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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云 南 省 楚 雄 州 、 市 教 育 局 委 托 ， 第 一 所 美 丽 小 学 于

2016年9月开学。第一所美丽小学，从无到有，意义重大，是

整个立德未来在专业教育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相信也将

会在中国农村教育创新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美丽小学管

理团队和教师都由立德未来基金会派驻，教师都由往届校友担

任，秉承“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的办学理念，希望学生

能理解生活和学习的融通，并成长为终身学习者。

从无到有 探索创新



办学思路：

美丽小学致力于探索农村“校园生态”新标准，营造一个健康、安全、有尊严的校园，培养孩子们安全、健

康、积极的学习生活习惯和心态，让每个学生都能拥有美丽的童年。

2016年暑假期间，创校团队对校园进行了较大的改造：修建新操场、修建浴室、粉刷教学楼、查修电路、

新设净水设施、增加校园绿化、购置各类教学及生活物资，以便学生在八月底报到时就能有更加健康、安全、有

尊严的生活学习环境。

在硬件设施日益完善的同时，软件方面的建设也紧跟步伐。团队全面排查了所有安全隐患，建立了一系列安

全规章制度、应急预案、卫生消毒方案，并在日常不断强化、优化。同时，也花了大力气培养学生的健康安全习

惯，如安全常识培训、定期晒被子、饭前便后洗手、定期洗澡、午休等。此外，团队还在不断优化食堂菜谱，希

望能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同时，提供更美味多样的饭菜。

探索“校园生态”新标准

学校深知家庭教育至关重要，从一开始就重视与家庭、社区的互动。暑假期间，校领导便拜访了村委会书记，开学第一个

月便召开家长会，与社区建立初步信任关系。随后，又通过家校联系手册、家访等形式，持续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与合作。

2016年9月30日，美丽小学举行了开学以来第一次家

长会，美丽小学团队首次在全体家长面前亮相。王珂校长代

表美丽小学团队向家长们介绍美丽小学的办学愿景和办学理

念，让家长们感受到了团队的诚意，并意识到在兴隆村开办

美丽小学的价值与意义。随后，教学主任、学生工作主任及

各班主任有针对性的对学校的各项事务与家长们做了沟通。

这次家长会，学校与家长们初步建立了信任关系，正式拉开

了家校沟通、家校合作的序幕。

推行“家校合作”新模式

为了让家长感受学校日常，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和教师

工作状态，2016年11月15日至17日，美丽小学进行了为

期三天的家长开放日活动。开放日期间，家长走进校园参

观，走进课堂听课，走进科学实验室、美术教室与孩子一

起完成亲子活动。同时，通过与老师们的座谈给予学校诸

多肯定，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学生本位 家校互融

举行首次美丽小学家长会

举行首次家长开放日活动



诠释一所学校的办学理念与对学生期望的就是这所学校的作息制度。它反应了学校工作目标的优先排序，是全校价值观

和教育思想的直接体现。

在学校暑假筹备阶段，团队对目前国内外小学不同的作息安排方式进行了梳理，结合小学阶段学生身体和认知发育的特

点及我们对学生和老师的成长目标，列出了美丽小学希望通过作息制度解决的几大问题，其中包括：保证学生每天十小时睡

眠时间、保证学生每天体育锻炼的“阳光一小时”、给予学生每天集体议事和自我管理的时间、缩短每天授课型教学时间、

缩短每节课的课时等。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先后两版的作息制度，并持续探索和调整。

实践“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新思路

为促进学校与家长的沟通，美丽小学开始尝试使用家校联系手册，每周更新学校发生的大事，还会在手册中跟家长明确

学生的周末作业是什么，班主任会跟家长留言说一说孩子一周的表现。

学校是老师和学生共同学习和成长的空间，健康的校

园文化应该是由学生和教师共同创造的。团队提出了“文

化与教研不分家”的实验方向，具体做法是每月设计全校

性的月度主题活动，并将该主题与不同年级的科目教学及

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相结合。

在这一设计思路下，学校结合当月的季节、节日等时

令特点，将十月份的主题设定为“家乡”，十一月的主题

设定为“感谢”，十二月的主题设定为“这一年”，并根

据月度的主题，分别设计了一系列结合不同科目教学内容

的全校性主题活动。如在十月份“家乡”主题月，不同班级

的语文和阅读课教师组织学生开展了针对汉字、传统文化等

的深入学习，并根据年级特点，举行了查字典、画象形文

字、古诗吟诵等主题活动。

制作首个家校联系手册

调整学校作息制度
契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开展月度主题教学
文化与教研融会贯通

在家校合作方面，除了开展以上几项工作之外，家访也是一项重要内容，老师们通过家访更深入地了解孩子日常生活状

况、家庭背景以及他们所在社区的情况。学校还建立了家长微信群，以便及时对家长发送信息。这项工作开展起来是比较艰

难的，很多家长从来没有使用过微信，现在，这个群已从最初的二十多位家长增长到八十多位家长，家长们开始在群里发起

一些有价值的讨论。

美丽小学会不断地努力创新，探索出一套适用于乡村学校开展家校合作工作的模式，为将来更多美丽小学的兴建与教学

开展提供参考性支持。



创校团队：

在小学期间尤其是低龄段，过于强调学科的分野会割裂学习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从而降低学习的趣味性和实用性。因

此，学校从一开始筹备阶段就定下了“让教和学回归生活”的教研工作努力方向，并将有助于实现学科融合的主题式教学和

项目式教学列为了课堂教学方法创新的重点。

在二年级的课堂中，除了以数学为主线的跨学科教学尝试外，乡村课堂中的主题式教学也得到了充分的实践检验。二年

级的主题式教学实验主要以音乐、科学和阅读这三个学科为主。在备课时，教师首先根据学校的月度主题或语文、数学课当

月的教学目标设定一个大的教学主题，然后根据这个主题，来分别确定音乐、科学和阅读这三个学科各自的教学目标，并通

过内容组织将三个学科的学习活动融汇成有机的整体。

打破不同学科分野
让教和学回归生活

专业优秀  追求创新

在美丽小学筹建过程中，有太多创建性质的工作。不论是学校规划与制度，还是具体课程活动创新设计，

都具有从无到有的开拓意义。一群有活力、有意愿、有能力的青年，是学校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南京大学毕业。两年支教项目结束后，一直留在美丽中国。

从参与设计、执行教师培训与支持工作，到之后多次参与统筹

云南教师培训、毕业典礼等大型活动。同时，也多次参与过市

场宣传、校园招募等跨部门工作。

七年里，对美丽中国和云南农村教育有越来越深的理解，熟悉

地区事务，对工作精益求精的同时不断追求创新。

分别于复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两年项目结束后，供职于美国某家族基金会，全局统筹其在西

安的公益项目：招聘、培训、运营、政府关系等等。

在美丽中国校友中，属于教研教学方面的佼佼者，有号召力。

华东师范大学毕业。

教书期间，与校方保持良好互动，针对班级设计的“学生激励

系统”日后成为美丽中国教师培训的经典案例。

主持大理巍山项目两年间，得到来自项目老师和当地政府的一

致好评。

加入美丽中国之前有多年HR与运营经验。

2014年秋加入临沧团队，之后两年间，统筹过云南大小活动

的运营工作。设计建立的多项制度成为日后运营活动标准。转

岗到美丽小学后，依然有地区同事前来就暑期培训筹备取经。

王 珂

校 长

2010-2012 临沧校友

前临沧项目主管、云南

教学总监

苏 岩

教学主任

2011-2013 临沧校友

参与多次教师培训

师旌议

学生工作主任

2011-2013 临沧校友

前大理项目主管

陈 玲

总务主任
前临沧运营主管

中山大学毕业。

离开美丽中国之后，就职于国际学校及非营利机构，对营地

教育、自然教育均有研究。

分别毕业于中山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在任职项目老师和项目主管期间，工作均得到各方好评。在

加入美丽小学之前，已是美丽中国教师教学培训的顶梁柱。

分别毕业于吉林大学和中山大学。

任教期间与当地校方、学生关系积极，结束项目后在其他

教育机构得到进一步锻炼与提高。

陆 翼
2011-2013 临沧校友

前保山项目主管

任 盼
2012-2014 临沧校友

前潮州项目主管

邱敉佳
2012-2014 临沧校友

前临沧项目主管

王 漩 2012-2014 临沧校友

程 哲 2012-2014 临沧校友

王海月 2014-2016 大理校友

分别毕业于湖南大学、湖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

任教期间的工作均获得来自其主管、校方和教育局的好评。

张 旋 2014-2016 楚雄校友

刘芝君 2014-2016 保山校友

王 倩 2014-2016 临沧校友

美丽小学老师的平均年龄之低、学历之高，在农村真是见不到。老师们工作

热情，理念先进。比如说美术教室，不是摆得整整齐齐，打扫得干干净净，那是

给别人看的。美丽小学的美术教室到处都是学生创作的痕迹，这才是创造艺术的

空间。

——张智

美丽小学创校团队总览

云南省楚雄市东瓜镇中心学校校长

No. 团队成员 简介过往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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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作为顶级赞助企业及合作伙伴，支持美丽小学的三年人力运营，数字化教学平台建设及内容开发，当地老师培

训及部分基础设施改造升级费用。

我希望与美丽中国共同发起以省为单位的乡村教师支援行

动，能将国外名校留学归来、国内名校培养的高素质人才输送到各

省，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学校去，提升中国乡村教育的软实力；也希

望这些人才的到来给当地学校带来互联网时代新的视野和学习方

式。分众与立德未来携手去开办分众美丽小学，作为乡村示范学

校，大胆尝试创新，构筑未来乡村教育的模板。

——江南春

感谢你们为孩子所做的一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环境的

改变，教学的改变，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教学环境，能够在学习中

成长，也在成长中学习。课堂上不会那么沉闷，老师和学生的互

动很好！

——李建琳

财务收支：
专款专用  透明合规

分众传媒董事局主席 美丽小学学生家长

教学活动及材料

学生工作（家校合作、安全等）

美丽小学教职员工薪酬

备注：

学生工作包括：家乡合作、安全教育、德育、大队工作

教学工作包括：教学活动及用具、教研活动及用具、教师培训

总务

2%

4%

77%

17%

美丽小学
支出构成

1，072，563.16

238，283.72

55，220.20

26，352.24

1,392,419.32

项目明细                                               支出金额                               占总支出百分比

美丽小学教职员工薪酬

总务

教学活动及材料

学生工作 (家校合作、安全等)

合计

77%

17%

4%

2%

100%

美丽小学支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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