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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项目在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关心下一代基金的共

同努力下，正在稳步的向前发展。本年度项目先后在山东省淄博市博

山区石马镇中心学校、贵州省新龙场镇龙场小学、内蒙古自治区通辽

市蒙古族学校、重庆市江津区蔡家小学、湖北省恩施市硒都民族实验

小学、青海省玉树市第一完全小学、广东省中山市东升初级中学等学

校挂牌成立了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受惠学生达 13993 名，教师

达 851 名。截止到目前本项目已在 27 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 52

所基地学校。教育基地的建设得到了基地所在地区各级政府部门及爱

心人士的好评和认可。 

    “园丁计划”教师培训项目也紧随教育基地项目的建设同时开

展，2019 年 10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九期“园丁计划——中国

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教师研修班”，培训了 182 名骨干语文教师。该

项目为“教育基地”学校的语文教师提供一个开拓视野、转变观念、

重新定位、深入思考的良好平台，不仅更新了“教育基地”学校教师

的教育观念，提高了他们的教育教学水平，还提升了他们的文化修养，

从而促进他们在实施课程改革、素质教育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财务说明 

计划执行费用：500 万 RMB 

实际执行费用：4661159.69 元 RMB 

执行期间：2019 年 6 月——2020 年 9 月 

项目 预算金额 实际支出 余额 

教育基地建设 1,500,000 1,500,000 0 

教师培训费 1,000,000 1054,159 -54,159 

师生交流活动费 1,400,000 1,000,000 400,000 

人事费用 350,000 420,,232 -70,232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管理费 
150,000 150,000 0 

项目行政管理费 600,000 536,768.69 63,231.31 

合计 5,000,000 4,661,159.69 338,840.31 

附注： 

     1. 本年度受新冠肺炎影响，园丁计划教师培训和师生交流活动暂缓执行，

这两项费用用于教育基地学校的建设。本年度一共资助了 7所教育基地学校。其

中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石马镇中心学校、重庆市江津区蔡家小学、贵州省新龙场

镇龙场小学的资助资金使用的是教育基地建设资金；内蒙古通辽市蒙古族学校、

湖北省恩施市硒都民族实验小学、广东省中山市初级中学、青海省玉树市第一完

全小学的资助资金使用的是教师培训和师生交流活动费。原计划资助的河北省学

校还在考察中，确定后将使用教育基地项目年度结余支付。 

2.由于项目执行期延长了 4个月，故人事费用超出预算金额。 

    3.2019 年 10 月份举办的第九期园丁计划教师培训为 18—19 年度的培训计

划，由于项目一期总结会的举办故推迟到 10 月份举行的，第九期园丁计划教师

培训费用 619047元用教育基地项目上年度结余支出。 

4. 截止到 2020 年 9 月底，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项目累计余额：



1409678.26 元人民币，结余金额将用于资助河北和西藏各一所学校以及教育基

地学校后续发展需求。 

 

“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建设情况 

（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石马镇中心学校 

    1.资助内容：修建塑胶运动场 

    2.资助金额：500000 元 

3.受惠师生：学生 560 名（傈僳族学生 1名，留守儿童 2名），教师 72 名 

4.学校概况：学校位于五阳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博山区石马镇，地处农村，

周边人口以农民为主。学生系本乡镇片内适龄儿童，无外来务工人口子女。学校

占地面积 27092.2 ㎡，校舍建筑面积 8437.5m2，现有初中部教学楼、小学部教

学楼、办公楼、实验楼、功能楼、食堂等 6 幢，建有图书室、阅览室、理化生科

学实验室、仪器室、微机室、多媒体教室、音美专用教室、舞蹈室、心理咨询室、

器乐排练室、陶艺室、史地室、科技活动室、举重室、卫生保健室、多功能教室

等各类功能室 37 间以及各类体育场地（200m 塑胶跑道、2 个篮球场、1 个排球

场）、设施。 

5.办学特色：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实推进素质教育，不断优化办

学条件，以“生命律动、阳光和谐”为发展目标，以“厚德博学、励志笃行”为

办学理念,践行“文化立校、管理强校、特色兴校”的办学策略，坚持“学有特

长、全面发展、德智双全、身心两健”的育人目标，实现“学生快乐成长、教师

幸福工作、学校健康发展”的办学愿景，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学校切实落

实“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要求，开足开齐体育课程，保证学生每

天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每年定期组织举办各类校级体育比赛，如田径运动会、校

级足球赛、趣味运动会、篮球比赛等活动。 



      

学校大门                                 教学楼 

     

食堂                                    塑胶操场 

 

（二）贵州省兴仁市新龙场镇龙场小学 

1.资助内容：塑胶运动场的修建和购置学生食堂桌椅 

2.资助金额：500000 元 

    3.受惠师生：学生 1055 名（住校学生 276 人，留守儿童 203 人，有布依、

苗、彝、仡佬等少数民族学生 373 人），教师 55 名 

    4.学校概况：学校位于兴仁市西北部，距兴仁市政府所在地 15 千米，距新

龙场镇政府 300米；交通便利。学校学生重要来源于辖区的龙场居委会、大屯村、

民裕村全境的适龄儿童以及杨柳村坡寨五、六年级、冬瓜村三道沟三到六年级适



龄儿童，联庄村的六年级学生。学生到学校的距离最远的有 12千米。学校占地

占地面积 20518平方米，建筑面积 7792平方米。学校有教学楼、学生宿舍楼、

食堂、浴室、少年宫、教师宿舍、学校少年宫等设施。 

5.办学特色：学校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学生个性特长”为办学

特色，开展复兴教育。 

 

 

 

 

 

教学楼                          学生宿舍 

  

 

 

 

        

学生食堂                           学生浴池 

 

 

 

 

        

运动场                           少年宫 



 

（三）内蒙古通辽市蒙古族学校 

    1.资助内容：购置学生课桌椅 

    2.资助金额：500000 元 

    3.受惠师生：学生 2244 名（蒙古族占学生总人数的 99.8%），教师 240 名 

    4.学校概况：学校位于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青龙山大街与宝康路交汇处。

学校占地面积 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4.3万平方米。学校体育馆总建筑面积是

2222.49㎡，馆内设有五人制足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运动场地（操场）面

积为 16263 ㎡，有 400米的标准环形跑道，篮球场地、排球场地、足球场地和高、

低杠等体育器械。学生食堂总建筑面积 5004.83 ㎡，共有三层，是自治区 A级食

堂。2000 名住宿生均在这里就餐。宿舍建筑面积为 12316㎡，现有住宿生 2000

人，占总学生数的 80%。学生生源为全市 9 个旗县市区蒙古族少数民族学生。苏

木、乡镇农牧区、贫困地区学生占总人数的 77.2%。 

    5.办学特色：作为一所民族学校，学校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以学生发展为根本，“为学生营造个性发展的空间，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为办学宗旨，努力探索以民族文化教育为特色的素质教育之路，从而把学校建设

成一所具有民族特色、现代化、标准化的基础教育示范学校。近几年，市委、市

政府把我校打造为全市民族学校的引领校，示范校。在办学条件、师资设备、学

校管理等方面给予倾斜。 

    



     

    

（四）重庆市江津区蔡家小学 

    1.资助内容：修建塑胶运动场 

    2.资助金额：500000 元 

    3.受惠师生：学生 1872 名（留守儿童占 80%），教师 102 名 

    4.学校概况：学校拥有三幢教学楼（其中“真善楼”是 D级危房，上报计划

撤建中），教师周转房一幢，学生公寓一幢，功能室一幢，教学区和生活区布局

有致，中心校现有 32个教学班，下辖 3个村点，7个教学班。学校占地面积为

17684平方米，教育教学设施比较齐备，设有实验室、电脑室、音乐室、美术室、

舞蹈室、广播播室、电子阅览室、图书阅览室、书法室等 11间功能室，所有教

室实现多媒体设备和计算机网络全覆盖。学校建有 200米环形跑道的标准运动场

以及校园微官网、红领巾广播站等，全部教学设施按义务教育均衡标准配备。 

5.办学特色：学校艺体“两开花” 让学子书写精彩人生。每个学生都有艺

体特长，就能让他们有个性、有能力去书写精彩人生。体育教育方面，学校是作

为江津体校后备人才项目学校，为了保证学生体育特长生的稳固提高，学校的篮

球、乒乓球、田径更是每天坚持训练，每年都有数名孩子选送到江津体校深造。

艺术教育方面，学校成立了包括合唱团、舞蹈队、朗诵队在内的 8个艺术课辅小

组，并常态化开展课辅活动，在挖掘学生个性和风采的同时，也推动了学生更好

地认识艺术、学习艺术、创造艺术。 



 

（五）广东中山市东升初级中学 

    1.资助内容：购置棒球活动设备及海峡两岸棒球交流活动费 

    2.资助金额：500000 元 

    3.受惠师生：学生 1490 名，教师 104 名 

4.学校概况：东升初级中学位于中山市东升镇，始建于 1968 年 9 月，是“中

山国际棒球小镇”内核心棒球传统学校。东升初级中学棒球队成立于 2007 年。

经过 13 年时间的发展，以东中为中心辐射东升镇全镇中小学。校棒球队同时也

是中山市棒球代表队，做为中山棒球的校园基地，学校将一大批优秀的棒球人才

向更高层次的学校或者运动队输送。多年来，向 MLB 棒球发展中心输送了 5 人；



向广东省棒球队输送了 19 人。 

 

历届比赛成绩：2009 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第三名 

2010 年中国青少年棒球联赛(华南赛区)   第三名 

2010 年广东省第十三届运动会棒球比赛   第三名 

2011 年 CBO 中国棒球公开赛（华南赛区）中学组  冠军 

2011 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第三名 

2012 年 MLB Play ball 五城市青少年棒球联赛   冠军 

2012 年"珠江杯"棒球邀请赛中学组   冠军 

2012 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第三名 

2012 年 NBO 中国棒球公开赛（深圳站）   冠军 

2013 年 MLB Play ball 五城市青少年棒球联赛   冠军 

2013 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第三名 

2014 年 MLB Play ball 五城市青少年棒球联赛   冠军 

2014 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第二名 

2015 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第二名 

2016 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第五名 

2016 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冠军 

2017 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第二名 

2018 年广东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棒球比赛   冠军 



2018 年全国青少年棒球公开赛（广东赛区）   冠军 

2018 年全国青少年棒球公开赛总决赛    冠军 

2019 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冠军 

2019 年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  亚军 

 

（六）湖北省恩施市硒都民族实验小学 

    1.资助内容：“和美农庄”劳动基地的建设 

    2.资助金额：500000 元 

    3.受惠师生：学生 5092 名（少数民族占 75%），教师 200 名 

 4.学校概况：恩施市硒都民族实验小学临秀丽清江水，依巍峨土司城。学校

始建于 1964 年，其前身是恩施市小渡船飞机村小学，相继更名为恩施市红江小

学、恩施市小渡船小学、恩施市第二实验小学，2013 年 4 月更名为恩施市硒都

民族实验小学。学校现占地面积 90639.8 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41604.6 平方米，

校园绿化面积 31089.5 平方米。建有完备的校园广播系统、网络系统、监控系统，

有塑胶跑道和人工草坪足球场，有室内篮球馆、室外篮球场地，室内羽毛球场、

乒乓球场各，有语音室、微机室、录播室、书法教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科

技活动室，有舞蹈室、心理咨询室、少先队活动室，有生命空间、民族空间、艺

术空间、科技空间，有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 

5.办学特色：学校践行“和美教育”理念，遵循“厚德精业乃大善，和谐成

长为最美”的核心价值观，弘扬“和而不同，至善至美”的学校精神，以“我真 

我善 我美 我行”为校训，以“育和乐少年，培和雅良师，营和美校园”为办学

目标，紧紧抓住“育人”和“课程”两个关键词，精心打造和美文化，有效实施

和美德育，科学建设和美课程，努力创造和美生活,让和美“笑”园充满儿童味、

成长味、人情味。 



  学校校门 

    和美天使 

   党总支书记、校长田祥珍示范课 

   校本课程 

 



（七）青海省玉树市第一完全小学 

    1.资助内容：修建录播电教室和读书走廊 

    2.资助金额：500000 元 

    3.受惠师生：学生 1680 名（藏族占 99%），教师 78 名（藏族老师 77 名） 

4.学校概况：学校地处玉树市市中心，占地面积 27400平方米。校舍建筑面

积 12098 平方米，其中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5544.15平方米，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6847.2平方米。学校有计算机 281 台，学校图书室藏书 40800册。 

学校软硬件设施齐全，在功能教室方面设有音乐室、美术室、科学实验室、

计算机教室、少年宫、少队广播室、远程教育室、书法室、语音教室、心理咨询

室、健康教室、民族团结教室等，使得学校的教育教学环境良好，秩序井然，能

适应素质教育各项活动开展的需要，为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教学楼                            图书室 

    

      准备建设的录播室                      教学楼内 



 

5.办学特色：学校明确以“至善重孝、博爱勤学”的办学目标，创立了以“嘉

言善行、淳淳善诱”的教风和以“积善成德”的课程文化；“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的行为文化。重视全面教育方针的贯彻，切实抓好教学活动。 

2014 年玉树市教育局针对各学校的实际情况，提出“一校一特色”办学校

要求。学校根据学校师资配备情况，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特色教育规划期，经过近

三年的努力，学校的大唐画室、少年宫特色项目获得了较为满意的成绩，学大唐

画室前后在北京筹办了两届“玉见”画展，画室更是开创了玉树地区首个版画课

程，并创作《三江之源》的举行版画，获得了省州市各级领导的高度认可，近百

副绘画作品先后荣获国际，国内各类荣誉，也因此获得了“百佳美育校园”的荣

誉。而少年宫在努力传承优异民族传统文化之外特别关注孩子们的艺术等整体素

养的提高，学校根据学生的需求开设了书法电子琴、牛角琴、卓木念琴、合唱团

等十余种社团课，其中藏族童声合唱团在全国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跨两市八省十

八个点的巡回演出。通过全体教师的不断努力，为学校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学校先后被评为“省级绿色校”园、“省级防震减灾示范学校”、“玉树市文明

校园”、“玉树州非遗文化传承校园”、“浙江大学名师校园玉树分校”。 

 

 

 

 

 

 

 



“园丁计划”项目情况 

第九期“园丁计划——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教师研修班” 

2019 年 10 月 15 日，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关心下一代基金、财团法人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九

期“园丁计划——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教师研修班”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开

班。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中国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武韬，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北京代表处首代黄楚渊，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涂清

云，北师大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党总支书记亓俊国等领导出席典礼；中国关

工委办公室副主任蔡艳主持会议；出席典礼的还有中国关工委、北师大等单位有

关方面的负责人，以及来老、少、边、穷地区的 45 所“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

地”的 182名语文骨干教师。 

 



                 

 

顾主任和在座的所有老师，向海峡对岸的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全体、向因公

此次未能前来的高执行长、向新上任就积极投身公益的黄首代，鼓掌表示衷心感

谢！讲话中，顾主任对项目一期合作，给予了高度的褒奖。也传达了中央领导对

项目的重视和肯定，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做好二期。同时，顾主任还对前来参加

研修班的全体教师，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并预祝第九期研修班圆满成功。 

 



开班仪式上，中国信托银行北京代表处黄楚渊首代获邀首先致辞。黄首代介

绍自己刚刚到任不久，但对于这个公益专案却不陌生，项目一期合作扎扎实实、

硕果累累，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和高度认可，并在海峡两岸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黄首代还借这个机会，向一直关心和推动这个项目的顾主任、武大使，表示了致

敬和感谢。本次培训，黄首代还代表中信银，给所有基地校带来了一份“小惊喜”：

台湾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周功鑫教授主持编辑了一套“图说中国文化故事”丛书，

非常好的通过成语背后的典故和故事，向青少年介绍了战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

结合本期研修班“语文教学”的专题，这套丛书可谓恰到好处的礼物。中信银紧

急联络了出版社，订购了一批，并向每所基地校赠送两套。 

 

 



走进名师 

培训期间，我们安排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规格高的精彩课程。其中有教

育部“国培计划”首席专家李方教授的《以德育德：教师身份认知与践行担当》、

著名教育专家、北京五中原校长、全国劳动模范、师德标兵吴昌顺校长的《怎样

成为语文教学的专家》、北京教院初教院陈琳教授的《语文课教学设计与教案撰

写》、房山区教研中心副主任张海滨的《创设课堂情境有效教学》、《学生发展

导向的听评课》等讲座。 

   

 



 

 

走进名校 

本次研修班还安排了全体学员们前往北京二十二中，北京东城区分司厅小

学、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等中小学校，深入课堂、观摩课堂学习。学员们学

习了课堂教学点评，体验了北京优质基础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并与教师

面对面，就教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研讨交流。下校观摩学校让每一位学员从中收

获颇丰，受益匪浅，促进大家进一步反思改进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 

    



 

 

走进经典 

学员们参观了天安门、圆明园、国家博物馆等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切身感受

到了祖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古建筑的绝妙之处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此行让学

员们体验了优秀传统文化，增强爱国主义情怀，近距离欣赏中华优秀文化，提升

文化自信。此行留给这些来自边远地区的老师们的是珍贵的、美好的记忆以及强

大的精神力量！ 

结业典礼 

10 月 19日，为期一周的“园丁计划”——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教师研

修班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校区落下帷幕。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武韬、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书记亓俊国、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北

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黄楚渊、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蔡艳、中国



信托慈善基金会大陆专案主任夏嵩、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关心下一代基金秘书长

徐磊等领导出席了结业典礼。 

 

 

武韬主任在培训班结业讲话时强调，希望老师们在教学工作中，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以德施教、立德树人，刻苦钻研、教学相长，尊重宽容、严爱相

济，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让我们的孩子们早日带着他们的美好梦

想，飞得更高、飞得更远，走出大山去，与其他大城市的孩子们一起共享人生出

彩的机会。 



      

 

“园丁计划”项目媒体报道 

中国网、搜狐网、新浪网、国际在线、国际日报、凤凰网、北京网等

多家媒体对本次研修班做了相关报道。 

中国网 http://science.china.com.cn/2019-10/17/content_40924872.htm 



 

 

中国教育品牌网 http://www.zgddmx.com/news/show.asp?id=82059 



 

 

国际日报 http://www.chinesetoday.com/qiye/jiaoyu/20191017/1571303009.html 



 

 

新浪网 http://nx.sina.com.cn/finance/2019-10-17/detail-iicezuev2822953.shtml 



 

 

凤凰网 http://hebei.ifeng.com/a/20191016/7760019_0.shtml 

 

 

消费日报网 http://www.xfrb.com.cn/article/xfdc-ztbd/12194164617635.html 



 

 

搜狐 https://www.sohu.com/a/347325292_120327535 



 

 

北国网 http://zixun.lnd.com.cn/dongtai/20191016/16154.html 



 

 

北京网 http://www.bjrx010.com/xinwen/201910/16868774.html 

 



 

 

国际在线 http://rss.cri.cn/20191016/299cef9c-3003-40bf-b71c-0905326160d1.html 



 

 

 

 

 

 



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片区交流会 

2019 年 12 月 11 日，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关心下一代基金和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关心下

一代教育基地”片区现场交流会在山东日照莒县召开。中国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武韬，山东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张秉德，日照市关工委主任孙运河，

莒县县委副书记、政协党组书记惠希建，莒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县

关工委主任刘祥彬，莒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周汝惠、关心下一代基金秘书

长徐磊等领导出席会议，中国关工委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姚丞主持会议。

出席会议的还有来自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峤山镇中心小学、山西省云州区倍

加造镇中学、陕西省泾阳县口镇中学、河南省驻马店市竹沟镇竹沟小学、

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朝阳地小学、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实验学校、江苏省

徐州市王集镇中心小学等 7 所教育基地学校校长及所在地关工委同志。 

会上，莒县县委副书记、政协党组书记惠希建发表了致辞，中国关工

委常务副主任武韬发表了讲话，对山东关心下一代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

进一步发挥好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作用提出要求，强调要牢牢把握基

地学校办学方向，发挥基地学校示范作用；每一位教师要做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的践行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要以师者楷模为榜样，

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各级关工委要全力关注支持当地教育的

发展和基地学校的建设。来自 7 所教育基地学校的校长以及莒县第三中学、

莒县第一实验小学的校长们分别就学校发展状况及教学特色做了交流发

言。 

 



 

会后与会人员参观峤山镇中心小学、莒县第三中学、“本色·老党员

红色群落”展览馆和洛河镇老兵之家等基层工作现场，观看莒县关工委 20

周年文艺汇报演出。 

 

 

 

 

 

 

媒体报道 
 

“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片区现场交流会在日照市莒县召开_晚间新闻_山东卫视_山东



网络台_齐鲁网 http://v.iqilu.com/sdws/wswjxw/201912/13/4749247.html 

 

 

“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片区现场交流会在日照市莒县召开 _ 腾讯新闻 

https://new.qq.com/omn/20191213/20191213A0L7LN00.html 

 

 

http://rizhao.dzwww.com/qx/jx/jxyw/201912/t20191211_17206152.html 

http://v.iqilu.com/sdws/wswjxw/201912/13/474924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