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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关心下一代基金与财团法人中国信托慈善

基金会自签署合作协议以来，基金全体人员自上而下非常重视此次合

作。为了保证合作项目高效率、高质量的顺利完成，基金理事会一致

通过成立项目专家组，并聘请了具有丰富实践教学经验的、知名学校

退休校长担任专家组成员。专家组主要负责基地项目的先期筛选、考

察，中期的实施和后期的跟踪回访，确保项目资金用到实处、起到作

用，达到预期的效果。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基金本着“认真负责、严

格管理、公开透明、高效运作”的工作方针，合理利用每一分项目资

金。 

现将 2013 年度基地项目具体实施的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计划大纲： 

项目名称：建设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五个） 

执行期间：2013 年 6 月——2014 年 6 月 

执行费用：500 万 RMB 

二、项目执行： 

项目一：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 

（一）湖南省凤凰县阿拉营镇中心完小 

1.挂牌时间：2013 年 9 月 13 日 

2.资助的内容：阿拉完小食堂的部分工程建设 



3.受惠师生人数：学生 1300 多名，教师 92 名 

4.学校项目执行情况：学生食堂、宿舍（因原设计建筑面积不够用，

后重新设计图纸）现正在抓紧施工中，预计年底完工。 

 
在建的学生食堂和宿舍 

5.学校挂牌前后的变化： 

挂牌前：学校基础设施薄弱。学校校舍面积不够、功能用房缺乏、教学

设施落后、办学条件较差。 

挂牌前学校的餐厅状况 

 

挂牌后：学生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教师更加爱岗敬业，学校管理严谨、

规范。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且很有特色，县里举行重大活动都要邀请我校

师生参加，学校所有师生很受鼓舞。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狗儿帽帽” 

 

6.各地政府之后要投入的资源金额：省、州、县各级领导对我校

的发展非常重视，计划投入资金近千万元。目前，部分项目正在建设中。

教师公租房（在建），中心幼儿园（正在设计图纸，施工在即），学生食堂、

宿舍（因原设计建筑面积不够用，后重新设计图纸）现正在抓紧施工中，

预计年底完工，下学期交付使用。州、县电视台曾先后来校拍片、采访。 

7.示范牌目前的位置：学校会议室 

 



 

8.挂牌照片： 

 

 
中国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关心下一代基金理事长武韬，湖南省关工委主任沈瑞庭

为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揭牌。湖南省关工委副主任高锦屏，州委常委、州

委组织部部长、州委统战部部长曹普华，副州长艾可知，州关工委主任龙爱东，州

关工委副主任龙友芳出席挂牌仪式。 



 

关心下一代基金武韬理事长与校方签署捐赠协议 

9.媒体报道：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3/09-18/5298848.shtml 

湖南省政府网 

http://www.hunan.gov.cn/zwgk/hnyw/szdt/201309/t20130914_906538.

html 

和讯新闻网 

http://news.hexun.com/2013-09-14/158026753.html 

 

（二）宁夏海原县史店中心小学 

1.挂牌时间：2013 年 10 月 9 日 

2.资助的内容：计算机网络教室、多媒体教室和体育设备 

3.受惠师生人数：现有教职工 30 人，在校学生 458人，其中学前班

46人,住宿学生 225人。 

4.学校项目执行情况：50万元专项资金，结合学校实际，合理规划，

为学校添置电脑、课桌凳及教学器材等，已报海原县人民政府统一采购（采

购单已上传关工委） 

5.学校挂牌前后的变化： 

挂牌前：  

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3/09-18/5298848.shtml
http://www.hunan.gov.cn/zwgk/hnyw/szdt/201309/t20130914_906538.html
http://www.hunan.gov.cn/zwgk/hnyw/szdt/201309/t20130914_906538.html


 

 

 

挂牌后：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坚持以少年儿童发展为本，

坚持学校、家庭、社区共同参与为原则，整合资源，提高关心下一代工作的

实效。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人员培训，切实提高队伍素质。坚持把学

习新理论、新政策与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结合起来，努力提高工作队伍的

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 二是创优校园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一年来，我们动

员教师自己动手，对学校教室、办公室、功能室进行了全面的粉刷布置，对

校园内外宣传标语进行刷新，合理规划植树种花，使校园面貌焕然一新。三

是认真组织开展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同时将安全教育

课、心理健康课作为必开科目，增强青少年学生自觉抵御不良侵害的防护能

力和“阳光生活，快乐学习”的心理调节能力。四是我们以“乡村少年宫”

的创建为载体，依托学校现有的条件，在原来“第二课堂”的基础上，采取

“校内交替”和“校内改造”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修缮、改造、共享等办法，

一室多用，上课时用于课堂教学，课外用于开展活动，实行教室与活动室、

教师与辅导员“一室（师）双用”，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分配活动

场所和辅导教师，打破班级界限成立了书法、音乐、舞蹈、球类、棋类、剪

纸、刺绣、经典诵读等 11个兴趣活动小组。在课外活动、放学后、周末和节



假日免费向学生开放。真正办起农村孩子身边的少年宫，真正成为每一个孩

子都能享受的少年宫。使其成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乐园。 

 

6.各地政府之后要投入的资源金额：海原县政府筹资 150万元，新

建 200 米跑道标准化操场一个，已投入使用；筹资 300 万元，新建多功能餐

厅一个，正在施工建设中；规划新建 3000 平米的教学楼一幢，正在争取立项。

另外，学校为打造平安和谐校园，也积极筹集资金 3 万余元，安装校园监控

一套，校园广播一套。 

7.示范牌目前的位置：悬挂在学校“素质教育展室”门口 

 

 

8.挂牌照片： 



 

 
关心下一代基金理事长武韬与校方签订捐赠协议 

9.媒体报道：宁夏广播电视台、海原电视台、宁夏新闻网、宁夏区、

市、县政府网站都进行了相关报道。 

中国经济网 http://edu.ce.cn/xw/201310/10/t20131010_1134412.shtml 

 

（三）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上里塬中心小学 

1.挂牌时间：2013 年 10 月 12 日 

2.资助的内容：购置锅炉房设备 

3.受惠师生人数：学生 400 名，教师 34 名 



4.学校项目执行情况：目前，已购置和安装好卧式锅炉（2 吨），锅

炉房已初步建设完毕，后续的墙面粉刷和门窗的安装将陆续完成。 

5.学校挂牌前后的变化： 

2013年 11 月 6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

任阎晓辉又一次带领市委办、市教育局、市老干局、市关工委办负责人，赴华

池县上里塬中心小学督查全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工作。阎晓辉

一行先后深入学校教室、阅览室、学生食堂、宿舍一一查看，仔细询问师生的

工作、学习和生活状况。阎晓辉指出，上里塬中心小学是今年被中国关工委确

定的全国六所“关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创建学校之一，是我省唯一的“关

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市县有关部门和项目实施主体单位一定要高度重视，

进一步抓好示范基地建设活动。要继续抓好示范基地建设后续工作，进一步完

善建设规划，突出留守儿童之家、家长学校等特点，凸显关心下一代工作特色；

进一步加强学校管理，充实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

把示范基地建设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市县有关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要进一步加

强联系，密切合作，齐心协力，共同抓好示范基地建设。甘肃省电视台、庆阳

电视台、中共庆阳市委网、五彩庆阳网站都进行了专题报道。 

挂牌前： 

 
由于餐厅条件限制，大部分学生在教室外用餐 

 

挂牌后： 



 

锅炉房                                  学生餐厅 

6.各地政府之后要投入的资源金额： 

2013年，市政府补助资金 50万元；市教育局补助资金 30万元；县财政

配套资金 100 万元。 

2013投入资金用于完成锅炉房及供暖配套设施建设，累计为小学、幼儿

园、中学 70 多名教师、700 多名学生完成供暖建设 5000 平方米，今年后季

即可投入使用；县自筹 60余万元，新建学生营养餐厅 207平方米，今年开学

已投入使用。县教育局自筹 53万余元用于校园硬化（1000平方米）、排水、

排污设施（500 米）；学校自筹 4万余元用于校园文化墙绘制。 

7.示范牌目前的位置： 

 

8.挂牌照片： 



 

中国关工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关心下一代基金副理事长陈田，省委原副书

记、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李虎林共同揭牌。市委副书记、市长栾克军主持揭牌仪式。 

9.媒体报道：中国甘肃网 

http://gansu.gscn.com.cn/system/2013/10/12/010472897.shtml 

 

 

（四）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灵关中学 

1.挂牌时间：2013 年 11 月 25 日 

2.资助的内容：电子图书馆的建设 

3.受惠师生人数：学生 760 名，教师 74 名 

4.学校项目执行情况：目前，所有捐赠资金已到学校帐户，预算 50

万元的电子阅览室项目已经交由县政府采购中心组织公开招标采购，现已

经挂网公示；心理辅导室、咨询室、活动室、宣泄室建设，因得到心理工

作者的建议，对部分设施进行了细化，与原先制定的方案相比有变动，正

在报请基金会批复新的变动方案。所有建设项目预计 8 月份能建设完成，

下学期能正式投入使用。 

5.学校挂牌前后的变化： 

挂牌以来，我校始终坚持创办以“让学生成才，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

意”的教育为办学目标，以“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为校训，倡导“敬业、



爱生、博学、自律”的教风，不断艰苦创业，开拓创新，各项工作取得长足

的进展，教育教学质量稳步上升；2014 年荣获雅安市级教书育人先进集

体;2014 学年上期，我校学生在参加宝兴县中学生运动会获得团体总分第一

名；各学科教师在参加市县各类竞赛活动中获得佳绩。  

正建的“留守儿童之家”位于实验楼二楼。功能齐全，内设图书室，多

媒体室，电子阅览室，心理咨询室、美术室，音乐舞蹈室，留守儿童活动室

和亲情联系室等。留守儿童之家全面建成后，将会成为留守儿童课余学习、

游戏、活动的最佳场所，有效的减少家长无力管教的后顾之忧。在建设的过

程中，我们为了能更好的服务留守孩子，首先我们安排了具有丰富的管理经

验的兼职老师轮班为孩子们服务，他们认真负责，热衷于留守学生健康教育

工作；其次，我们通过组织老师与留守儿童“一帮一”结对，给予他们更多

精神上的关爱，引导留守儿童们成为“生活自理，学习自主，行为自尊，健

康自强”的小主人，我们在留守儿童之家开办了专题讲座、心理和身体素质

训练，组织开展了主题丰富多样的活动，开设了心理健康宣传专栏等。使留

守儿童之家真正成为同学们的心灵家园、温馨港湾和爱心小屋。同时我们也

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温暖这些缺少亲情的孩子们，给予他们最真诚的关爱和

帮助。  

 

 

 

 

 

6.各地政府之后要投入的资源金额： 

7.示范牌目前的位置：挂在校门右侧 



 

 

 

 

 

 

8.挂牌照片： 

 

关心下一代基金理事长武韬、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台湾）执行长高人杰等当地相关领导为

学校挂牌 

 

 

 

 

9.媒体报道： 

（1）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3/11-25/5544957.shtml 

四川日报网 

http://region.scdaily.cn/gdbb/content/2013-11/26/content_6471548.ht

m?node=4790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3/11-25/5544957.shtml


四川在线 

http://sichuan.scol.com.cn/dwzw/content/2013-11/25/content_646792

8.htm?node=968 

（2）2014 年 1 月 15 日，我校 10 名学生随中国关心下一代交流参访

团，应邀赴台湾与台湾青少年交流访问。孩子们来到台湾，感受到祖国宝

岛的美丽富饶，与台湾青少年共度美好时光。随后，学生在期刊上发表多

篇作文抒发感受。 

（ 四川《关爱明天》期刊传媒集团 报道）。 

      http://yasggw.gov.cn/news.asp?id=1255（雅安关工委报道） 

 

（五）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奋进小学 

1.挂牌时间：2014 年 4 月 21 日 

2.资助的内容：对媒体课室设备和电脑及课桌椅设备 

3.受惠师生人数：教师 50 名，学生 200 名 

4.学校项目执行情况：学校已经购置了 40 台电脑，组建了电脑室，

为全体学生更换了桌椅，并为每班安装了多媒体设备。目前设备已经投入

使用，效果很好，得到了学生及家长的认可。 

5.学校挂牌前后的变化： 

挂牌前：学校是当地（察右前旗）硬件条件、师资力量最为薄弱的一所

小学，硬件条件落后，校舍陈旧。 

 
挂牌前办公室及教室情况 

 

http://sichuan.scol.com.cn/dwzw/content/2013-11/25/content_6467928.htm?node=968
http://sichuan.scol.com.cn/dwzw/content/2013-11/25/content_6467928.htm?node=968


挂牌后：学校已经购置了 40 台电脑，组建了电脑室，为全体学生更换

了桌椅，并为每班安装了多媒体设备。目前设备已经投入使用，效果很好，

得到了学生及家长的认可。同时中国关工委还组织奋进小学 8 名教师赴北

京教育学院进行学习，进一步提升了教师的业务水平。所以说学校目前软

硬水平已经得到了较大提升。 

 

 
挂牌后电脑室及学生正在使用的多媒体设备 

6.各地政府之后要投入的资源金额： 

察右前旗奋进小学工程建设项目，经旗委、政府批准后， 聘请工程设

计院对建设项目进行专项设计并开始组织实施。 

今年年初，根据自治区、市相关要求，结合教育系统实际，将奋进小学

建设项目列为自治区“十个全覆盖”农村牧区学校危房改造和校舍建设项目，

2014 年完成投资 260万，新建奋进小学附属幼儿园和小学教学楼建设项目。 

"奋进小学建设工程规划 2014- 2016 分三年三个工期完成，按

照规划共建设各类用房 9300 平方米，2014年秋季开工建设，2016

年底完工。根据学校的具体规划内容，参照现施工价，共需资金 1667



万元（其中一期教学楼 936万，二期学生宿舍楼 377.4万元、学生

餐厅 149.6 万元，三期附属建筑 204 万元）。资金来源由上级和旗

财政拨付。" 

7.示范牌目前的位置：挂在学校大门外左侧的显眼处 

 

8.挂牌照片： 

 



  

中国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关心下一代基金理事长武韬代表主办单位向察右前旗奋

进小学捐赠 50万元。内蒙古自治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长聚、王维山、副主任杨德

义，财团法人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林美吟、大陆专案主任夏嵩及关心下一

代基金秘书长闻瑾瑜等参加了挂牌仪式。CCTV 中学生频道内蒙古联络站关霄天站长、

杜江副站长受邀参加了此次活动。 

 

9.媒体报道：挂牌仪式后，察右前旗电视台、乌兰察布市电视台、内

蒙古电视台分别对基地示范校落户奋进小学进行了报道，同时乌兰察布日

报、内蒙古日报也都作了相关报道。另外还有内蒙古及乌兰察布市各大网

站均陆续作了相关报道。（乌兰察布市政府网站：www.wulanchabu.gov.cn/）

（ 乌 兰 察 布 市 新 闻 网 ：

www.wlcbnews.com/information/wlcbxxw37/msg14116186842.html） 

 

项目二：“园丁计划” 

http://www.wulanchabu.gov.cn/


——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校长教师研修班 

（一）第一期研修班 

2013年 8月 4——11日《“园丁计划”——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第

一期校长教师研修班》成功举办。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主任顾秀莲，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关心下一代基

金理事长武韬，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北京教育学院院长李方等出席了开学

典礼并讲话。来自安徽、青海、新疆、云南、湖南和甘肃六个关心下一代教育示

范基地的 36 名校长和骨干教师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主题确定为“新课程理念

下的学校和个人发展规划能力提升”。 

 

 

 

高水平的专题讲座 

在培训期间，来自北京教育学院的吴欣歆教授、余新教授、齐建芳教授、张

思明教授、胡颖教授、汤丰林教授等分别以主题为“课例研修：从实践到实践”、

“教师如何以学习促进工作”、“育人先要知人——中小学生的心理发展”、“怎样

让我们的教学更有效”、“开展有效教学，丰富学生生活”、“通向教师职业幸福之

路”、“微格教学——教师基本功训练方法”向学员们做了生动的讲解。 

 



 

 

 

在京期间，全体学员聆听了 8场高水平的专家讲座，参观考察了北京大学、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和北京市西城区五路通小学等名校，并与学校的领导教师进

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充分了解和切身感受到了基础教育的教学新理念、新趋势，

这必将全面提升校长和骨干教师们的新课程执行能力，特别是学校和个人发展规

划能力，课程开发和实施能力，使他们在实施课程改革、素质教育上发挥示范辐

射作用。 

考察交流 

培训期间，学员们前往北京市西城区五路通小学和北京二十二中参观交流，

和学校的校长和教学老师做了交流互动。 

 



 

结业典礼 

“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第二期校长教师研修班”结业典礼在北京教

育学院国际语言与文化学院报告厅举行。国家总督学顾问、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席陶西平，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关心下一代基金理事长

武韬，北京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马宪平等领导出席了结业典礼 

学员代表向领导汇报了学习成果，并代表全体学员对举办这次研修班的各方

面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决心将培训收获落实到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青海省尖

扎县第一民族寄宿制学校的多杰仁青校长在总结中说： “十天来，聆听了各位

专家学者不同风格的精彩报告，收获很大。可以说，每一天都听到不同类型的讲

座，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思想火花的冲击。作为一名教育者，我受益匪浅、感想颇

深。他们的讲座为我今后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最后，出席活动的全体领导向荣获“优秀学员”的学员颁发了荣誉证书，并

向每位学校代表赠送了教育丛书和学习用品。 

 

 

学员感言 

“此次赴北京的培训犹如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拨云见日。每个精彩的讲座

就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熠熠生辉，专家们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角度对班主

任工作作出诠释，他们理论上的创新让我眼界开阔，观点为之更新，清醒之余顿

生强烈的反思欲求；典型案例的剖析让我惊叹佩服，顿觉方法巧妙，升华为举一

反三的联想。我们就这样在一次次思维火花的碰撞中，在一次次真实事例的感悟

中，脱胎换骨，破茧成蝶。” 

——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中心学校——戴祖林 



 

“培训活动是短暂的，但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专业上，对我而言，这都是

一个很大的提高。衷心感谢专家教授的精彩讲座让我茅塞顿开，获得了全新的教

育教学理念，此时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激动与期待，浑身充满力量，我要扎根边疆，

为边疆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新疆乌鲁木齐县永丰中学   马建 

 

“流水无痕，岁月无声。在北京短短几天的学习中，我感慨万千。真是听师

几堂课，胜读百年书，所有授课教师的所讲、所示、所例，无不打动着我的心，

燃烧着我的激情。我想：一切为了孩子的明天，让我们携手并进，不断学习，不

断探索，不断整合，为新世纪新中国培养更多的新型人才，把祖国建设的更加美

丽！更加富强！”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尹家溪镇中心小学    周蓉 

 

“本次培训，聆听了专家们的精彩讲座，每个讲座都让我印象深刻。亲临名

校，面对名师和专家，我感觉内心深处有一种生命力涌动起来，我认真地听，仔

细地记，用心地去感悟。专家们的精彩讲座，让我耳目一新，思想受到了震撼，

思维得到了启发，极大地更新了观念，开拓了视野。我还了解到了很多当今的教

育现状和课改动向，明白了课程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上里塬中心小学    张玉凤 

 

（二）第二期研修班 

2014 年 4 月 13 日，“园丁计划——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第二期校

长教师研修班”在北京教育学院文兴街校区再次隆重开班。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关心下一代基金理事长武韬主持。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北京教

育学院党委书记马宪平，教育部“国培计划”首席专家、北京教育学院院长李方，

财团法人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大陆专案主任夏嵩，关心下一代基金秘书长闻瑾瑜

等与来自安徽、青海、新疆、云南、湖南、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十个关心

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的 60 名校长、骨干教师和十个县的关工委主任共同出席了

开心典礼。 

 

学员代表——安徽金寨汤家汇中心学校校长叶茂发

言。他向大家汇报了关心下一代基金来校挂牌前后，

学校风貌发生的变化，并做了详细的汇报。他表示，

珍惜这短暂而宝贵的时间，努力学习，将把专家、教

授的先进理念和适用性的教育教学方法用到今后的工

作实践中，为国家培养出更多优秀合格的人才。 

 

高水平的专题讲座 

在为期七天的培训期间，来自教育部“国培计划”首席专家、北京教育学院

院长李方教授、北京教育学院的余新教授、汤丰林教授和孟宪凯教授等分别以“教

育创新与特色办学”、“教师如何以学习促进工作”、“师生共同成长的心理基础”、

“课堂教学技能有效训练”为主题做了专题讲座。在整个课堂上，大家积极参与

交流和讨论，气氛活跃。在这种轻松愉悦的环境里，让每位学员掌握到教师工作

中需要掌握的技能以及保持积极心态的重要性，促使大家提高今后在教学工作中



如何与学生一起成长的意识。在授课中，李教授还就如何发挥关心下一代教育示

范基地的示范作用，与大家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考察交流 

    在此次培训中，全体学员们前往北京著名的史家小学、北京第二十二中学、

北京石景山区景山学校远洋分校和顺义区南彩学校深入课堂、现场观摩学习，体

验了北京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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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位学员从中收获颇丰，受益匪浅，对大家的教学工作及办学

思想有了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文化体验 

   研修班的全体学员们来到庄严的天

安门广场参观了升旗仪式，国旗护卫队

铿锵有力的步伐、国歌雄壮的响起，让

全体教师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期间，大家参观了故宫、

颐和园、圆明园和长城等，切身感受到

了祖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领略王朝的奢华和古代建筑的绝妙之处。此行，对

于这些从边远山区来的校长老师们而言，是一辈子的荣誉和美好的记忆，他们获

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结业典礼 

   “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示范基地第二期校长教师研修班”结业典礼在北京教

育学院国际语言与文化学院报告厅举行。国家总督学顾问、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席陶西平，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关心下一代基金理事长

武韬，北京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马宪平，北京教育学院院长李方，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缪力及关心下一代基金秘书长闻瑾瑜等出席。 

 

  学员代表向领导们汇报了培训成果，并表示，

这次培训给大家提供了开拓视野、转变观念、重

新定位、深入思考的机会，回到学校以后，将此

次学到的学校管理及教学中的先进经验和方法



结合自己学校的实际，应用于自己的教学工作和管理中。 

最后，出席活动的全体领导向荣获“优秀学员”的学员颁发了荣誉证书，并

向每位学校代表颁发了结业学员证书。 

  
 

学员感言 

“这次培训给我提供了一个开拓视野，转变观念，重新定位，深入思考的机

会。这次培训既是我学习的过程，也是我回顾反思与整理的过程。尽管差异万千，

尽管差距千万，但在此次培训中学到的学校管理及教学实践中的先进经验和方

法，将为我今后的工作起到一个长期的指导作用。”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奋进小学  姚龙 

 

“通过这次小学骨干教师培训班的学习和参观，犹如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拨

云见日，使我在一次次的感悟中豁然开朗，使我不仅得到了不少教学上的启迪，

更感受到了专家们的人格魅力和理想追求，让我们意识到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应

是永不枯竭的河海，应有广阔的知识，饱满的激情，横溢的才华。这次培训，像

梳子，帮我反思梳理过去的教学理念；像春风，给我送来了春的气息；像舞台，

给我展示自我、收获自信的机会；像灯塔，照亮了我努力的方向……” 

——尖扎县第一民族寄宿制学校   当增闹日 

     

“教师，永远都是教学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一位全方面发展的教师，是

培养出优秀人才的有力保障。此次培训，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身上的诸多

不足，也指明了我通往全方面发展的前进方向。我将努力消化此次培训内容，争

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尹家溪镇中心完小   周宪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识的索取永远没有止境。短期的培

训，给了我们一把打开光明的钥匙。虽然，我们现在只是一名平凡的教师，我坚

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付出，我们一定会在祖国的花园里种出最美的鲜花。” 

——湖南省凤凰县阿拉中心完小    侯天兵 

 

“要教给学生一碗水，我们教师就要有一桶水。我们要想教好学生，只有不

断地在实践中去探索，不断地充实自己，自我反思，不断的学习，不断地践行新

的教育理念用自己的良心和爱心为农村孩子的教育撑起一片天。我会以本次培训

为契机，融会贯通所学知识，在反思、实践中进一步深化我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以新课程理念为支撑，以各位专家的讲座为指导，不断提高我的教育教学能力。” 

——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上里塬中心小学   谷金龙 

 

“欣欣此生意、闻风坐相悦，集中培训的时间不长，但我们的收获多多。通

过这次学习、培训、交流，我和其他学员一样深深感受到了一股扑面而来的教改

清风，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我们一定会将本次培训所得运用于自己的教学实

践之中，带领学校广大教师积极投身于教改，以实际行动旅行应尽的职责！”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史店中心小学    马彦保 

 

三、财务说明： 

项目分析如下： 

项目 预算金额 实际支出 

筹办费 300,000 220,324.7 

教育示范基地 3,000,000 2,500,000 

教师和学生考察培训费 1,000,000 1,041,000 

人事费用 200,000 98,000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管 150,000 150,000 



理费 

项目行政管理费 350,000 62,701 

合计 5,000,000 4,072,025.7 

附注： 

1. 教育示范基地项目本年度将增加一个教育示范基地。计划于 6 月份在

泥石流受灾地区甘肃漳县建一个基地，至此教育示范基地项目预算将全部支

出。 

       2.项目行政管理费中差旅费方面，由于项目组在教育示范基地当地的食

宿交通都是由当地政府出的，所以 2013 年的支出就相对较少。由于相关政策，

为了避免给当地有关部门添加不必要的麻烦，从 2014 年开始当地的食宿交通

将由我们自己承担。 

3.合作双方同意，将本年度节余的资金 427,974.3RMB 用于下一年度教师

培训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