按要求每周 1-2 节正常开展加油课，提高

了学生的五大能力。 

3.2020 年 12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加油计划在镇雄项目区 18所项目学校落

地了加油空间，并升级了 29所学校的未来空间。 

 

会泽县 

1.2020 年 10月，加油计划项目会泽项目区举办秋季学期加油教练员加强

版培训会，共 100名教练员参加培训。 



 

2.2020 年第四季度，45 所学校均按要求每周 1-2 节正常开展加油课，提高

了学生的五大能力。 

3.2020 年 12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加油计划在会泽项目区 44所项目学校落

地了加油空间。 

 



赫章县 

1.2020 年 10月，来自 30所项目学校共计 89名教练员在赫章县实验中学

开展加油培训，在培训过程中，每一名学员积极参与、认真听讲，都希望学有

所成，为在学校能够如期开展加油课打下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2020 年第四季度，30所学校均按要求每周 1-2节正常开展加油课，提高

了学生的五大能力。 

3.2020 年 12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加油计划在赫章项目区 29所项目学校落

地了加油空间。 



 

印江县 

1.2020 年 12月，我县 9所项目学校 27 名教师在印江县思源实验中学参加

了为期 3天的加油计划教练员培训。 

 

2.2020 年 12 月，9 所学校均按要求每周 1-2 节正常开展加油课，提高了学

生的五大能力。 

 

 



广南县 

1.2020 年 11 月，对广南县 30 所项目学校的 30 名加油教练员开展了为期 3

天的加油课基础版培训。 

 

2.2020 年 12月，30所学校均按要求每周 1-2节正常开展加油课，提高了学

生的五大能力。 

 

 

（二）加油领航者 

镇雄县 

1.2020 年 11月，镇雄项目区组织加油计划项目学校校长前往北京参加进

行跟岗实习和游学活动。提升校长学校管理能力和其他综合能力，共 18个乡镇

47所学校，共计 64 名乡镇中心校校长及项目学校校长参加。 



 

2.2020 年 12月，为 47所项目学校拨款教师发展与创新基金 23.5 万元。 

 

会泽县 

1.2020 年 10月，加油计划会泽县项目学校校长及乡镇中心校校长分别在

成都、重庆、沈阳、广州、青岛、济南、石家庄、无锡、苏州参加跟岗培训。 

 

 



2.2020 年 11 月，加油计划中心学校校长及学校校长 65 人到唐山游学，校

长们观摩了开平区各类小学的特色课程，参访了教育科技公司，参加了研学游活

动展示、创客竞赛培训展示等活动，通过此次培训，激发了校长的创新能力。

 

3.2020 年 12月，为 43所项目学校拨款教师发展与创新基金 21.5 万元。 

 

赫章县 

1.2020 年 11月，加油计划项目所涉及教管中心主任及项目学校校长 48人

赴北京参与“加油领航者”游学活动和校长跟岗实习。通过这次赴京学习，很

多主任、校长都表示自己的视野得到了很大的扩展，精神得到了洗礼，回到学

校以后将结合本校实际情况，积极配合“加油计划”在学校的实施与开展，打

造学校的“加油”亮点。 



 

2.2020 年 12月，为 30所项目学校拨款教师发展与创新基金 15 万元。 

 

（三）加油关爱 

1.2020 年 12 月，由基金会探访组组织 42 名捐赠人到赫章项目区的项目学

校朱明镇汇龙小学、雉街乡木戛小学、达依乡坪子小学、威奢乡第二小学进行实

地互动探访，捐赠人与结对的小朋友进行互动交流，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生活情

况等，并到 2名贫困学生家进行家访。 



 

 

（四）其他项目内容 

威宁县 

1.2020 年 12月，为威宁项目区 42所学校发放了 10871个体育包裹。 

 

2.2020 年 12月，正在为威宁 15所学校运输 4061个温暖包。 



镇雄县 

1.2020 年 10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加油计划镇雄项目区开展了一次阅读培

训，29 所项目学校共计 56名老师参加阅读培训。 

 

会泽县 

1.2020 年 10月，为会泽县 32所学校配发了 1-6年级的晨诵教材。 

2.2020 年 11月，加油计划项目学校 32 名教师到郑州龙美小学访学，主要

探索语文教学和阅读教学的融合。 



 

 

赫章县 

1.2020 年 10月，为赫章县观音小学转入同学补发 2个音乐包。 

 

（五）企业板块 

    1.知识星光项目 

微信支付、腾讯公益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推出“知识星光”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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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2 月，在贵州省赫章县、云南省会泽县、镇雄县共计 50所乡

村小学搭建阅读空间，每个阅读空间配置图书 3041册。 



 

2020 年 12月镇雄县 18所项目学校共计 34名老师、会泽县 13所学校的 39

名教师以及来自赫章县 19所学校 56名教师参加‘’知识星光‘’阅读培训。 

 



2.国美小加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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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教师专栏 

怀揣教育理想 

通过 8月份的加油领航者首期校长培训，我本人收获良多。加油计划的课程

理念是在快乐的学习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将游戏和活动融入到课堂中，活跃

课堂气氛，引导学生关注，激发学生思考，最终让学生想学习、要学习、爱学习。 

理解了，9月份开学后，我就有针对性的开展了相应的工作，首先是组建加

油教师团队，通过学校例会和教师业务学习的机会，对团队进行办学理念和育人

目标的交流学习，使大家更加明白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人才观，要尊重每一个

学生的成长，让每一个孩子全面发展，而不只抓分数，死记硬背！ 

要想学习好，必先身体好，所以从本学期开始，我就带领全校师生开展跑操

活动，每天早晨的课间操多加 15分钟进行集体跑操，跟着音乐，踩着节拍慢跑。

这样可以减轻学生的压力，释放学生的烦恼，强化学生的纪律，增强学生的体质，

一举多得。紧接着我又安排了三名老师参加了加油教练员的两期培训，在全校的

课程中不允许用其他课程来挤占加油课，每节加油课都有一个主题，从热身活动、

学生分享、教师总结有序开展。先由教练员在本班开展打破传统上体育课的模式，

以一个小游戏的方式让学生投入到课程中，然后让学生分组讨论、分享，达到学

生学习目的，接着由教师总结本次课程的目的，最后选择一个关键词来让学生一

同大声喊出来，真正达到加油课程的目的。 

这次到北京跟岗实践及游学，通过两周的游学和跟岗，在与专家的语言交流

中，思路更加的清晰，视野也愈发高远。每个学校都要有适合自己的办学理念和

育人目标，未来我将以加油课程为契机开展加油美术、加油音乐、加油阅读，组

建专门的兴趣小组团队，通过兴趣小组活动带动更多的学生学习。比如：书法小



组要找一个对说书法特别有兴趣或者对书法有所了解的老师，作为负责人指导学

生从笔画开始练习、硬笔字的书写，软笔字的书写，让学生养成一个好的书写习

惯，让他们对文字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学习。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培养学

生欣赏美和感受美的能力，从而达到写美的字、做美的人这样一个目的。 

当然我校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虽然新教学已建成，但是附属设施还未得到

完善，所以现在的教学是只够开设正常的教学班级，没有多余的空间进行打造。

不过困难是暂时的，上级部门已经审批通过，下学期就可以开始施工建设了，争

取早日让学生用起来。还有正如前面的张主任所说，我们学校也真心的希望北京

四中的专家和老师们能莅临我校进行指导，我们将热烈欢迎，虚心请教。 

最后，再一次感谢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北京四中为我们提供学习、提升的机会，

在开阔了我们视野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的教育信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让我们怀揣教育梦想，学以致用，做一名有教育情怀的教育实践者。 

 

（七）学生专栏 

弄追小学坐落在广南县坝美镇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落里，学校里有这么一对

姐妹，姐姐叫农微秋，妹妹叫农微婵，她们的爸爸因车祸去世，妈妈改嫁远方，

她们只能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因此割猪草、喂牲口、采茶

叶、扫地、涮碗这些活儿都落到了她们的手里。 

“她们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活泼开朗，大多数时间里，她们都独自地做着自己

的事。一年前，她们俩更不爱说话，也不和同学玩，很孤僻。”在弄追小学工作

了 5年的王老师说。但近段时间，她们俩明显开朗多了。在校园里随时听到她们

说:“老师好”；看到她们与小伙伴们做游戏的笑脸。开始认真、自信的上课，

姐妹俩的学习成绩也开始慢慢地上升，人也变得开朗、自信了。 

追根溯源，王老师觉得她们是因为加油课程开始改变的。弄追小学作为“加

油计划”项目学校，近期开展了加油课。加油课上，老师会设计多样的游戏和挑

战，让孩子们以小组的形式完成游戏和挑战，并让孩子们分享总结，让孩子们在

游戏中快乐成长。也是从那时起，姐妹俩愿意主动和小组成员商量对策，也逐渐



敞开心扉在全班面前分享自己的想法，渐渐的融入了集体，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

找到了共同学习的乐趣。上加油课成了她们在学校里最开心的事情。 

现在她们很喜欢和大家围在一起跳大绳、做游戏，也有了一群密不可分的好

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