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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来信田野来信田野来信田野来信    

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 RCEF 正在养鹤吗？ 我开这个玩笑是源自一句

中国的成语“鹤立鸡群”。当乡村教师们从传统教学转向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他们可能不期然地成为了

他们原有环境中的“鹤”。  

 

       我最近读了欧阳护华欧阳护华欧阳护华欧阳护华教授的一篇

名为“单程车票: 一个中国乡村教师

在教育革新中的真实故事”的论

文。文章叙述了一位来自农村的姓

程的优秀英语教师的历程。为了提

高英语和专业教学技能，她去城里的大学接受了免费教

育。在大学里的学习是非常辛苦的，她必须重新学习如何

学习， 因为大学里注重以学生为中心以及交流与合作的互

动教学方式，并且要求学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经过两

年学习后，程回到了她的家乡和她原先工作的中学，希望

能将其所学的新方法运用到教学实践中。结果如何呢？痛

乎！ 

 

    她的同事，领导，甚至学生都反对她的新方法。她的

能力在那里无法得到认可，于是她离开了农村学校去了大

城市的学校工作，在那里，她的价值和教学理念得到了肯

定。 

 

    由此我们看到，教师个人教学思路的改变是远远不够

的，许多环境因素也必须改变以使教师的新想法能在落后

的农村学校里得以实践。因此，RCEF 在实践中一直都会

考虑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RCEF 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关注乡村教育革新全面

进程的组织之一。我们在此也邀请您能与我们一起思考哪

些环境因素将促使教师能力培训最为有效。当然，你的捐

助将帮助这项工作顺利进行。非常感谢！ 

 

祝好！ 

耿欣悦耿欣悦耿欣悦耿欣悦—RCEF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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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心基金会慷慨捐款赞助陈一心基金会慷慨捐款赞助陈一心基金会慷慨捐款赞助陈一心基金会慷慨捐款赞助    

     陈一心家族基金会陈一心家族基金会陈一心家族基金会陈一心家族基金会为 RCEF 的综合乡村教育项目捐助了 68000 美元！在此，我们对陈一

心家族基金会支持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综合乡村教育项目表示衷心感谢！  
      基金会的使命是透过与有潜质的非盈利机构的紧密合作，使他们得以推行创新、有效和

可持续發展的项目，让服务对象有所启迪及成长。基金会主要资助中国、香港和非洲有需

要的项目。更多信息请点击 http://www.chenyetsenfoundation.org.  

新关爱办学理念新关爱办学理念新关爱办学理念新关爱办学理念    

关爱奉献关爱奉献关爱奉献关爱奉献    

• 不允许任何人体罚学生（领导一次自罚 50

元，老师第二次罚 20 元） 

• 不能在集体活动中排除任何学生 

• 侧重关注有困难的学生 

• 学校定期组织家长会议，给家长写信。 

• 每个老师每学期做 5-10 次家访。 

 科学创新科学创新科学创新科学创新    

• 所有科目每单元都要有探究性或实践性活动，

尽量跟社区环境相关。 

• 每一节课要有小组活动 

• 老师每节课讲话总共不能超过十分钟 

• 老师根据学生的情况以及教学目标来设计教

案，而不是根据课本来设计 

• 教学日志：每位老师每天写一次（在墙上贴白

纸） 

• 邀请听课：每位老师每周主动要求听课两次 

• 听课：每位老师每周听别人的课两次，听课后把反馈

贴在办公室墙上 

• 每位老师要利用该科目的系统检测学生学习状况 

• 写真实而精简的教案，每周交一篇优秀教案（详细教

案+反思） 

 

求实合作求实合作求实合作求实合作    
• 班主任轮流检查卫生 

• 老师创造机会让学生民主参与班级管理和学校改善 

• 每一节课要有小组活动 

• 对学生有能力学习目标，必须根据这些目标进行培养

和检测。 

• 每个年级辅导员组织学生每学期要做一个社区服务项

目（最好是长期的） 

办学特色办学特色办学特色办学特色    

•••   结合农村特有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开展教学   

•••   以小组合作、自主学习为主体的教学方式   

•••   通过实践学习   

            办学理念办学理念办学理念办学理念    

注重能力培养，提高整体素质，把学生培

养成为具有关爱奉献、科学创新、求实合

作、社会责任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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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加拿大木业协会向关爱捐赠了两幢木屋。这两幢木屋现已成为关爱老师和 RCEF员工的办公

室，在这里他们可以进行备课、培训和交流。今年关爱的施工和维修依然不会间断，因为我们希望关爱能

拥有一个安全、舒适、温暖的校园环境。 

 

    今年的施工计划开了个好头。上周，由当地一个建筑施工队负责

的新厨房大功告成。厨房对关爱来说绝对意义重大，因为每个学生的

一日三餐都在学校解决。相比老厨房，新厨房不仅更加美观耐用，还

有三个重要的特点。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面积，新厨房的面积是老厨

房的两倍，大大方便了后勤人员准备两百多人的饭菜。另外，现在厨

房内也可以用水了；外面有五个水

龙头，供学生们餐后洗刷饭盒。第

三个特别之处就是新厨房还拥有一

个用来储藏新鲜蔬菜的封闭地下室。 

 

    新厨房建好以后，建筑工人开始投入食堂建设。老食堂只能容纳一

至三年级的学生同时就餐，而高年级的学生不得不在教室里面或者外面

用餐。除了容量有限以外，老食堂也年久失修，许多墙壁都已破损，屋

顶也有渗漏，于是和老食堂一起拆毁了。现在建筑工人正在一边清理残

骸，一边为新食堂打地基。我们预计新食堂会在几周内完工。 

关爱新建设关爱新建设关爱新建设关爱新建设    

一位关爱的厨师站在新食堂前 
饭后学生正在洗餐具 

         志愿者贺悦贺悦贺悦贺悦和Nicolle Cai共同完成了 RCEF2009 年日历的制

作。其中收录了部分夏令营及其他项目的照片。贺悦的独特设计和

Nicolle精心挑选的图片相得益彰，令读者赏心悦目之余，同样传递

了 RCEF 的信息。 

    我们将在 NLGX –北京鼓楼附近一家颇受欢迎的咖啡厅展示日

历以及一些其他设计。咖啡厅的主人 Ed Hung非常热心地支持几

家活跃于中国的非盈利组织，也乐于为 RCEF 提供空间陈列宣传手

册，并出售 t-恤、明信片以及日历。所有的销售收入都会直接用于

RECF发起的活动，同时，销售本身能够起到宣传推广 RCEF 工作的

效果。如果您在北京，请您给予关注或访问 www.nlgx.com 了解更多信息。 

第一本第一本第一本第一本 RCEFRCEFRCEFRCEF 日历日历日历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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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o Flagg和耿欣悦耿欣悦耿欣悦耿欣悦参加了美中绿色能源

促进会举办的“2008 中美绿色能源论坛”，其中众

多致力于中国能源持续发展战略的业内顶尖专家应

邀出席。RCEF 是与会者中为数不多的在中国农村

开展工作的组织，并受邀发言介绍 RCEF 的使命。 

 

RCEF出席出席出席出席“2008“2008“2008“2008 中美绿色能源论坛中美绿色能源论坛中美绿色能源论坛中美绿色能源论坛””””    

       欣悦和 Marco 也借此机会和其他嘉宾交流了意见，

以寻找潜在的合作机会。交流的嘉宾包括： 

北京地球村的 Sheri Liao ，她正在为在四川重建一个

生态村而努力； 

David Turnbull，他参与过世界各地包括乡村和城市

社区的众多建筑项目； 

Julian Wong，博客 greenleapforward.com 的作者，

这个博客旨在讨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问题；还有其他几

位非盈利组织、商界和政界的领袖。 

  

    总而言之，与会的嘉宾和探讨的话题都令人耳目一

新。虽然我们渴望听到更多有关中国农村地区在未来可

能遭遇的问题，但是所有的报告无一例外都描述了一幅

清晰的中国远景，并且提出了针对挑战而采取的解决方

案。 

  

RCEF 的联合执行

总监林治美林治美林治美林治美和耿欣耿欣耿欣耿欣

悦悦悦悦参加了 11月 19-

23日在费城召开

的 Echoing Green

成员会议。2007

年，她们获得

Echoing Green基金会的资助，基金会以向社会活

动家提供资金资助享誉全球。会议期间，治美和欣

悦参加了一场有关非盈利机构战略和管理的研讨。

“这是一次独特的体验。”欣悦表示，“我们得以

和其他面临相同处境的朋友一起分享运作一家非盈

利机构的喜悦与艰辛。能够从 Echoing Green 社区

汲取灵感和思路对我们来说受益非浅。” 

    在费城，治美治美治美治美和欣悦欣悦欣悦欣悦遇到了两位老朋友。一位

是 RCEF 的顾问 Emily Hannum，她是宾西法尼

亚大学的教授，也是研究中国教育不平等问题的专

家。与她同行的是 Shang lifu，北京西部阳光农

发展基金会（北京一家致力于农村教育的非盈利机构）

的创始人。另外，治美和欣悦也访问了其他几所实行创

新教育改革的学校及有关组织，虚心学习他们的策略。       

欣悦走访了 Walter D. Palmer Leadership Learning 

Partners Charter School。这所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的

学生，大部分都来自从低收入家庭。学校的走廊陈列着

世界各国那些为社会公正而奋斗的领袖的画作。学校还

开设了关于领袖素质的课程。治美访问了费城诸多的非

盈利组织和学校，比如： 

Need in Deed：一家通过教学活动把教室和社区衔接起

来的组织。 

Philly Student Union：一个高中学生自发地组织起

来，共同致力于改善学校及其周边的环境的学生组织。 

MicroSociety：有一门独特的课程—学生在课堂对社会

进行模拟，比如创业或者构建法律体系等等。 

FACT School： 坐落在中国城，这所学校把社区的生

活和文化很好地融入课程。 

2008 Echoing Green 成员会议成员会议成员会议成员会议    

耿欣悦被邀请在“2008中美绿色能源论坛”发言 



 

 

产品设计产品设计产品设计产品设计 委员会委员会委员会委员会：：：：材料及产品设计 时间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需要： 每星期 2个小时 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时间：：：： 至少 1个学期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帮助设计乡村教育促进会 （RCEF）可能出版和分发的材料，例如小册子、海报、T恤衫和书签等。 您将可以把你的灵感和设计发布在乡村教育促进会（RCEF）的现有的一些产品上，以及对其未来的形象作出贡献。 
 筹款项目的协调员筹款项目的协调员筹款项目的协调员筹款项目的协调员////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委员会委员会委员会委员会：：：：筹款 时间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需要： 每星期至少 3-4个小时  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时间：：：： 至少1个学期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为乡村教育促进会 （RCEF）开发并协助筹款项目以便得到募款和支持 提供意见给活动策划、产品促销并协助其他项目组织者    有筹款相关经验者优先    优秀的书面和口头沟通能力 能独立的工作， 也可以跟队友在网络通讯下合作与沟通 
 个人捐赠者负责人个人捐赠者负责人个人捐赠者负责人个人捐赠者负责人 委员会委员会委员会委员会：：：：筹款委员会 时间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需要： 每星期至少 3-4 个小时  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时间：：：： 至少 1个学期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 建立并且维护一个能吸引和维持个人捐款人的系统 
• 有筹款相关经验者优先 
• 优秀的书面和口头沟通能力  
• 能独立的工作， 也可以跟队友在网络通讯下合作与沟通 
 学术联系协调员学术联系协调员学术联系协调员学术联系协调员////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委员会委员会委员会委员会：：：：研究和评估    时间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需要： 每星期至少 4个小时  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时间：：：： 至少 1个学期     责任责任责任责任、、、、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 建立并且维护与学术界的长期关系 (特别在教育方面)： 寻求新信息，组织对话，流通委员会之内的信息 
 
 

• 对中国农村教育的熟悉与认知 
• 在书面和口头沟通上有优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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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教育规划评估方法的熟悉 
• 对教育研究和评估的认知 
• 对定性、定量方法的技术和经验 
• 对中国农村教育的熟悉与认知 

• 对所承诺任务的负责 

• 能独立的工作， 也可以跟队友在网络通讯下合作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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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应用你多 excel 的认知从新编辑数据库    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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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l 与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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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些职位是无薪资以及正式合同的工作以下这些职位是无薪资以及正式合同的工作以下这些职位是无薪资以及正式合同的工作以下这些职位是无薪资以及正式合同的工作。。。。如果你对其中的职位感兴趣如果你对其中的职位感兴趣如果你对其中的职位感兴趣如果你对其中的职位感兴趣，，，，请将你的简历发送至请将你的简历发送至请将你的简历发送至请将你的简历发送至recruiting@ruralchina.org.  recruiting@ruralchina.org.  recruiting@ruralchina.org.  recruiting@ruralchina.org.  所有这些职位都是立即空缺所有这些职位都是立即空缺所有这些职位都是立即空缺所有这些职位都是立即空缺 .  .  .  . 申请者将基于申请者将基于申请者将基于申请者将基于 rolling basisrolling basisrolling basisrolling basis 考虑录取考虑录取考虑录取考虑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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