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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高兴地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乡村教育促进会(RCEF)2008-2009年的年度报告。
这一年来，RCEF从基层发起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实验项目，已经成为了我们全体
成员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过程，而且这一过程还会被不懈地坚持下去。

两年前，我们来到位于山西的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关爱小学”，帮助该校教师摸
索一套注重以学生为中心、以社区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关爱小学如今已经成为RCEF
的教育实验基地；我们在这里积累了第一手的经验资料，内容涵盖学校改善的方方
面面——从课堂教学方法，到教师专业发展甚至学校管理。

过去的一年，我们与当地的师生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在追逐目标的旅途中品尝着喜
悦与心酸。这份报告阐释了我们的努力与所获的成果，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一扇窗，
带您去领略RCEF努力的方向。

我们在此诚挚地感谢我们所有的志愿者、指导顾问以及捐助者，用他们的时间、专
长以及各种资源帮助RCEF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同时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希望在
新的一年，我们的合作更上一层楼！

亲爱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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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F的宗旨为：为中国农村地区的群众提高教育质量，使

他们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与自身所处的社区状况。将它分

解开并运用在实际的操作中，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改善中国

农村地区的教学质量。我们相信仅提高上学的年份数量，

亦或是改进学校的硬件与设施都是不够的。相对来说，我

们更愿意为农村的学生们提供更佳的教学质量，这对他们

个人的未来生活以及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

让教育引领农村的未来

背景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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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理念

中国的现状为大多数人无法接受好的高等教育。

所以，以升学为主要目标的基础教育仅能够满足

少数人的需求。

数据显示五个农村的学生中有四个无法升入高中

读书。他们所面临的现实可能是年纪轻轻便外出

工作，在无亲无故的大城市中独自承受社会的压

力。对于他们来说，更好的生活质量意味着在现

实的社会中掌握更多的知识，技能以及好的生活

与工作态度。

但是，大多数的农村学校与老师们过份倚重升学

与考试对学生的作用。这也意味着其它所需要学

习的内容很多都被忽略掉了。乡村教育促进会提

倡能够满足大多数学生需求的教育，不论他们的

考试成绩如何，都能够为他们的未来打好基础。

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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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理念

各级政府部门与农村家长们在孩子们的教育上都
给予了大量的投资，我们也相信乡村教育也会在
未来为乡村的发展做出贡献。 
      
略显遗憾的是，如今乡村教育实际上从某种程度
上是促进了农村的人才外流到城市里。学生们在
无形中接受了一种“城里的生活更优越”的思
想，使得他们的学习目的或多或少的成为将来去
城里过更好的生活。

为了帮助学生将来能够改善自己的社区，乡村教
育促进会提倡能够同时培养相关知识、技能与
价值观的教育理念， 这一点反应在上方的图表
中。这并不表示我们鼓励学生留在农村，或者是
把自己局限在社会的一个角落里。反之，我们希
望无论学生将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他们都
会尽力用自己的本领、资源与人际网络来支援农
村发展。 

为建设更好的社区而努力

技能

独立思考能力

领导和沟通能力

自信心和自主性

价值观

同情心 
社会责任感

知识

了解家乡的机会
与挑战

Students



RCEF经过经验的
累积，已做好扩
大影响力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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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探索平台

在众多致力于中国农村教育的非政府机构中，RCEF
的项目模式确有其与众不同之处。我们的团队直接
在关爱小学的教学前沿开展工作。这不仅极大降低
了我们的行政成本，而且能够允许我们对一线的需
求迅速做出反应，此外还能随时向捐助者提供第一
手的资讯更新。RCEF工作人员与关爱小学的当地教
职员工在如下领域进行合作：  

学校管理 ·
教师专业发展 ·
教学与课程创新 ·

目前RCEF正在发展与提炼适合农村小学生，并能
让他们同时获得知识、技能以及正确价值观的课
程与教育方法，旨在为农村孩子们的未来打好基
础，并能够让他们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如今
农村的大部分孩子都在城市或县城里读初中与高
中；而小学阶段的教育却依然来自于农村。所以
在选择学校的策略上，RCEF认为最能够培养农
村孩子的态度与能力的地方仍是农村的小学。同
时，相对于初中与高中的应试压力，小学则拥有
更多的空间与时间，这也意味着老师们有更多尝
试与探索的机会。

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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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探索平台

2008到2009年，RCEF踏上了教育改革探索之路。关爱小
学也成为了我们的教育实验基地，双方共同开始尝试包括
学校管理、教师专业发展，以及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的改
善。RCEF的项目团队也常年驻扎在关爱小学，与14位老师
及185位学生共同努力。

关爱小学有限的资源与经济条件代表着典型的中国北方农
村小学。老师们都来自周围的村子，他们的背景与受教育

程度与大多数的农村小学老师非常相似。

RCEF与关爱小学共同探索农

村教育改革之路

关于关爱小学

创校宗旨与 · RCEF理念一致

非盈利私立学校，管理政策不 ·
僵化 

自 · 主人事

各种硬件条件与资源，以及学 ·
生的家庭状况都是典型的农村
小学的情况

一至六年级完小，185位学生， ·
其中大部分属于留守儿童，父
母都在不同的城市里打工

14位当地老,其中半数的年 · 龄层
次为三十多岁，拥有初中或高
中学历；另外一半则为二十多
岁，是刚从师范院校毕业不久
的年轻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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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管理

学校管理对于学校教改成功
与否而言至关重要。RCEF协
助关爱小学在如下几个学校
管理的方面做出了改善：

建造新老师办公室 ·

改善食堂伙食 ·

完善教师和学生评估系统 ·

建立在校的专业发展系统 ·

重新设计学校的时间表， · 以容
许更多的课外活动时间

协助组织家长会 ·  

大部分学校对老师的评价主要是看考勤、考试成
绩与学生获奖情况。而起初在关爱小学，评价老
师的方法主要是每月一次的公开课，但一次精彩
的表演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老师平日的教学。
所以这样的评价制度不能够起到最佳的激励老师
研究与创新的作用。于是，我们与关爱小学的校
长共同规划了更有效的评价制度。

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我们想通过评价引导老师
们在哪些方面努力？这些方面的重要程度如何排
序？如何避免老师因竞争而减少相互间的合作？
如何才能让评价系统真正地帮助老师成长，而不
只是简单的奖惩工具？如何确保评价是公平的？
评价系统是否能够覆盖所有重要的方面？ 

最后的评价系统包括了如下五个方面：课堂教
学、学生测评、备课、教研会与听课的参与度，
学期末成果报告。

除了学校对老师进行评价以外，老师还会给自己
设定目标，也会互相评价。因为我们和校长在这
方面都缺乏经验，所以花了一整学年的时间才成
型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制度，且日后还将依情况继
续有所调整。 

转换角度评估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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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

大多数农村老师的培训都是较为短期的，且随后的跟进与支持也显得相对缺乏。相对而言，RCEF聘
请了专门的教学辅导员，与老师们共同改进每日的工作。

教师培养策略

教学辅导员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建立一个在校的可持续
研究系统。这些辅导员来自美国、英国与中国等不同
国家，而由于是外来者，对农村的学校和学生没有很
深的了解。所以，很大的程度上还是要靠老师们一起
探索、交流学习。

随着时间推移，教研会开始围绕一些老师们最关心的
共性问题来展开讨论。有时老师们在会上还会计划共
同尝试新的方法，随后他们通常会先相互听课，再讨
论新方法的效果。

除此之外，RCEF的教学辅导员还与关爱小学的校长一
起，组织了各学科的老师们每两周召开一次教学研讨
会。 最初的几次讨论都是关于基础的内容，比如：
如何制定一节课的教学目标、如何备课、如何看出学
生的学习进度。

此外，各科的教研组会重点帮助经验少或者能力较弱
的老师。随后教研组开始逐渐承担一些管理的职责，
例如互相评价、决定该科目的教学规范要求（备课格
式、学生测评方式等等）。起初教研会由乡村教育促
进会的工作人员主持，直到现在各科教研组都有一位
教研组长来负责召开教研会及随后的跟进。



“在教学水
平得到提高的同
时，我感觉我自
身素养也有了不
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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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

刚来到这里我就感觉这里的教学极富挑战，跟王
庄小学（关爱小学附近另外所小学）的教学经历
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在王庄小学我只知道把
知识强压给学生，让学生掌握了就是好的老师，
好的教学结果，可是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明白其实
教学不单单是传授知识，教学本身更是一门艺
术。和我每天一起工作的那些乡村教育促进会的
工作人员很负责任，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教学问题他
们都会尽心地帮助我们，不知疲倦地和我共同探
讨课本，寻找好的教学方法，同时还时刻鼓励着我
们。结果是我现在看到任何一个知识点，都会考虑
怎么让学生自己去发掘出来，而不只是让我自己做
传输者。注重学生能力的发展应是第一位的。 

在教学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我感觉我自身素养
也有了不小的进步。以前的我是一个比较内向，
不善于表达与人际交往的人，而且常常缺乏主
见，对自己各方面都缺少信心。而我现在最大的
感触是：我时刻充满自信，认为自己与别人相比
毫不逊色。同时我每天都在感到进步，不仅是知
识方面，而且信心与能力在一起提高。归根结底
是关爱小学给我创造了这样的环境，使我有了今
天小小的成就，应该说在关爱小学的这一段时间
将会对我的人生产生重要的作用。

成长：关爱小学李老师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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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课程与教学方法

RCEF旨在帮助农村老师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理念，并将它运用在各个不同的学科中。

例如在数学课学习中，我们注重培养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
解和应用能力，所以强调老师可以通过一些动手的活动，
让学生自我发现数学规律，或者应用所学的数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  

又如社会课，我们强调尽量减少说教的方法，而让学生通
过一些贴近生活的情景，讨论待人处事的方法。我们还注
重让学生通过做社区调查和社区服务了解社会，例如下页
中的一篇课堂实例。

促进新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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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课程与教学方法

RCEF联合执行主任林治美和关爱三年级教师孙会果根据农村的情况改编了社会课本里一个课程单
元。这个单元要求学生们绘出回家的交通路线图的，对于生活在城市里上学乘坐交通工具的学生而
言，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而对于生活在农村的学生来说，操作起来就稍显困难。于是，林治美和
孙老师合作尝试将课程目标与农村社区紧密联系起来，经他们改编的课程鼓励学生既要通过亲身实
践了解自己的社区，也要以严谨的学术方式来深化学生们的知识。 

课程实例—社区地图

第一课：基础工作

在课堂上，学生学习了如何以村子的边界为
基准描述地理方位，比如: “我们学校在村
子的南边。” 接着，他们每个人都画了一
个坐标方格来表示村子里的街道。

第二节课：确定路标

孙老师带领孩子们拿着坐标方格到村里实地
考察，他们把村委会办公室和商店标记在方
格上。另外，他们也讨论了行走路线并记录
在方格上。

第三节课：定方向

学生讨论了各个路标之间的相对位置。例
如，“水塔在校长家的东边。”然后，他们
学习了如何给一个路标到另一个路标之间定
方向，比如，“从宿舍到学校，离开宿舍后
我们先向东，经过村委会然后向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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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规划

在2009-2010学年，乡村教育促进会的员工将在过
去一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创新课程设计。如今，专
业发展系统帮助关爱的教师在教学和互相指导方面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因此RCEF的工作人员们将把更
多注意力投入到课程发展与经验推广上来。

根据我们这一年的记录，我们发现乡村教育促进
会在创建帮助学生体验自己村庄的教学计划上最
为成功，且获得了最多值得分享的经验。这其中
包括使用农村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帮助学生们更

有效地学习教科书概念，以及类似服务学习项目
这样的课外活动。服务学习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
概念，乡村教育促进会已经在关爱试验了几个项
目，并且计划在这方面做得更深入更全面。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已经与其它农村学校建立
了合作，并开始向他们推广我们在关爱学习到的
经验，以帮助中国更多的教师和学生。

持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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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认可

克林顿全球行动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邀请RCEF出席了2008年
度克林顿全球行动会议。该会议每年九月份在纽
约市召开，云集全球各行业精英，如国家领导
人、国际企业CEO、慈善业领军机构，以及全世
界优秀的NGO组织等。RCEF是极少数受邀出席的
在中国做项目的NGO组织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关
注中国农村教育的组织。

Echoing Green
RCEF接受了来自Echoing Green第二年的资
助。Echoing Green是一个旨在资助全球“最好
的新兴社会企业”的组织。RCEF的两位联合执行
主任林治美与耿欣悦于2007年被选定为Echoing 
Green Fellows，她们的创造力以及持续推动社会
进步的想法得到了最好的认可。

我们在此感谢以下机构对RCEF的
支持：

Canada Wood ·

The Chen Yet-Sen Family  ·
Foundation

Cleary Gottlieb Steen &   ·
Hamilton LLP

Givology ·

The Global Fund for Children ·

GlobalGiving ·

Gwen Moore Children of China  ·
Fund and Give2Asia

Staples, Inc.  ·

TAG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 ·

Tang Family ·

Tiger Woods Found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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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个人/企业捐款 86,261

私募基金会捐款 69,116

公众慈善机构捐款 103,676

其它收入 2,617

收入合计 261,670

费用

项目 63,580

工资与福利 23,453

行政管理费用 8,757

费用总计 95,790

资金储备 165,879

财务状况

如欲了解详细的费用清单以及捐助
者名单，敬请访问我们的官方网
站：www.ruralchina.org。

RCEF是一个501(c)(3)的非赢利组
织，美国境内的捐赠可以抵扣税
款。

如欲资助RCEF或了解志愿者信息，
敬请访问敬请访问我们的官方网
站：www.ruralchina.org。

支票捐赠请将收款人写明
为“Rural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并寄给以下地址：

Rural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
PO Box 92424
Rochester, NY 14692-0424
U.S.A.

特别鸣谢以下翻译者：

Nancy Yi
江鹏
华振宇
夏纯

财务状况表2009
2008年9月1日至2009年8月31日
(以美元$为计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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