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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丽中国支教项目介绍 

 
1. 项目主体 

    美丽中国支教项目成立于2008年，目前是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下设的教育非营利项目。其宗

旨是培养青年社会责任感，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青年交流。 

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是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立德未来以“促进中国农

村教育发展、打造专业农村教育体系、培养青年社会责任感、输出教育领域优质人才”为服务宗旨，经过

多年在农村一线教育的积累和实践，形成以美丽中国项目为核心，美丽小学、教育均衡发展示范区、中国

农村教育研究中心等创新项目共同发展的项目矩阵。 

2. 项目愿景 

美丽中国的愿景是，让所有的中国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 

3. 项目模式 

美丽中国是支教项目，但不只是支教项目。项目通过“两年轮换制”，输送多批项目老师进行两年长

期服务，实现一岗多人，为教育资源匮乏地区提供持续稳定的师资力量；同时，两年项目体验，加以专业

的培训支持，让项目老师经历扎实的基层教学实践，使提供优质教育、促进青年成长成为可能，为中国教

育的均衡化发展积累大批未来人才。 

 

二 美丽中国项目老师派遣模式 

 
1. 以“美丽中国班”包班模式派遣 

1） 包班派遣模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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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项目老师以两年轮换制为基础，在小学阶段六年、初中阶段三年中，始终担任同一个班级的

班主任和主要科目科任老师（其他科目可由经过班主任认可的当地老师担任），持续教授同一批学生的项

目派遣模式。 

2） 包班派遣模式要求 

 小学阶段六年（可根据地区实际情况，从三年级开始带起，一直到六年级），初中阶段三年中，

必须是同一批学生，同一个班级，不能出现学生被重新分班的情况； 

 必须由美丽中国项目老师担任班主任，且必须由美丽中国项目老师教授该班级的主要科目； 

 小学阶段至少两位美丽中国项目老师搭班，初中阶段至少 3 位美丽中国项目老师搭班； 

 可由当地老师与美丽中国项目老师配合，教授美丽中国班。搭班的当地老师需要心态开放，学

习能力强，认同美丽中国项目理念，且经过美丽中国班班主任的认可。 

2. 以学科派遣模式派遣 

1） 学科派遣模式定义 

美丽中国向同一片区内项目学校派遣教授同一学科的项目老师，例如英语学科、科学学科等片区内师

资严重缺乏的学科，并通过对当地教师的培训、联合教学等方式，发挥学科优势，逐步培养当地该学科师

资的派遣模式。 

2） 学科派遣模式要求 

 必须选择当地缺乏某一学科师资，且较长时间内无法自行解决的片区进行学科派遣； 

 双方应在派遣之初，即有明确的合作年限预期，在三至五年内，通过美丽中国提供的对当地教

师的培训、联合教学等方式，逐步培养当地该学科师资； 

 学科派遣模式应该向包班派遣模式转化。 

3. 其他派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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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以上两种派遣模式的其他项目老师派遣模式。随着美丽中国项目的发展，项目模型的优化，其

他派遣模式比例逐年降低。 

 

三 美丽中国项目老师管理、支持与培训模式说明 

 
1. 项目老师培训与支持 

为了保证项目老师教育教学工作质量，美丽中国为项目老师提供持续的培训与支持。具体培训内容包

括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基础、教师行为规范、基本教学法、学科教学法以及综合能力拓展等内容。 

1） 线下培训：每年 7 月上旬，项目老师入职后，美丽中国将为他们提供为期 6 周的入职培训，并在

其后的两年间，以每学期两次的频率开展八次中期培训。 

2） 线上培训：美丽中国建立了完善的线上教师资源库，项目老师能够根据自己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和

美丽中国要求，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线上学习，提高教学水平。 

3） 其他培训与支持：美丽中国项目主管每学期至少两次拜访项目学校，了解项目老师教学和其他工

作表现，并为项目老师提供教学反馈。同时，美丽中国为每一所项目合作学校提供录音录像设备，

以求能够对项目老师的课堂进行直播或录播，便于外部专家或教师进行课堂点评和教学反馈。 

2. 项目老师管理 

美丽中国项目与合作学校共同管理项目老师。项目老师应该同时遵守学校和项目管理规定。 

1） 美丽中国项目管理部门。项目运营部统一管理美丽中国支教项目，确定项目老师职责、管理与支

持体系等。 

项目运营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东里8号 中海广场写字楼中楼10层 美丽中国办公室项目运营

部 

项目运营部电话：010-6501 5421转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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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老师手册。美丽中国对项目老师各项在职行为有明确的规定，包含考勤与请假、法务与合规、

资源使用等，详见《美丽中国项目老师手册》。 

3） 电子管理平台。美丽中国搭建了完善的项目老师电子管理平台。项目老师应该按照管理规定，通

过电子平台记录课时，提交并完善教学资料等。项目老师在校期间表现情况也将记录在电子管理

平台中。 

4） 项目主管直线管理和定期访校。美丽中国在每个合作区县都配有一位直线项目主管，每位项目主

管将直接管理区县内的 20 名左右项目老师。项目主管将每学期至少两次拜访项目学校，与校方

主要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项目老师表现情况，并在有需要时配合学校共同解决项目老师管理问

题。 

 

四 美丽中国选择合作学校的原则与标准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精准派遣项目老师，满足学校对于优质教师资源的需求，美

丽中国项目制定了以下择校要求。择校要求随着项目开展可能逐年有所微调。 

1. 学校分布要求 

考虑项目管理成本和项目老师影响力发挥程度，美丽中国项目希望项目合作学校分布集中、成片。项

目优先与小规模片区（乡镇级行政单位）合作，以“同一片区内，至少两所合作学校，最好为一所初中，

一所小学，至少派遣8位项目老师”的“128”模型开展合作。同一片区合作学校应该尽量集中，且相互之

间公共交通便利。 

2. 学校类型要求 

美丽中国项目主要与初中和小学合作。学校类型主要分为村级及以下的学校和乡镇中心校两种，并有

极少数城区学校。项目在择校过程中，优先选择小规模村级及村级以下学校（仅限初中和小学）。 

3. 学校师资情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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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师生比低于国家标准，教师数量不足。美丽中国项目优先满足师资严重匮乏的学校。项目合

作学校师生比应低于或持平于国家规定的师生比（初中 1:14，小学 1:19）或班师比（1:2，学校

规模小于 200 人即使用班师比）。 

2） 需要说明的是，学校只承担学校行政工作或后勤工作的教职工不计入教师数。 

3） 学校存在结构性师资短缺问题。美丽中国项目了解到，一些农村学校的教师数量能够达到国家标

准，但师资结构存在问题。例如，教师老龄化严重，全日制本科师范专业老师缺乏，，某一学科老

师缺乏等。这些学校也是美丽中国可能的合作对象。 

4） 学校存在周期性师资短缺问题。除以上提到的，存在师资数量不足和师资结构不合理两大类问题

的学校外，美丽中国项目亦可能向由于当地教师频繁离职、产假等原因，长期存在相对需求的学

校派遣项目老师，缓解学校师资压力。 

4. 学校硬件设施要求 

为了保障项目老师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需要，美丽中国项目合作学校在硬件设施方面应达到如下标

准。 

1） 住宿条件。学校能为项目老师提供校内宿舍（单人单间尤佳），宿舍需要提供免费水电。 

2） 餐饮条件。学校能提供教师食堂或厨房。如需项目老师自己做饭，学校附近需要能够方便地购买

新鲜食材。 

3） 洗浴条件。学校内部或附近有浴室（私人或公共浴室），能够比较稳定地供应热水。 

4） 网络条件。学校能够提供网络，保证项目老师能够借助网络资源接受美丽中国提供的线上培训，

获得教学资源等。 

5. 学校安全与医疗条件要求 

1） 当地治安条件良好，校园安全有保障。当地社区治安条件良好，对外来人员接纳程度高、态度友

善；学校附近有派出所等公安机关；学校有围墙、门卫、门禁等安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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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地医疗条件能够保障项目老师就医需求。学校内部有医务室，或学校附近有卫生院或医院，使

得项目老师在突发疾病的情况下，能够就近应急处理，且在二至三小时内到达最近的二级及二级

以上医院就诊。 

6. 其他要求 

美丽中国作为一个公益项目，其影响力的发挥离不开当地合作伙伴的支持。项目希望学校能够提供以

下支持。 

1） 合作学校能够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在项目老师入校前，保障住宿餐饮等后勤条件。 

2） 合作学校能够保障项目老师人身安全。 

3） 合作学校能够配合美丽中国对项目老师要求，合理安排项目老师课时数、所教授科目与学段等，

并能每年度提前确定项目老师未来教授的科目与学段。在对美丽中国项目老师工作安排发生变更

时，要提前获得美丽中国地方项目主管同意。 

4） 合作学校赞同并尊重美丽中国教师管理制度，并配合美丽中国对项目老师进行在校管理。美丽中

国对项目老师的规定摘要如下。以下规定详见《美丽中国项目老师手册》。 

学生保护制度：美丽中国对体罚实行“零容忍”制度，严禁项目老师以任何形式对学生进行体罚，

侵害学生人身权利。合作学校应该配合美丽中国项目，对项目老师在校期间行为进行规范、监督

和指导。一旦发生体罚行为，视情节轻重采取不同措施，情节严重的将对项目老师进行劝退处理，

最高可追究项目老师刑事责任。 

项目老师考勤制度：为了有效监督项目老师在校工作表现，同时保障项目老师人身安全，美丽中

国将与合作学校共同管理项目老师考勤。项目老师因事需请假离校时，应先取得合作学校同意，

合理安排好教学和其他工作，后在美丽中国电子管理平台中向项目主管提出书面申请，获批后方

可休假或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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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作学校主要领导的教育理念与美丽中国相符。具体表现为，支持项目老师尝试开展课外项目，

安排当地指导老师帮助项目老师快速适应学校教学工作，提高教学水平等。 

6） 配合美丽中国培训等活动。为了提高项目老师教学水平，美丽中国每学期两次举办中期培训，为

项目老师提供教学和综合能力发展等方面的培训。合作学校应该支持美丽中国开展培训活动，合

理调整项目老师在校工作，保证项目老师参与培训活动。 

 

五 美丽中国项目择校与派遣流程 

 
每学年美丽中国项目将按如下流程确定合作学校并派遣项目老师。以下流程根据各地区实际合作模式

可能有微调。 

1. 地区合作意向确认和协议签署 

每学年初，美丽中国项目开始与有意向合作的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进行洽谈，确定地区派遣项目老师的

预计人数、费用归属、合作年限、其他合作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并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签署正式的合

作协议。 

2. 学校需求采集 

合作协议签署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配合美丽中国项目，将项目宣传介绍、择校标准、学校需求采

集表等资料发放到潜在合作学校。有合作意向且符合择校标准的学校应在规定时间内，将学校需求采集表

反馈给教育主管部门。 

3. 学校实地考察 

经过项目主管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初步筛选后，美丽中国项目将对拟合作的学校进行实地考察，具体

了解学校的硬件与软件条件，确认合作意向。 

4. 确定地区派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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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月下旬，根据学校需求采集和学校实地考察结果，征得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后，美丽中国项目

将出具具体派遣方案，包括将派遣项目老师的学校名单，及派遣项目老师的人数、科目预计等。 

5. 校长活动日和三方行为准则的签署 

每年8月中下旬，美丽中国将组织所有合作学校校长或其他校方主要负责人开展校长活动日。在校长活

动日上，具体介绍项目管理规定、项目老师工作安排要求等内容。同时，美丽中国将组织开展团队建设活

动，帮助项目老师与学校建立初步工作关系。 

校长活动日当天，美丽中国、合作学校和项目老师将共同签订《三方行为准则》，进一步落实三方的

责任与义务。 

校长活动日后，项目老师正常入校，开始教学和其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