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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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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教育资源的均衡
化发展积累大批未来人才。

美丽中国已累计为教育资源匮乏地区
的 220 所中小学，输送了超过 1,000
名项目老师，累计授课1,140,000节，
影响着超过 330,000 人次的学生。

美丽中国支教项目（以下简称“美丽
中国”）成立于 2008 年，是北京立
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立
德未来”）下设的教育非营利项目。
 
美丽中国项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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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超过 

1.62 亿 

儿童生活在农村地区，
并且得不到足够的 

教育资源



4 项目模式

让所有中国孩子
无论出身
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

美丽中国的愿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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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模式

项目课堂 社区影响

支撑点：日常教学管理体系，教学
项目，课外项目，社区影响力项目

优质老师 教育人才

支撑点：招募选拔模型和方法，暑
期培训 , 教师培训发展会 , 职业支持
培训 , 校友社区网络及长期支持

教育研究 模式创新

支撑点：云南大学 - 美丽中国教育
研究中心；教育均衡发展示范区；
美丽小学

将优秀的教师输送到教育资
源匮乏的地区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模式输出发展为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
而长期奋斗的青年人

项目模式

招募和选拔
美丽中国通过层层选拔，招募具有高综合素质、克服困难的能力以及良好沟通能力的中国优秀青年成为

项目老师。

培训
美丽中国通过暑期培训，帮助项目老师完成从毕业生到合格教师的改变。培训内容涉及教学方法、课堂管理

类方法、目标设置、当地现状等多个方面，并通过实际授课、点评反馈巩固教学能力。

安置
在与当地教育局等政府部门合作的基础上，项目老师将会被分派到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进行为期两年的教学

工作。每所项目学校配备 2 位以上项目老师，共同应对挑战。

美丽中国的项目主管们，对项目老师开展长期且专业的教学支持工作。通过召开教师培训发展会，与老师们
探讨和解决教学中的挑战分享教学经验，实现学生的学术成就，学习动力和逻辑思辨能力的成长。

支持

项目老师在教室的两年仅仅是他们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的开端，长远来看，我们会支持项目老师成为各领域
的骨干力量，并通过共同努力解决教育资源不均的问题。

长期影响力

影响力模式

运作模式

输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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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
募
和
选
拔 

6 美丽中国项目运作流程

苏日娅： 
选择支教 
和志同道合的青年
一起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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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开始接触美丽中国时充满兴奋
和好奇，学长学姐给予了细致全
面的介绍，面试时工作人员耐心
引导；试讲时对实战教学思路的
探索；从独自思考，到遇到热情
的同行者……美丽中国帮助我挖
掘了自己的潜力和责任感，期待
和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描绘
乡村孩子们的未来！

—— 苏日娅

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专业

2016-2018 届项目老师

7美丽中国项目运作流程

美丽中国通过层层选拔，招募具有高综合素质、克服困难的能力以及良好沟通
能力的中国优秀青年成为项目老师。

我们的招募对象范围广阔，2015-2016 学年项目老师申请为例，他们：

80% 应届毕业生 20% 年轻白领 10% 有留学背景

招募项目老师最多的学校：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

从超过 3500 个申请者中选拔出来；录取比例在 10%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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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霭伦

毕业于中山大学

2014-2016 届项目老师

曾支教于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东二小学

"

"

接到美丽中国 offer 那一刻，真
的担心非师范专业毕业的我，是
否能够成为一个好老师。入职前
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培训，入职后
频繁的教师培训发展会，两年来
项目主管的一对一支持和访校，
专业和密集的培训以及教学实践，
都让我离教育的本质更近，离孩
子们更近。在美丽中国支教的两
年，这样美好的相遇，将会改变
我的一生。

2
培
训
与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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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霭伦： 
密集培训 
从大学生到专业教师

9美丽中国项目运作流程

美丽中国通过暑期培训，帮助项目
老师完成从毕业生到合格教育者的
转变。培训内容涉及教学方法、课
堂管理类方法、目标设置、当地现
状等多个方面，并通过实习试讲，
巩固项目老师的教学能力。

严格的入职培训

支教期间持续支持

进入项目学校之后，由专业团队持
续提供两年不间断的支持，包括每
人配置项目主管、两月一次的集中
培训。美丽中国的项目主管们，对
项目老师开展长期且专业的教学支
持工作。

长期职业发展培训

通过召开教师培训发展会，与老师
们探讨和解决课堂中的挑战，分享
经验等途径，实现学生的学术成就、
学习动力和思辨能力的成长。

支教期间持续支持，具体来说包括：

内外部的
教学支持

项目主管主动
寻求各种资
源，以此为基
础指导项目老
师教学；更重
要的是，项目
老师能够充分
发挥主动性，
进行教学创新
和资源共享 

团队
氛围融洽

项目主管将组
建一个互相学
习的，互助的
高效团队 

个人
发展支持

项目主管激励
项目老师不断
充实与发展自
身能力；通过
实践学习；对
项目老师职业
规划给出专业
的意见

其他

激励项目老师
积极开展项目
实践 , 通过做
事来学习 ; 对
项目老师各种
项目提出建议
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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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殷铭泽

毕业于美国迈阿密大学

2014-2016 届项目老师

曾支教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浮滨镇上社小学

"

"

刚到支教学校的时候，恨不得把
每一分钟都扑在学生身上，但与
学生接触的时间越长，就越发现
这种方式收效甚微，其实家庭教
育的缺失才是滋生问题的温床，
我们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家访工作，
与学生父母交流，也传达了我们
希望家长和学校一起配合教育学
生的想法。慢慢地，有的家长开
始每晚关心孩子作业并会签字，
有的家长会支持鼓励孩子参加学
校活动，有的家长常常会主动联
系我了解孩子的近况等。这些改
变虽微小又缓慢，但这积极地影
响必将更好地促进他们的学习和
成长。

课
堂
和
社
区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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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铭泽： 
从学校到社区 
见证学生每一天的改变

11美丽中国项目运作流程

课堂内

在 2015-2016 学年中，项目老师带
领学生在学习成绩上取得了显著进
步：

课堂外

美丽中国项目老师发起项目，为
学生和社区带来突破性发展：在
2015-2016 学年中，90.4% 的项目
老师开展了自主项目。据不完全统
计，项目老师自主项目直接影响学
生 54,258 人次。

两年中实现学生和社区在教育上的突破性发展。

61% 的班级在重大考试
中的平均分获得提高61%

60% 的班级在重大考试
中的及格率获得提高60%

67%
67% 以上的班级在美丽
中国项目老师的带领下
成为所在年级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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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嘉

2012-2015 年

曾支教于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栗树中学

现就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

支教过程中，花了很大的精力，
一步步引导学生对知识的兴趣，
引导他们树立良好的习惯和健全
的人格，而改变也在悄然发生着。
我相信自己能做一个更好的老师，
所以后来主动申请了支教三年。
这几年的支教经历和思考，也让
我找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支教
结束之后，我选择进入教育部工
作，希望继续为中国教育资源的
均衡化，做一名改变者，产生一
丝火热，温暖一些人。

长
期
影
响
力

12 美丽中国项目运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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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嘉：
从美丽中国到教育部 
不忘初心

13美丽中国项目运作流程

 投身教育领域工作。如：北京四中、北京顺义国际学校、美丽小学等。

33%
培养有能力并且终身致力于推动中
国教育突破性发展的人才。

项目老师在教室的两年仅仅是他们
对学生们产生深远影响的开端，
2 年支教经验里的挑战也极大地磨
砺了他们，使得他们克服困难的能
力、沟通能力、影响力、创造力等
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两年的时间，
让这些优秀的项目老师们对中国的
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有了深入的了
解，建立了他们对学生发展和教育
事业的强烈热情和信念。当前 579
位往届项目老师中：

从事商业类工作。如：阿里巴巴、高盛银行、软银赛福、强生集团、

埃森哲、德勤、普华永道、平安集团等。26%

从事公益及政府类非营利组织。如：教育部、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美丽中国等。25%

继续到高校深造。如：北京大学、香港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

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10%

加入自主创业领域。如：VIPKID、爱乐奇、洋葱数学、一起作业网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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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立德未来积累了农村一线教育的实践经验，同时不断以突破性思维
摸索解决农村教育问题、培养青年领导力、促进公益事业发展、产生更广泛
社会影响力的业务模式，通过独创性的云南大学-美丽中国农村教育研究中心、
教育均衡发展示范区、美丽小学，输出美丽中国支教项目的教学实践和经验，
努力为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探索出可复制的模式和标准，同时为美丽中国
提供实践和理论支持。

“云南大学 - 美丽中国农村教育研究中心”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在昆明揭牌成立。

“中心”的成立是服务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战略需求、推动教育均衡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承载
着美丽中国和云南大学对教育的期望。

“中心”立足云南，依托云南大学的科研优势，以美丽中国项目地和项目学校作为研究基地开
展工作，旨在通过合作将“中心”共同建设成为集人才培训、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决策咨询
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共同致力于云南地区农村教师培训，推动农村教育问题研究，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长期从事农村地区教育教学、管理、研究方面优秀人才，推动实现农村儿
童“公平—优质”教育，为云南乃至国家农村教育改革及发展提供决策研究和智力支持。

云南大学 -美丽中国农村教育研究中心

美丽中国项目运作流程

专业支持

示范区成立以来，激发了当地老师的活力，在教育教学和管理上为学区带来
了新的理念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开阔了学校管理人员的眼界、拓宽了思考教
育问题的思路。

张智
云南楚雄东瓜镇中心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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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云南支教 , 之后加入美丽中国工作 , 如今有幸参与美丽小学的创办 , 和志同
道合的前辈和伙伴一起探索乡村办学的新标准 , 惠及更多农村学生 , 这无疑是最让人兴奋、最
有成就感的事情。

王珂
美丽小学校长
2010-2012 届项目老师

分众传媒作为美丽
中国官方顶级赞助
企业及合作伙伴，
支持分众美丽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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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均衡发展示范区和美丽小学 

在学区范围内形成整体、均衡、共享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并将经验和
模式复制推广至更多地区，全面加快乡村教育的改善进程，实现让每一个

儿童都能享受公平 - 优质教育的目标。

普遍提升乡村学校管理
水平、全面提升小学校

教育教学质量

促进楚雄州教育均衡优
质的发展 - 优质的发展

努力为楚雄市乃至楚雄
州统筹城乡教育协调发
展提供可推广的教育教

学管理模式和经验

美丽中国项目与云南省楚雄州、市教育局合作

连片带动学区范围内的小学校，
包括村小、办学点和独立幼儿园的整体发展

以引进优质教师资源为
突破口

以乡镇中心学校为基地 以承办乡村“美丽小学”
为重点



16

吴春媛   

瑞声科技董事

刘泽彭

 立德未来基金会理事长 

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副部长，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在人们普遍讨论信仰缺失的今
天，我在这群80、90后身上看到了
希望，他们扛起一面旗帜，叫‘社会
责任感’。美丽中国相信教育不均可
以并且必须得到解决。所有的中国孩
子，无论出身，都应该获得同等的优
质教育。真心诚意地谢谢美丽中国对
我的帮助，你们是我学习的榜样，我
觉得美丽中国帮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和意义，我希望以后不要介绍我是什
么人，只说一句：我在美丽中国工作
过，就够了。

这些老师用自
己的学识和才华，
不仅教学生们学习
知识，更重要的是
教会学习的方法，
培养学习兴趣。几
个‘美丽中国’的
老师，就盘活了一
个学校！‘美丽中
国’，改变的不仅
仅是学生，更是老
师。在所有的公益
事业中，孩子的公
益是最有价值的。

项目评价

项目评价

江南春

分众传媒董事局主席

凡是在美丽中国支教的老师，我们
都欢迎他们来分众传媒工作。因为他
们具有正直的价值观。这样一种人才
流动，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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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庆晓

美丽中国理事

泓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

有人曾经跟我说，在美丽中国北京总部的办公大楼里，最后熄灭
的一盏灯，永远是美丽中国的。这里活跃着美丽中国的年轻的工作人
员，他们的项目团队、招募团队、募资与传播团队以及运营团队，有
着世界一流的工作效率，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曾问过美丽中国
的支教老师和工作人员：为什么？为什么在全中国人民都沉浸在经商
的热浪中，你们却放弃了更高的收入，选择这样的付出？每个人的回
道，都是不同的，但是我想他们的初衷是一样的：为了更多孩子能受
到更好的教育。

陈一丹

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基金会发起人

美丽中国选拔优秀的年轻人融入乡
村支教两年，他们对乡村支教的整套
体系是很专业的，只有越专业，公益
才会越走越好。

敬一丹

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我是‘美丽中
国’的资深志愿
者。为什么会参与
其中，是因为我认
为老师最可贵的是
眼睛里有未来。正
因为这样，我们的
老师都显得特别可
爱、特别单纯，这
种单纯是特别纯净
的、执着的、可贵
的。所以我就特别
想要了解他们，和
他们一起，做一件
面对未来的事。

我们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要让能
在天上飞的飞上天，愿在水中游的水
中游，爱在地上跑的在地上跑。我们
要发掘孩子们的潜力，让他们找到自
己。美丽中国的项目老师们很平等地
对待班上所有的学生，相信每个孩子
都有潜力。

方壮隆

广东省汕头市朝阳区河陇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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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大理、临沧、保山、楚雄、昆明

广东省：

汕头、潮州、梅州、河源、韶关

甘肃省：

陇南

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南宁

福建省：

三明

扫描二维码
观看美丽中国公益片

项目影响力

1,000+  
老师

 1,140,000
节累计授课

 330,000
学生人次受益

 220+
中小学课堂

9  

年

项目影响力



19

2016 年 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荣获第五届中国公
益节的“2015 年度公益组织奖”。

2015 年

《姜文公益片 : 美丽中国梦》荣获“2015 首届中
国微公益电影节”公益特别行动奖。

《姜文公益片 : 美丽中国梦》荣获“2015 安平 --
北大公益传播奖音视频奖”之入围奖。

CCTV“感动中国 2014 年度人物”评选，美丽中
国作为唯一的公益项目入围。

2014 年

美 丽 中 国 项 目 老 师 短 片《 最 美 支 教 老 师》 获
Vcare 中国公益映像十佳公益短片。

美丽中国公益项目荣获“2014 安平中国 -- 北大
公益传播奖”之入围奖。

凤凰卫视拍摄制作的美丽中国专题片《时事特区，
教育行动》获第 49 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调查
报导 / 新闻纪录片”类银牌。

2013 年

过往荣誉

过
往
荣
誉

美丽中国荣获由民政部主办的第九届“中华慈善
奖”最具影响力公益项目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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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 月 11 日，云南大学 - 美丽中国
农村教育研究中心在云南大学正式
成立。

9 月 9 日，云南楚雄州东瓜镇分众
美丽小学 ( 原兴隆完小 ) 举行开学
典礼。

2015
年初，美丽中国做出战略转型，转
型为一个全面招募和支持中国青年
的非营利项目，7 月 2015-2016 届
188 名项目老师抵达暑期培训。

美丽中国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商学
院宋继文教授团队的支持，重新定
义了美丽中国项目老师选拔系统。

10 月中旬，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宋平和夫人在家中接见了美丽中
国项目老师和员工代表。

2014
美丽中国理事会全票选举刘泽彭先
生成为理事长。刘理事长曾历任中
共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副部长，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和第十一
届全国政协常委。 

美丽中国项目落户“北京立德未来
助学公益基金会”，成为由该基金
会管理和运作的项目。

美丽中国与清华大学团委正式签署
《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实习长期
合作项目备忘录》。

在全国第四届志愿服务展示交流会
上，美丽中国与广东青年志愿者联
合会签署《共青团山区计划 - 美丽
中国支教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著名导演姜文老师为美丽中国倾力
打造宣传片《美丽中国梦》。

项目大事记

年

项目大事记

2017
4 月， 立德未来、美丽中国、美丽
小学品牌焕新、Logo 及视觉系统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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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美丽中国正式开启了第一届项目。
首届 20 名项目老师前往云南省大
理州鹤庆县支教。

美丽中国项目成立第一次宣讲会在
中山大学举行，现场有 40 多位同
学参加，最终有 4 位中山学子申
请并加入了美丽中国 2009 年项目。

2008
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在云南诞生。

2010
美丽中国在云南省民政厅注册成民
办非企业。

首届美丽中国项目时长 1 年，到
2010 年，为了让有经验的老师更
大的发挥其影响力，美丽中国重新
设计将项目延长至 2 年。

2010 年夏，美丽中国推出了专业
的 4 周暑期入职培训，其中涵盖：
教学基础培训、试讲、和深入了解
当地的“校长周”，整个暑期培训
项目简称为“暑期学院”。

2013
美丽中国项目从当时的“中国教育
行动”项目更名回“美丽中国”。

10 月美丽中国与发展国际交流论
坛在云南保山召开，来自全球超过
200 位教育专家齐聚论坛。

美丽中国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签订合
作备忘录。

2011
美丽中国项目更名为“中国教育行
动”项目。

美丽中国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建
立正式合作关系，建立美丽中国专
项基金账户。

2012
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刘芳在走访了
美丽中国项目学校后，在《时事特
区》节目中播出纪录片分享美丽中
国的故事，该纪录片后获得芝加哥
电影节纪录片类银奖。

项目大事记



22 支持者和理事会

支持者和理事会

资金类合作伙伴

非资金类合作伙伴

政府合作伙伴

云南省教育厅

甘肃省陇南市教育局

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福建省教育厅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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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未来基金会理事会

刘泽彭 先生  理事长 
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副部长

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全国政协常委

欧力飞 先生 副理事长

蓝池投资集团管理合伙人

蔡金青 女士 

佳士得中国区主席 

陈玉佳 女士

分众传媒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方泰德 博士

前汉基国际学校校长

霍焱 先生

卡普拉投资管理公司管理合伙人兼首

席投资官

楼云立 女士

麦顿投资董事总经理兼创始合伙人

刘红宇 女士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Tamiko M. Lippit 女士
阅读之家亚太区募资委员会创始人

邵庆晓 女士

泓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

吴春媛 女士

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雍景欣 女士

前摩根斯坦利私人财富管理部门执行董事

Lisa Schwartz 女士

企业家、慈善家 

潘勋卓 先生

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创始人兼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支持者和理事会 23

张东梅 女士

前高盛集团 (亚洲 )政府关系部执行董事

郝荃 女士 监事
前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兼中国大客户主管

陈晓芳 女士

深圳市盈投置地有限公司总裁

卢映华 女士

北大山水环保公益组织理事

张彤 女士
北京顺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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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我们

申请流程

官网地址：http://www.meilizhongguo.org/

扫一扫进入网申页面

申请要求

•7 月之前拿到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
• 思维敏捷、富于创造性和积极的学习态度
• 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有主动性和上进心，能承担压力
• 优秀的沟通、交流、影响和带领他人前进的能力
• 优秀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解决具有挑战
性的问题充满激情

培训      定期提供教学和职业发展培训

保险      为项目老师购买商业保险

住宿      由当地学校提供

津贴      基本生活津贴及特别津贴

假期      与中小学学制平行

项目待遇

申请成为项目老师

支持我们

网上 
申请

参加
面试

签订
协议

入职
准备

暑期
培训

在美丽中国两年的项目中，你将：

• 通过教育影响和改变一批孩子的未来
• 和一群独特的人共同拥有一段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
• 在极具挑战的环境中收获成长
• 在长期影响力部门的帮助下明确职业发展路径，提升职业素养
• 成为有能力且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均衡化发展的未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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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美丽中国的捐赠，将帮助乡村地区的孩子们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我
们将为捐赠者开具“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捐赠票据具备公益性捐赠
税前抵扣资格。按照相关税务规定，可抵扣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

所有善款将用以支持以下 2 个方面： 
• 招募优秀的项目老师；
• 培训并支持其在中国教育资源匮乏的乡村地区任教。

申请成为捐款人

微信扫一扫进入捐赠页面    

更多信息请联系：donate@tfchina.org

支持我们 25

直接捐款给美丽中国

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是国家民政部门许可的，具有非公募资
格的基金会。基金会收到您的捐款后，会尽快为您开具“公益事业捐
赠统一票据”。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外大街支行
开户名称：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
银行账号：1109 1089 8110 801

您有如下方式为美丽中国捐款。

腾讯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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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  @ 美丽中国

marketing@tfchina.org

www.meilizhonggu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