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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砥砺前行。2017 年以来，“中国

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公益行动”）

牢牢把握“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 提升广大

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增强学校育人功能，步步深

入，层层推进“地市 - 区县、区县 - 乡镇”学校

共同体建设，推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同时，

大力发挥“互联网 +”优势，加强改进网络平台，

发挥地域特色提升行动质效，以强烈的责任担当

推动“公益行动”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教育是一项温暖而神圣的事业，教育工作者

需要一种热情如初的公益情怀，“公益行动”将

继续助力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用微小之力汇集

正能量，用担当坚守初心，育人路上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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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3 日，“公益行动”在广东省全面启动。

广东省公益行动推进会创意十足。在开幕序曲中，融入了

现场大学生快闪活动、天河区华景小学的童声合唱和佛山

市元甲学校演绎的情景舞剧。情景舞剧“时间去哪儿了”

表达了师生情深及共同成长的历程。现场首次发布了《让

爱延续下去》的 " 中国好老师 " 公益短片。短片发人深省，

通过讲述老师如何以身作则的故事——从随手捡垃圾，不

闯红灯，遵守秩序等小事凸显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的重要性，彰显了“公益行动”立德树人的初衷。推进会

现场还进行了基地校手印树现场签名活动，这也与电子背

景屏中的树上花开、彩蝶自来的精美设计遥相呼应，颇为

美观，象征凝心聚力、共育花开的育人美好愿景。会中，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芦咏莉作了主题为《以爱育爱，做“四

有”好老师》的主题报告。芦校长从亲身经历谈起，向与

会的校长们解读了“四有”好老师和“以爱育爱”的深刻

内涵。

4 月 15 日至 16 日，“公益行动”陕西省基地校推进

会在渭南市临渭区北塘实验小学成功举行。北京市海淀区

实施动态

把不忘初心落实到继续前进的行动中。2017 年 4 月至 6 月，“公益行动”全国各地推进工作稳步前行。

教科院教育科研管理研究所严星林所长以“一种专业成长

的实践范例”为例，介绍了海淀区借助项目提升教师育人

能力、建立两大共同体、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工

作思路。太原市杏花岭区教育局牛冬梅副局长表示，杏花

岭区将与“中国好教师”平台对接，以“点”带面，区域

联动，以“面”拓展，带动全省，同时，积极发掘优秀个

体和学校的育人经验和成果，将日常工作与“公益行动”

相结合，多措并举，事半功倍。

4 月 18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中学召开

“公益行动”阿拉尔市基地校推进会。出席本次会议的有

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牟光华，阿拉

尔中学校长章吉祥，阿拉尔中学党委书记张情及近 40 所

兄弟院校的校长、副校长和老师。

4 月 20 至 21 日，在云南省德宏州芒市第四小学，“公

益行动”德宏州基地校推进会顺利召开。德宏州教育局副

局长何勒崩，芒市教育局党委书记晏家荣，“公益行动”

云南负责人及各县市教育局、教研中心分管领导，11 所基

地校、36 所项目校等校长和教师代表共计 200 余人参会。

4 月 25 日，“公益行动”广西壮族自治区基地校推进

会暨“桃李芳菲，德馨八桂”育人论坛在广西教育学院拉

开了帷幕。广西 14 个市的 110 个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代表

及基地校校长共计 300 余人参会。自治区教育厅师范处黄

明宇副处长在致辞中特别谈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会前

的广西之行中提出：“要从总体上研究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用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体现了总书

记对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视。对于“公益行动”在广西的落

地开花，黄副处长表达了殷切期待和十足的信心。来自重

庆巴蜀小学的陈怡主任也介绍了巴蜀小学以“1+1+N”模

式构建学校发展共同体的经验与体会，指出共同体是“建

立在文化共识与资源共享基础上的合作共同体，是建立在

相同愿景和同行互助基础上的发展共同体，也是建立在互

助体验和共生体系基础上的成长共同体。”

四月实施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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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 ,“公益行动”黑龙江省鹤岗市学校共同体

启动仪式暨基地校推进会在市红军小学召开，会议受到鹤

岗市政府、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

全面覆盖全市八个区县，近百位教育同仁莅临参会。

为进一步提升教师育人能力，4 月 27 至 28 日，“公

益行动”云南省红河州基地校推进会在蒙自市第二小学顺

利召开。红河州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张啸林、蒙自市

副市长尹艳、市教育局局长龙朝德及来自红河州 13 个市

县 25 所区县基地校校长和老师们共计 300 人参会。会议

主要围绕“中国好老师”红河州基地校共同体组建、北京

市大兴区精准帮扶红河州 13 个市县基地校及学科育人展

示三个主题展开。

五月实施动态

5 月，江苏省南京片区、苏州片区及淮安片区推进会

分别于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和淮安

市实验小学召开。省教育厅师资处处长崔春霞、副处长许

李军及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领导、13 市 103 个区县教育

局领导及 132 所基地学校校长共计 300 余人参会。与会

者在分享学校育人经验和育人成果的同时，对做“公益行动”

的初衷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了解了作为基地校具体做什么，

如何辐射更多学校参与其中，特别是明确了江苏省今年“五

个一”的具体任务。与会的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表示，江苏

省是教育先进省，抓住这个契机，既要向先进省市同行学

习育人经验，更要帮扶老少边穷岛地区的学校，切实做到“你

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家”，在促进全国城乡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中发挥江苏省的重要作用。

5 月 11 日，“公益行动”踏上了有着“世界屋脊”之

称的雪域高原——“公益行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基地校

推进会暨首届“雪域情 • 共育人”主题论坛在拉萨市召开。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朱赟，拉萨市人大副主任、教育局党

委书记康娜美朵等教育行政人员及全区 84 个基地校代表，
共计 230 余人参会。会上，康娜美朵代表拉萨市人民政府

发表致辞：“公益行动”走进西藏，既是贯彻落实习总书

记讲话精神、努力做好“中国好老师”的实践平台，也是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的“优先发展教育，牢固树立

教育强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和齐扎拉主席的“办

好教育，关键在教师”指示精神的重要载体，同时具有教

育帮扶、教师能力提升、优秀教师成果展示、优质教育资

源分享等功能。

5 月 13 日“公益行动”陕西省镇安县第二小学共同

体正式成立，牵手当地 5 所项目校组建镇安县第二小学

共同体。

5 月 18 日，“公益行动”湖北省孝感市基地校推进会

在市实验小学召开。湖北省教育厅普通教育干部培训中心

主任李炯，孝感市教育局副局长胡胜启，“公益行动”特

聘专家、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心理系主任张红川

教授，以及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区域内各基地校和项目校

代表 100 余人参会。李炯表示，孝感市实验小学要充分发

挥市级基地校的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利用特色优势和资源

优势为区域内学校搭建起学习交流、共同发展的平台，并

通过资源共享、教育教学成果的分享，促进区域内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将好的教育理念、管理方法、教学经

验和办学特色进行传递分享，使更多的学校和教师受益。

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代表进行了隆重的签名行动，下一步

努力为推动孝感市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献智献策，做出应

有的贡献。 

5 月 21 日，“公益行动”宁夏回族自治区基地校、项

目校推进会在吴忠市裕民小学成功启动。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石嘴山市、固原市、中卫市及吴忠市各县（市区）

中小学 51 所基地校、项目校校长和教师代表近 500 人参

加了推进会。

在会上，“公益行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永胜教授

做了《立德树人——做中国好老师》专题讲座，具体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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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习近平总书记“四有好老师”的丰富内涵，旨在增强教

师信仰，唤醒教师责任与担当，唱响了有理想信念、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老师”主旋律。

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黄平先在致辞中号召全市各基地

校借鉴“公益行动”基地校、项目校的好经验、好做法，

着力提升师德素养，不断壮大宁夏“好老师”队伍，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让“公益行动”基地校、项目校在吴忠市

落地生根。

5 月 25 日，“公益行动”辽宁省辽阳市基地校推进会

在辽阳市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召开，辽阳市教师进修学院院

长、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以及来自市各县市区学校的代

表近 2000 人参加了活动。“公益行动”辽阳共同体教师

代表进行了现场宣誓：将秉承孔子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嘱托，做“四有”好老师。会后，全体人员观看了师

范附小精心准备的“践行‘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

师生成果展——场景恢弘大气，表演精彩不断，受到与会

领导、老师的高度赞扬与肯定。

5 月 31 日，“公益行动”黑龙江省同江市启动会在市

第一小学胜利召开。这是继 1 月 8 日“公益行动”佳木斯

市基地校推进会之后的第二个区县 - 乡镇推进会。佳木斯

市光复小学校长嵇鸿讲解了共同体 2017 年度工作指导意

见，最后她表示：“公益行动”在同江市落地生根，相信

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在各基地校校长的带领下，“公益

行动”一定会在这里开花结果。

六月实施动态

6 月 2 日，“公益行动”黑龙江省佳木斯富锦市基地

校推进会在市双语小学召开。参会人员有佳木斯市教育研

究院干训部副主任、佳木斯市光复小学校长等教育行政部

门相关领导以及项目校的校长、老师们，共计 100 人参会。

6 月 11 日至 12 日，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在市教育研修

学院举办了“公益行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基地校

推进会暨育人论坛培训会，市教育局副局长等领导以及教

育同仁近 800 人出席了会议。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忠镇表示，

各基地校要珍惜机会，以加入“公益行动”为起点，充分

利用平台提供的优质资源，积极思考、主动发展，在“中

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办公室（以下简称“公益行动”

办公室）的帮助下，构建起本学校发展的系统工程和长效

机制，真正把学校建成呼伦贝尔市的名校，并借助平台力

争走出呼伦贝尔。

6 月 22 日，由“公益行动”办公室、中国当代语文教

学专业委员会、湖南省娄底市曾国藩学校联合举行的“公

益行动”娄底市基地校推进会暨全国经典海读研讨会在曾

国藩学校湘军营礼堂隆重举行，曾国藩学校、娄底市第六

小学、双峰县洪山中心学校等 6 所小学成为“公益行动”

全国基地校。市教育局党组成员、主任督学王贵升等教育

行政部门相关领导，中国当代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教育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张恩勇，曾国藩第六代嫡孙、北京双榆树

中心小学原校长曾樾，娄底市教科所所长王志海，湘西自

治州凤凰县基地学校文昌阁小学，“中国好老师”娄底市

基地学校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老师、

家长、学生等近千人参加会议。

CCTV 发现之旅、湖南日报、湖南红网、湖南卫视国

际频道、湖南教育电视台、娄底日报、娄底广播电视报等

媒体全程参与报道。

6 月 23 日，“公益行动”在重庆市全面启动。中国基

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西南大学分中心主任宋乃庆

教授、重庆市教委副巡视员李源田、“公益行动”专委会

执行副主任石秀慧，重庆市教育学会会长钟燕，北师大继

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院长王文静教授，重庆市教育委员

会师范处副处长周建国，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

常明，重庆两江新区教育局副局长陈昌武等领导嘉宾出席

活动。来自重庆市 30 个项目区县教委的人事科（师范科）

科长，56 所基地校、项目校校长及主管领导近 150 人参会。

6 月 24 日，由“公益行动”办公室、中国基础教育质

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江西省教育厅主办的“公益行动”“红

旗颂 • 育人行”江西省基地校推进会在南昌大学附属小学

红谷滩分校成功召开。“公益行动”专委会副主任边玉芳，

江西省教育厅总督学汤赛南，江西省教育厅师资处处长程

裕秋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会议。本次“公益行动”落地江

西获得了省厅及各地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全省共计 138

所基地校到场，初步实现地市区县全覆盖。以此会议为基点，

积极响应国家《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同步启

动了江西省教育帮扶项目，共带动全省13个区县参与其中。

6 月 30 日，“公益行动”甘肃省金昌市推动会隆重举

行，市教育局领导，区县基地校、以及各区县中小学校领导、

教师等近 150 多位参会人员齐聚金川区总校第五小学积极

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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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共同体·教育帮扶

各地推进工作进一步展开 频频打出各式创新“组合拳”

在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下，“公益行动”扎根当地，

各基地校自发组织了地市、区县的基地校推进会，整合更

多的教育资源共同推进“公益行动”。

如北京、四川成都、广元、乐山、遂宁、冕宁、阿坝州、

凉山州五区县，河南南阳，湖北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福建华安，海南三亚，甘肃兰州、张掖，云南景洪、玉溪，

新疆喀什、伊宁，青海西宁，内蒙古乌兰察布等地市（区县、

州），与此同时，“公益行动”办公室也在与重庆、江苏、

辽宁、西藏、广西、宁夏、山西大同等省（市、自治区）

进行沟通，深入讨论“公益行动”在这些地区的推进事宜，

当地教育厅表示给予一定的行政支持，大家同心戮力，因

地制宜，携手迈向“四有”好老师新的征程。

在“公益行动”推进过程中，每个学校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开展了相关活动，进行了相关主题教育。比如，

为更好地落实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四有”好老师及系列

讲话精神，解决教育中存在的真实育人问题，北京房山区

第三小学请来了“公益行动”专委会副主任刘永胜做讲座，

内容精彩，博得满堂彩；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延安分校“生

本”课堂实践暨“中国好老师”教师素养提升省级教学能

手示范课在陕西拉开序幕，此次活动全面提升了教师的学

科素养、课堂教学能力和教学品质，进一步落实了“生本”

课堂的教学理念。

同时，“公益行动”开展了不同共同体之间的跨区域

联动。例如，“讲述海淀区好老师教育故事”系列活动顺

利举办；海淀区五所学校的教师、干部代表开展了共同体

的育人故事分享活动，作为“讲述海淀区好老师教育故事”

的延伸，活动全程得到了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协调和

指导；“同课异构 • 育人论坛”内蒙古西部共同体活动在

北师大乌海附属学校举行；第五届“京山杯”小学教育论

坛活动拉开帷幕，京城百校联盟近 50 所基地校校长及代

表参与活动。

 “公益行动”送教及教育帮扶活动的开展，将优质育

人资源不断地辐射至中西部、老少边贫岛等教育发展薄弱

地区。其中，拉萨市实验小学与尼木县开展了一系列名师

送教暨城乡结对帮扶活动，拉萨实小先后派骨干教师到结

对的尼木县续迈小学送教，校长冯兴娟下乡到续迈小学指

导工作，同时，秉承学校“走出去、请进来、促发展”的

原则，积极开展校际教学交流系列活动，促进了校际间课

堂教学、教研教改等方面的交流及城乡教师专业化的发展，

并不断丰富帮扶内容和形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共同体学校 + 教研活动”推动了校际间的互通互联、共同成长

4 月 7 日，“公益行动”海南省三亚共同体推进会暨

校长课程领导力培训在三亚市第九小学召开。12 所三亚共

同体学校负责人参会。会议研讨确定了 2017 年度三亚共

同体的具体项目推进方案，同时总结提升推广各自学校好

经验好典型，形成区域品牌特色。

4 月 11 日至 12 日，来自河南省南阳市 18 所“公益

行动”基地校、邓州市各小学及协作校的 50 多所学校的

领导、老师代表，近千人齐聚南阳市第十五小学，共同开

展“公益行动”首届“一科多模”南阳基地校联合教研活动。

本次教研活动以育人为核心，培养和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

能力，探究“一科多模，一模多法”的教学方式，搭设了

共同体学校教师间相互交流提高的平台，谱写了白河畔共

同体名校携手谋发展的新篇章。

“公益行动”四川省凉山州第二期教研活动于 4 月 27

日在会理县城关二小隆重举行。凉山州五所“公益行动”

基地校和会理县项目校参加。在县级基地校之间，此次活

动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拓展了“公益行动”区域校间的

合作与交流，促进了优秀育人经验、教育资源的交流共享，

推动了校际间的互通互联、共同成长。

5 月 17 日，“公益行动”浙江省共同体学校在天长小

学开展了“浙江省共同体第二届课程育人研讨观摩会”活动。

此次活动以“差异化育人”为主题，邀请一线教师对小学

阶段差异课堂中的育人模式及特色课程群组建进行展示；

资深教学专家组现场辩课，详解差异育人与学生发展专题；

特级专家带来“差异教育”培训课程大讲堂；在共同体活

动过程中，通过设计课堂教学与育人相结合的观察工具，

深入研讨在背景不同、文化差异、环境差异下，如何实现“人

人有特色，各个有发展”的教学秘籍。整个活动主题精彩、

内容丰富，带动了全国 14 个省市的基地校参与其中。

5 月 19 日，“公益行动”海南三亚月川小学开展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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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校联合教研”活动，为三亚共同体学校提供教研沙龙

的平台，使教学教研走向更加专业的道路；甘肃省临夏州

吹麻滩小学则以“自主、合作、探究的参与式教学模式”

为主题，以州“公益行动”基地校为活动平台，以骨干以

教师为引领，以课堂教学、评课说课和国学经典研讨为形式，

开展乡村骨干教师素养延伸培训，在校际间架起了交流学

习的桥梁，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均衡发展。

5 月 25 日，“公益行动”联盟校会议在北京理工大学

附属中学召开，会上，联盟校各执行人在商讨交流中碰撞

出灵感的火花，努力发现“中国好老师”优秀教师，努力

打造优秀学科教研体，创建“中国好老师”联盟校学科教

研共同体，共同备课，组建活动、交流经验等，以期促进

联盟校各校教研发展，提升教研能力，将“公益行动”区

域联动的思想落到实处。  

5 月 26 日，“公益行动”陕西省山阳县城区第二小学

共同体举行启动仪式。城区二小表示，今后将会积极主动

发挥基地校的示范引领作用，精心组织，统筹推进共同体

的各项工作。

6 月 13 日 , 三亚市一小、市海棠一小、市月川小学等“公

益行动”海南省基地校共同体成员及市 30 多所中小学校

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参加“226”课题成果推广学校集中

研修活动，解读了“226”教改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构想。

6 月 20 日 , 河北省衡水市新苑小学邀请“公益行动”

联盟学校进校园观摩并研讨智慧课堂精品课。观摩研讨会

上，各校代表济济一堂，可谓是鸾翔凤集。通过观摩新苑

小学教师李巧云的一堂精品课，大家各抒己见，通过激烈

的探讨共同为衡水基础教育开发智能高效课堂。

送教暨城乡结对帮扶活动为“公益行动”工作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5 月 11 日至 15 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地市基地校景

洪市第二小学与勐养小学开展城乡结对帮扶活动；云南省

昆明市、玉溪市、保山市三市基地校开展“互通互助”活动，

保山市施甸基地校分别前往玉溪一小、金康园小学、昆明

高新一小参观校园，听课评课，交流研讨，提升教师育人

能力。

“公益行动”黑龙江省鸡西市基地校与北京石油学院

附属实验小学结成手拉手帮扶学校。5 月 15 日至 19 日，

鸡西市基地校一行来到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进行

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和跟岗学习，实现了共同体学校间的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促进了校际的经验交流和思维碰撞，

推进了共同体学校的协同发展。

6 月 7 日至 11 日，“公益行动”基地校北京培星小

学一行前往黑龙江省大庆市开展牵手活动，为了更好地落

实“公益行动”精准帮扶工作，培星小学与大庆市萨尔图

区东新一小学深入交流，携手走进大庆市贫困县林甸县，

开展了座谈、送课等活动。

6 月 16 日，“公益行动”办公室组织召开了教育帮扶

专项行动座谈会，专委会执行副主任石秀慧主持会议。来

自天津、山东、江苏以及北京西城、房山、通州、顺义、

门头沟等地的教育行政部门领导、校长参会。参会人员结

合各自教育帮扶经验，从帮扶内容与形式、实施路径与方法、

激励机制等多方面提出诸多意见与建议，为即将开展的教

育帮扶专项行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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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对老师、对学

生有什么实实在在的

好处？当我真正走进

她，我眼前一亮，这

才是咱教育人应有的

舞台！“21 天关爱行

动”“锦囊”“育人

315”、专家答疑……

尤其是专家在线活动，

着实帮老师们解决了

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困

惑与难题，真是让我

和老师们受益匪浅，

我要为这个专业的育

人平台点赞！”

一 文， 引 发 了 4000

多名教师的关注与互

动。还有多篇文章例

如《 警 觉！ 家 长 和 老

师们都要注意这个“蓝

鲸死亡游戏”》、《一

位乡村女教师的独白，

看哭了很多人》等引

发 了 3000 多 名 教 师

的关注与互动。同时，

微信公众号对栏目进

行调整，围绕育人主

题，增强了文章的综

合性及专业性：调整

《教育日志》栏目形式，

将多篇同一主题的内容结合专业知识，合成一篇文章推送，

提高了单篇阅读量；新增《行动志》栏目，向全国发布“中

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动态。此外，微信平台入驻了今

日头条、一点资讯、等新媒体推广平台，将各基地校的风

采更广泛地宣传出去。

 “21 天关爱行动”是“中国好老师”APP 最平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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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活动与建设

“我要为这个专业的育人平台点赞！”

“中国好老师”网络平台包括 APP（电脑端和手机端）、

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好老师”APP 是专属

于教师的育人交流平台，在这里，教师们可以每日记录自

己的教育叙事、教学反思，参与平台发起的育人活动、节

日活动。比如“21 天关爱行动”“好老师智囊团”活动、

“育人 3•15”活动、“专家在线”活动等。此外，教师们

还可以参与各类线上线下互动的活动，例如“体育现场会

+ 研讨会”活动，“时间的样子”原创绘本征集活动，“‘核

心素养背景下的学习重构’研讨会”在线报名，各类推进

会的网络直播等。开展各类线上线下活动，极大地丰富了

教师们的教学生活，并为他们积累了宝贵的育人经验，受

到了教师和学校诸多好评。

以下为新加入“中国好老师”APP 的黑龙江省鸡西市

正阳学校冯玉琼校长的感悟（节选）：

“可亲可敬的正阳‘好老师们’”：进入“中国好老

师”APP 不到一个月时间，令我感触颇深。由于对它不了解，

刚接触时，我心里带着疑问——不知道到底是一个怎样的

专家引领、分享互助已成为“中国好老师”网络平台无形的翅膀

在“专家在线”活动中，“公益行动”办公室邀请了

三位业内优秀的专家，每天早上在群组中分享经典的育人

案例、育人观点，及时回答当天教师提出的问题，耐心答

疑解惑，直到教师收获满意的解答，确认问题解决为止。

除了“中国好老师”APP 上发起的活动外，很多老师自发

地在 APP 上记录自己的教学生活。例如梁泉清老师每天

更新“梁老师谈习作”，豆爱霞老师经常更新班上“65 个

毛毛虫（学生）”的成长记录，王丽萍老师经常与大家分

享自己的孩子如何在学习英语上实现家校共育……

截至 4 月，已有 5000 余名教师在 APP 上进行育人

经验的分享交流，累计贡献了上万篇教师育人的经典文章，

极大地丰富了平台内容，同时吸引更多优秀教师入驻。专

家引领、线上线下互动、分享互助已成为“中国好老师”

网络平台无形的翅膀，助力教育腾飞。5 月，“中国好老

师”APP 上聚集了 13000 多名教师，有 6000 多名教师

在线使用。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TeacherofChina）也发挥了极

好的服务功能，发布的《“5·25”教师们，请关爱您自己！》

一次活动，却牵动了无数教师的心，活动始终秉承“发现

爱、体验爱、表达爱、传递爱、升华爱”的理念，鼓励每

个老师坚持在日常生活中关爱赞美自己的学生、家人和同

事，并不断用文字记录活动期间的体验与感受，活动一经

发起，吸引了全国各地参与校的“好老师”们身体力行……

905 条记录，是爱的记录和表达，更是爱的传承与延续。

老师们纷纷表示，通过线上线下互动，努力坚持躬行，不

仅师生关系亲近了、同事关系和谐了，甚至家人关系也更

加融洽了，这验证了教育需要用心，更需要用爱去做的亘

古不变的真理。

像这样的活动板块，线上还有很多：比如“锦囊”，

汇聚一线教师的智慧，解决大家共同的问题——149 个源

自经验丰富的一线老师育人锦囊，让参与者直呼过瘾、解饥、

补盲；而“专家在线”更是超越了时间、空间——点线互连，

专家轮流值班，每天在群组中分享实用的育人方法、解析

教育热点，成了教师们的在线导航员 :“遇到放弃孩子的家

长该怎么办”“孩子没有时间观念怎么办”“如何兼顾纪

律和孩子的个性发展”“遇到叛逆抵触的学生如何处理等

难点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专家们耐心答疑，让参与的

老师们找到过河的桥……

“线上服务 线下践行”让“公益行动”踏准了时代的鼓点

5 月期间，“公益行动”办公室联合全国学校体育联盟

等单位分别在济南和杭州举行线下活动，吸引了近千名全国

一线优秀教师到场观摩、研讨。老师们热情踊跃，反响热烈。

来自浙江金华壶山小学的廖老师看后颇有感触，他说：“编

排的老师们确实很用心，我们学校也编排过大课间团体操，

确实不容易，孩子们辛苦了，老师们辛苦了！这次观摩会给

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回去继续改进，感谢‘公益行动’给我

们提供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学习、交流、进步！”

5 月 18 日，“公益行动”浙江省基地校第二届育人研

讨会如火如荼展开，会议内容为“差异化育人”教育的新

成果展示，线上同步进行直播。来自浙江省、福建省、北京市、

江西省、陕西省、吉林省等 14 个省（直辖市）近 400 余

人参会。

6 月，在“中国好老师”网络平台发起“六一大舞台”

活动，近百所学校参与并投稿，晒出了自己学校独特的创

意与精彩视频，传递“六一”的快乐。各基地校借此契机

在平台上分享育人的实践经验，让参与平台活动的老师们

受益匪浅、赞不绝口。

“中国好老师”网络平台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学校和

教师的优秀育人经验，为教师、学校及各类教育共同体提

供同伴学习、专家交流等活动提供支持，让“公益行动”

覆盖得更广，传播得更及时，影响得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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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在于一域一校、一技一术，心怀天下

者方可成大器。一所学校再优秀，面对国家之教

育、民族之教育显得渺小和卑微。好老师好校长

共举公益大旗，行踏实之风气，筑梦大众教育指

日可待。

          ——青海省西宁第七中学  朱永才校长

“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将一个个热爱

教育的学校和老师链接起来，给了我们彼此认识、

交流和相互学习的机会，让我们一群人可以手牵

手在教育的路上走得更远更坚实。衷心感谢“中

国好老师”项目带给我们彼此的温暖与力量！

         ——四川省成都市实验小学  夏英书记

世间万物，都是相遇，就像“冷与暖相遇，

就有了雨；天与地相遇，就有了永恒”一样，因

为我们与“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相遇，所以也

就有了更多的收获。去年，在项目组的关心下，

我们与北师大教授、校园文化建设专家张东姣在

盐城相遇，就校园文化建设进行了深度探讨，收

获良多。今年，我校又与全市各县区级基地校相

遇，就课程建设各抒己见，共享成果⋯⋯我真诚

期待每一次与“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的相遇。

——江苏盐城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  秦岭副校长

“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将一个个热爱教育

的学校和老师链接起来，给了我们彼此认识、交

流和相互学习的机会，让我们一群人可以手牵手

在教育的路上走得更远更坚实。衷心感谢“中国

好老师”项目带给我们彼此的温暖与力量！

                  ——四川省成都市实验小学  夏英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