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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作业 & 我的寒假不一样！

致敬女性 & 武汉妈妈抗疫记

2020年儿童节特刊



特殊时期，无法为项目

老师快递口罩等防护用

品，机构为每位老师发

放500元特殊补贴，用

于购买防护用品。

六一 | 最好的礼物是开学

让所有中国孩子，
无论出身 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

亲爱的捐赠人：

您好!

在经历了漫长等待之后，因疫情原因而推迟的

新学期终于来到！截止2020年6月1日，分布在云南、

广东、甘肃、广西、福建五个省区的近200所美丽

中国支教项目学校，基本上已全部开学复课。

今天，恰逢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迫不及待地

想跟您分享这份喜悦。我们相信，这来之不易的开

学，是给孩子们最好的节日礼物。

特殊津贴 心理支持 补助机制

盛心阳光为全体项目老师提供

6次免费的7*24小时心理咨询

服务。并针对通过问卷反馈出

现异常压力反应的老师（占比

13%）进行“电话主动呼出”。

疫情期间，如项目老师不

幸确诊。机构会为确诊老

师一次性发放5,000元困难

补助，并针对具体情况，

提供尽可能地协助。

疫情期间，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在确保项目正常运营的基础上，全力为项目老师提供保障服

务和支持，与大家共度难关。30多名身处湖北的项目老师及其家人，全体在岗项目老师,一切

安好。美丽中国支教项目老师（包含湖北籍老师）也在当地合作伙伴及项目主管的帮助下陆续

返回项目地，有序进行隔离、核酸检测等工作。

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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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中国孩子，
无论出身 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

福建三明 英语课堂

自4月23日，甘肃地区学校率先全面复课以来，各地学生陆续返回课堂。美丽中国项目

老师与当地学校老师一起，彻底进行校园消毒，为学生复课做好充足准备。通过以下图片，

我们可以深入项目地，看一看开学盛况。

开学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甘肃陇南 学生入校消毒测温

云南大理 学生排队洗手 云南大理 住宿生返校

广西百色 开学第一课 广东河源 回到图书室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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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 | 张弛：科技教育赋能乡村儿童(节选）

让所有中国孩子，
无论出身 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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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CCTV《公益之声》

张弛

◆ 美丽中国2018-2020届，90后支教项目老师

◆ 美丽中国和中国平安联合派遣支教于广西马山县加方乡大陆村小学

“我不是孤军奋战，还有很多同龄人在做长期支教，我们一层一层地叠上

去，给乡村孩子带去希望和出路。”

书信项目招募消息发布后得到了大量回应，通过张老师细心地筛选报名人信息，最终选定对象大多

来自各大高校的大学生。由于大陆村没有邮箱，张老师就和其他老师一道充当起了孩子们的信使，

定期接收及邮寄信件。

书信项目使孩子们心中慢慢滋生对“外面世界”的想象，越来越多孩子加入进来。有了“解忧人”

的开导，有的孩子变得乐观开朗；有的孩子上初中了还想保持通信；有的会把这种珍贵的友谊和兄

弟姐妹分享……

远方来信和未能发芽的种子

疫情未平息，开学迟迟未定，远在吉林家中的张弛老师分外牵挂7000里外支教学校的孩子们。大陆村

是国家级贫困村，村小学在一座山上。由于村里没有条件上直播课，加之六年级的升学压力比较大，

张老师每一天都迫切地盼望见到学生们。

经历了三个学期的努力，张老师班级的语文平均分从45分提高到如今的70多分。但张老师明白，这样

的进步还远远不够。经济落后导致教育缺位，教育落后导致出路的局限。为了破除这种现状，张老师

意识到：要想为沉寂的大山注入变化，就得先让孩子们和外面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

村里的孩子大多数留守儿童，张老师发现他们的内心普遍比较孤独，

渴望倾诉和表达。于是张老师和其他老师一起开展了“解忧杂货店”

书信项目：通过线上平台招募“解忧人”，组织学生与解忧人一对

一通信，这样既让孩子们有倾诉对象，也可以为他们开阔眼界。



新青年 | 张弛：科技教育赋能乡村儿童

让所有中国孩子，
无论出身 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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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CCTV《公益之声》

在国家均衡工作的帮助下，学校里的教学设备得到了很大改善，虽然硬件跟

上了，但最基础的师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但值得欣喜的是，外部力量的加

入正在为乡村教育带来长久而积极的影响：南宁市天桃学校派来了专业英语

老师；美丽中国和中国平安联合支教项目也为乡村学校注入了更多新鲜的血

液；中国平安村教工程为乡村学校的提供软硬件升级，借助“三村晖”APP

链接城市一线的教学资源到乡村，为课堂的教学带来了全新的可能。

一切正在变好，但张老师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他了解到美丽中国甘肃地区

支教老师邀请北美外教做线上英语教学，对孩子提升很大，便立刻着手引进

类似的教学项目；村里的孩子打字困难，张老师打算拿电脑室废弃的键盘到

课堂上教，让孩子们从熟悉键盘开始做起；张老师“解忧杂货店”的成功经

验，让他更加坚信陪伴的力量，他也致力于将自己的经验进行分享，为更多

的孩子们带来长久而积极的改变……张老师坚定地相信：孩子们“出村”已

经不再“只有一条小路”，他们可以走得更好、甚至更远。

➢ 7000余里“智援”山村，500多天扎根支教，砥砺教育脱贫，专注当

下，做好眼前每一件小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 张老师带孩子参加了

美丽中国南宁地区的

联合游学项目，看到

繁华的大都市，鳞次

栉比的高楼大厦这是

孩子们第一次感受与

村里的大山一样巍峨

高耸，但却比大山要

精彩有趣太多的景观。

他们还参观了中科院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看到孩子们对机械外

骨骼，对科技如此感

兴趣，张老师感到很

欣慰，也更有力量去

加以引导。

长期支教给他们未来无限可能

用科学素养课程改变他们

更多精彩在原文

“我们班有两个学生，三年级才转入，五年级下学期了还是不太认字，和

其他孩子有差距，特别自卑，甚至都不敢抬头看老师。”张老师回忆起两

个孩子开始的样子，神情喜爱又无奈。通过每周两节科学素养课，孩子们

学着动手完成一些小实验，渐渐地，他们也慢慢地参与到课堂中来，享受

课堂带来的乐趣。

张老师的科学素养课带孩子们一起做简易地动仪，讲解地震原理及实践地震逃生演练；一起做灌溉模

型，他们还跟家长一起讨论农田灌溉问题；模拟“火箭升空”原理等等科学实践。乡村孩子虽然学业

分数可能不高，但科学实验更注重动手能力，通过从同一起跑线从零开始取得的可见成就，孩子们也

慢慢的培养了学习的自信心。



致敬女性 | 武汉妈妈抗疫记

让所有中国孩子，
无论出身 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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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在家培养兴趣吧！

从小受父亲的影响，性格独立自由的张翀，非常尊

重自己两个孩子的成长意愿，也非常有意识地培养

孩子们的兴趣。

日常她会带着姐姐和弟弟参与他们喜欢的绘画、羽

毛球、乐器等兴趣班活动。在她看来，通过上兴趣

班还能认识新的朋友，学习与人相处，因而她非常

支持孩子们做自己喜欢的事。

张翀认为，“生活需要一些小情趣，而非平淡无

奇”。谁都没有想到，疫情期间，兴趣成为了家人

们调节情绪的最佳良剂。

“妈妈，病毒是怎么来的？”

张翀认真地思索了一下，跟孩子分享起03年SARS病毒的故事。从病毒聊到了野生动物，“你知道蝙

蝠吗？”妈妈提问道。听到蝙蝠，孩子兴奋地去书房找到了图绘本的动物百科，给妈妈翻到了蝙蝠

那一页，分享了蝙蝠的知识。

“那你知道雷达是怎么来的吗？”……

这样的画面成为了武汉疫情期间，张翀母子常态化的互动。

武汉妈妈-张翀

在武汉，除了奋战前线的抗疫英雄，还有很多普通人

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这座城市、社区，以及守护着家

庭。本月分享身居武汉的美丽月捐人——妈妈张翀，

希望通过妈妈居家抗疫的“小智慧”，致敬每一位伟

大的女性。

美丽月捐人



参与月捐，源于信任。作为妈妈，她在与孩子的相处上需要注入陪伴、耐心和理解，这也是她从美丽中国

项目支教老师身上看到的状态，无形中增加了更多对支教青年的认同。

谈及对美丽中国的期望，她希望项目老师和工作人员能继续专注坚持做好乡村教育。因为信任这群年轻人

能为乡村教育带来改变，相信美丽中国愿景的实现。她也会一直以月捐人的身份，关注和支持美丽中国！

19年的情人节，她选择了成为美丽中国支教项目

美丽月捐人。曾经的她也是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

加上现在妈妈的身份，张翀会有倾向地关注更多

与教育相关的公益项目。当她通过美丽中国官微

的报道接触到支教青年的故事后，她萌生参与支

教的想法。但因为自己目前的家庭情况，她选择

通过另一种方式去参与“支教”—— 加入美丽

中国支教项目美丽月捐人大家庭，用这样的方式

为这个项目注入一份力量。

让所有中国孩子，
无论出身 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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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学习兴趣的日常，姐姐和弟弟每天都会

画“日记画”。这段时间，孩子们笔下的作

品更多地呈现疫情相关的主题，有病毒、有

野生动物、有护士、有网约司机……很多其

中的画面和形象，也源于妈妈日常和孩子们

分享的防疫知识与故事。

因为停工停课，张翀意识到自己需要为孩子

们建立更平和的心理防线，借此做一些防疫

教育，引导孩子们做好自我的防护和建立正

确的三观。

更多精彩在原文

致敬女性 | 武汉妈妈抗疫记
文章来源 | 美丽中国月捐团队

她选择孩子们更能接受的方式去接触防疫和病毒，陪伴他们看视频看新闻，让孩子们分享自己的感受。

在画面中，孩子们看到了笔触下的医护人员、警察、志愿者……

张翀觉得，这个时候不能为了让孩子“安心”而对外面的状况避而不谈，接触正规的报道，让孩子们自己

体会，有效疏导，引导他们做当下和未来应该做好的事情。通过接收这些信息，孩子们认识到现在看似冷

清清的城市里，还有很多人跟他们的画一起，在努力。

妈妈是美丽月捐人



我亲爱的孩子们：

上学期分别的那天，我觉得有些遗憾，上一个寒假没能陪你们到最后一天，这一个寒假又是如此。我

想着，新学期见面的那天，要给你们每一个人准备一份小礼物，表扬一下你们这学期的努力和进步。

事与愿违，今天已经 2 月 22 日了，我们的开学日期一直未定。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你们记忆中留下

深刻的印象，但我知道，这个寒假，肯定会。但是，我希望你们去记得这个寒假的广度和深度，而非

记得它的长度。

在这个寒假，你们应该认识了一些人——

有七八十岁高龄还奔赴一线的钟南山和李兰娟，有身患渐冻症还每天工作到深夜的张定宇，有发出疫

情最初的预警最后却倒在岗位上的李文亮，还有......我不知道当你们在新闻里看见这些人时，是怎样的

感情，但是我想告诉你们，你们喜欢的明星爱豆确实能正面激励你成长，而一个国家，真正的偶像，

应该是这些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不畏生死的人。

在这个寒假，你们应该更了解一些职业——

例如医生和护士，他们不像我们想得那样清闲高薪，一线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在疾病爆发的时候，挑

战着自己的极限，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去拯救病人。例如工人，很多同学的爸爸都在外面做工，而这一

次，很多本应该在春节回家和家人团聚的工人们，却放弃了这样一年一次回家的机会，在武汉不眠不

休搭建起“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座医院。还有司机和快递员，这不是在我们眼中地位很高的职业，

可是，正是这些人，千里奔袭为湖北送去物资，加班加点为在家的居民提供保障。在这一次的疫情面

前，有太多太多的人，做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让他们的职业闪光。

在这个寒假，你们应该记得一些事情——

疫情很突然，而它最初可能是因为有些人不守规则随意贩卖野生动物导致的，所以，在遵纪守法之外，

你们要记得，我们要尊重每一种生物的存在。疫情很可怕，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太多的人因为感染而

死去，但还是有数不清的医生和护士奔赴一线，不是他们铜墙铁壁，而是他们记得自己的责任，所以，

不论你们之后是否做一名医生，希望你们记得，每一种职业都要有自己的操守和信仰。疫情还值得思

考，我们在这次的疫情里，学习到了很多经验和教训，我们还感受到了很多温暖和力量，所以，生活

中的磨难并不可怕，我们要有的，是战胜它的信心。

我亲爱的孩子们，与你们相处的日子还剩一学期，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好像昨天才认识你们，而明

天就要告别，一年半的时间里做你们的老师，既希望你们坚强勇敢而有担当，又希望你们永远天真无

畏而快乐。希望你们在回到校园之后，永远记得，有很多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甚至爷爷奶奶在为了让

你们能在校园大声朗读放声歌唱而一直努力。

吴菁老师 | 致我亲爱的孩子们

让所有中国孩子，
无论出身 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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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在原文



说到作业 | 我的寒假不一样

让所有中国孩子，
无论出身 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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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美丽中国

受疫情的影响下，全国中小学延迟开学。在这个“不一样”的寒假，项目老师们为学生精心布置了不同以

往的作业；而孩子们也在用自己方式，为抗击疫情加油！

更多作品在原文

◆ 支教于广西的方丹老师在布置本次的寒假

作业前，充分地征求了学生们的意见。根

据学生们分组讨论的结果，方老师为孩子

们量身定制一款“寻宝游戏”。

欢呼!作业也能很有趣



美丽中国月捐发起于2019年1月，是一项每月定期、

小额、持续性的捐款模式，旨在通过持续性的捐赠，

给前往山区支教两年的项目老师送上持续性的支持，

从而给乡村教育带去持续性的改变。我们希望通过月

捐推广，让大众更加了解乡村教育，了解支教老师，

同时也让公益捐赠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

「月捐是什么？」

扫码了解美丽中国月捐计划。美

丽中国邀您一起携手，共同助力

中国教育均衡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