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中国而教”10 年了，在干什么？有什么理念？有什么目标？

我谈谈自己对“为中国而教”理念的理解。

其实最初的理念很简单：“为中国而教”，按照小学语文理解水平，就是为了中国教书。

但是，“为中国而教”的“教书”从来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既包括项目成员，工作团队，

又有理事会成员、培训师、义工和爱心人士……这些人都有一个目标：为中国而教！

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理念显得窄一点，扩大一点来看得话，创始人之一李茂老师把“为中

国而教”改译成“Teach Future China”，这个含义可能要广一点：“Teach”就是我们在做教

育的事情——农村教育；“Future”是说关注中国未来教育的前景和发展，国家的未来，当然

也有你们未来的前途；“Future”也表明了一个共同的观点，我们都想中国变得更好。每个年

轻人从学校出去以后都希望混得不错，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这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

今天要做准备，为未来做准备；“China”是说我们要胸怀国家，着眼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要从

中国的基层出发去做事情。有个很有名的组织叫 “Teach For America”，他们是在做美国的事情，

而我们是在做中国的事情。

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现在中国还不够公平，特别是教育的不公平。国家

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离不开数以亿计的农民和他们家人做出的巨大奉献，但是农村的教育严重

失衡，农民的孩子，得到的是不公平的教育，缺乏优秀老师，缺乏教育资源，缺乏受到良好教

育机会。由于教育不公平，这个国家的人群被撕裂成为不同的阶层，贫富不同，命运不同。

中国人应该有这个责任感，把社会变得更公平一点。虽然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匹夫”是没什么权力的，你这个渺小的人，能做出什么来呢？

“为中国而教”表达了一种行动的目的。我们到农村学校参加教育工作，为中国而做事情。

为什么？这里面体现了一种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无论你是去当教师的年轻人，或是支持这种行

动的工作人员，又或者是在资金上、在其它方面的支持者，你的行为就是在为中国农村教育做

贡献。

为中国而教，
为中国未来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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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很多年轻人去农村教书都会想，“我只是去农村学校，帮助农村的孩子们学习和生活。把

爱心带给他们，陪伴他们”。这不错，“为中国而教”每年招一百几十名教师去农村，没法改

变广大农村的状况，没法改变众多农村孩子的命运，我们做不到，只能做小小的小小的事情。

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支教这个环境，一边帮助农村的孩子，另一边也教育了“为中国而教”

的项目老师。希望在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在未来能够成为教育事业的骨干和领导人，未来当

他们拥有权力和资源时，能够引领教育事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是错误地使用手中的权力

和资源，为自己和少数人谋权谋利，危害国家，危害社会。

“为中国而教”希望能够培养未来实现教育公平的领导人才。但不指望你今天就成为指手

画脚，满脑袋这也不是、那也不对的领导人才。长江后浪推前浪，就算你现在想不到，30 年

后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领导人。到那时，你也得虚心向环境学习，向别人学习，这才是合格的

领导人，不然就会坏事，把好事办成坏事。

“肩负中国，磨砺自我”是我们的一个理念。所谓磨砺自我，是希望能够利用在农村学校

工作比较困难的条件，不断地去磨砺自己。当然，困难的客观环境会磨砺每一个人，但最好是

自己主动去磨砺自己，这样你才能成器。中国古语说得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劳其筋骨……”

我曾在安徽一所志愿者学校工作，据说是中国最早由志愿者管理的学校之一。在工作过程

中，我经历和见证了志愿者参与农村教育的实践。志愿者的初心是到农村去帮助农村学生受良

好的教育，但因为老师都是志愿者没有约束和管理，也没有职业培训，经常流动，最后学校办

不下去了。

这所志愿者学校给“为中国而教”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光靠志愿者的美好理想是不

行的。要有长远的目标和计划，要有保证实现目标和计划的管理系统，要有稳定的资金，要有

对教育理论的探索和培训。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有人，有愿意献身教育事业，并

且能够坚持不懈去努力的人。在中国今天的社会里面，在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中，愿意到农村去

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本来就不多。还要在这些人中，挑选出“为中国而教”的成员，为他们提

供一个实现教育公平的工作平台。我想，这大概就是今天“为中国而教”要做的事情。

创始人沈世德先生在“为中国而教”

2018 年岗前培训开幕式对项目老师的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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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的“平民英雄”

2014 年中远海运慈善基金会与“为中国而教”合作，选派志愿

者在安化县偏远山区学校支教，我作为中远海运集团公司派驻安化

扶贫的干部，也与 “为中国而教”、与志愿者教师们结缘。

我曾于 2017 年去到各个支教点看望全部志愿者，我为志愿

者的高尚情操而敬佩，为他们的艰辛而心疼，也为孩子们的幸运而

高兴。这些志愿者们，放弃了城市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求索

取、不远万里来到大山里默默奉献两年，他们是年轻一代的楷模，

也是我心中的英雄！他们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不仅要面临支教期

满后的再就业问题，还可能被他人、尤其是被学生家长误解，但是

他们愿意磨砺自我，砥砺前行。

志愿者教师的到来，为留守儿童在主动学习、综合素质和健

康心灵等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关爱和支持，也为边远乡村学校补充了

新鲜血液，缓解了边远山区学校教师紧缺的燃眉之急。

在安化，有许多优秀的志愿者教师，崔巧、杨晶和庞晓晓是

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当然也有“为中国而教”的优秀管理者与督导，

向“为中国而教”和“为中国而教”的志愿者教师们致敬！

希望“为中国而教”项目越做越好，祝愿每一位志愿者教师一

生幸福，像太阳一样，照亮每一颗贫困学子的心，阳光成长。

十年寄语

蔡华建

湖南省安化县委常委、

安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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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教师带来的积极影响

2014 年，我校有幸结识了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公益组织——“为

中国而教”，那一年也刚好是我接任校长的第一年，都是全新的开始。

直至如今已四年之久，已有三批志愿者教师来到了我校，每一批志

愿者教师都为我校的建设和当地的教育发展做出了很多努力。

志愿者教师们心怀一颗赤子之心，专心投入当地教育，融入当

地环境。他们的到来，让我校的学习氛围发生了改变，比如校园普

通话的流行，不仅老师讲，很多学生也不知不觉用上了普通话；各

位老师也带来了很多创新性的教育理念以及各具特色的课题教学；

他们不仅搞好课堂，还利用课余时间家访，致力推进家校合作教育。 

   

TFC 是一个青春向上的团队，因为你们阳光靓丽；

TFC 是一个理想奋进的团队，因为你们满怀激情；

TFC 是一个极具使命感的团队，因为你们肩负重任。

如今，我校正处于一个艰苦而奋进的发展时期，致力于把我

校打造成为一所具有示范性、时代性和具有地方、民族特色性的美

丽的乡村小学。因此，我校急需具有各种专业特色的人才的到来，

衷心希望“为中国而教”一直与我校合作，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兴隆

小学。我也相信志愿者教师身上的活力、创意和教育情怀，能让我

们学校变得不一样。

陈思文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

苗族自治县羊街镇兴

隆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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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误会”得良缘的事

说起和“为中国而教”的结缘，挺有趣的，是在误解中结缘，

在敬佩中前行。2017 年初，“为中国而教”总干事荆攀老师电话于我，

说企业资助我们巧家县的教育工作——由“为中国而教”派志愿者教

师在马树镇草皮地小学支教，同时还支持开展教师培训项目，问我

有什么需求。我以为荆攀老师是社会培训机构的“推销者”，我搪塞

了几句，便挂了电话。几天后，和领导核实原来真有“好事”，我才

正式与荆攀老师商量后续的事，比如我们县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美

术转岗教师培训、香港游学访学等。

受这些培训的启发，我县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结合本

地实际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校本培训。2017 年暑假我和我们县五个

校长去北京观摩岗前培训期间，更是见证了“为中国而教”在北京农

民工子弟小学的培训活动中每个细节都透露着勤俭、节省和有计划。

很多点滴都让我心里面很感慨，做公益需要用心做好每一件事情。

与“为中国而教”的遇见，是美丽的！我遇见了老荆、关关、

思旗、罗娜、佳阳等一群有爱心、有责任、阳光向上的公益人，他

们让我重新认识了世界，知道了有那么多人在关注农村教育、农村

教师和农村孩子，关注着城乡教育的基本均衡。愿“为中国而教”在

公益的路上，所遇皆善良，所行化坦途，循路前行，熠熠生辉。

陈雪梅

云南省巧家县教育局

师训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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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 TFC 的八年

我是孙明霞，泰山学院附属中学的一名正高级教师。“为中国

而教”（TFC）成立十年了，而我和她结缘已有八年，如今她已经

成为我教育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2011 年，我非常敬重的原《中国教师报》编辑部主任王琰老

师打来电话，希望我能在暑假去给 TFC 支教者做培训。这份极大

的信任和期待，开启了我的 TFC 生涯。

第一次给 TFC 学员上课，并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就着重从

教学艺术的角度去做准备。在实际培训中做了很多调整，并在当时

河北青龙县的一所小学上了一堂示范课。持续一周的培训，让我充

分认识了这样一群充满理想、乐于奉献的年轻人——他们大学毕业

能主动申请到偏远农村支教，帮助农村的孩子，这种精神深深感染

了我。这届学员中能干的王南后来成了 TFC 的工作人员，也主动

邀请我参与培训（现在就算不邀请，我也会主动报名）。这些年王

南的那种奋斗精神和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都深深感染着我，因

为她的奔走和努力，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到 TFC 的大家庭中。随

着培训经验的增加和对学员需求的了解，我的授课内容也不断更新、

丰富和完善，在帮助他们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

转眼间我已与 TFC 相伴八年，看到一届届成员的成长和他们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为能成为 TFC 的导师而感到荣幸和自豪。

我没有亲自到农村去教书，但我愿意竭力把这些年的工作经验和思

考与成员分享，愿意把更多优秀的导师推荐到 TFC 中来，给这些

为农村孩子送去优质教育的优秀年青人提供一点帮助，是我义不容

辞的责任。

真诚祝愿“为中国而教”越走越远，培养出更多有教育情怀的

优秀教师，让更多中国乡村孩子的生命之花也灿烂！

孙明霞

泰山学院附属中学

正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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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遇见特别的人

2012 年的那个大学毕业季，我做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那便

是成为 TFC 的一员。如果要问我加入组织的原因，我想说是 TFC

发起人 ST 的人格魅力震撼了我，他的一言一行都对我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其中最大的收获便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如今，每当

提到 TFC，岗前培训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钱理群先生的“仰望星

空，脚踏实地”犹在耳边；在北师大，团队建设过程中的欢声笑语

依然清晰；在燕京小天鹅，接地气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让我受益终

身；在西湾子村，集体徒步的户外拓展让我坚定信念。

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两年，总是觉得理想与现实差距太远，

屡屡受挫，是 TFC 寒暑假的集训让我找回初心，重新出发。

在 2014 年的 TFC 毕业典礼上，我听到同级的志愿者教师胡

斐娟的一段话，那段话听的我热泪盈眶，成为了我教学生涯的转折

点。她说，“我的支教时间是有限的，意味着我从教的时间可能是

有限的，仅仅两年的时间，但我想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为孩子们留下

无限的财富，才不枉两年的青春年华和支教时光。”我感动于她的

这股满腔热血之余，更多的是反观自己两年的成果。我竟然找不到

令自己满意的答案。 

于是，我下决心，把每一天当作是自己教学生涯的最后一天，

争分夺秒地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把曾经被动的心态变为积极主动并

追求高效的行动力，然后一直坚持到此刻，并将继续坚持到底，我

已找到了当老师的价值所在。

王亚芳

2012-2014 未来教育家

项目成员

陕西省神木四中英语教

师、教研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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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让我重新认识“教师”

2014 年 6 月，大学本科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月，从网上偶然看

到 TFC 的招募信息，细读之后深深被它的愿景和过往志愿者教师

的支教故事所打动，内心几经挣扎，最终带着几分忐忑和期待踏上

了支教的道路，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来经历乡村生活、陪伴乡村孩

子并认识乡村教育。

TFC 带给我最大的改变，是它让我重新认识了“教师”，尤其

是默默坚守的乡村教师；也重新发现了“学生”，尤其是缺乏关注

的特殊学生。如果不是 TFC，我可能无法倾听到当地教师关切乡

村教育的心声，忽视了他们为争取教育资源做出的努力和尝试，

而短浅地认为志愿者教师就是比当地教师有爱心、懂付出；如果

不是 TFC，我可能至今仍将班上那几个行为特殊的学生定义为“懒

惰、愚笨、学习态度差”，而不会关注到他们在学习上的特殊需

求、不会了解到“学习障碍、情绪行为障碍”的客观存在；如果不是

TFC，我可能很难有机会以班主任的身份去家访，走进学生生活成

长的环境中去认真理解“这学生怎么会这样？”这句话背后的真实，

也提醒我“发现学生的前提是理解学生”。

正是 TFC，打开了我的教育视野，让我不仅仅关注到城市和

乡村之间的教育公平，也发现了普通学生和特殊学生之间的教育差

距。因此，支教结束后我决定选择攻读特殊教育学硕士，期望着毕

业后可以成为一名陪伴特殊学生的特教教师。

徐九平

2014-2016 志愿者教师

项目成员

华中师范大学特殊教

育专业在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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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8，十年期间，志愿者教师项目足迹

遍布安徽，北京，江苏，陕西，湖南，河北，云南，

贵州，四川。

2009 年，第一批志愿者教师正式派出。2009

年至 2010 年，安徽地区共有 4 名志愿者教师，任

教于安徽涡县阳明星小学；江苏地区共有 3 名志愿

者教师，任教于江苏启东市陈尚义小学。

安徽和江苏地区的志愿者教师项目成员由陈一

心家族基金会支持。

2010 年至 2015 年，志愿者教师项目成员进

入北京公益打工子弟学校任教，共有 18 名志愿者教

师，先后任教于北京同心实验学校、北京市大兴区

行知新公民学校和燕京小天鹅公益打工学校。

北京地区志愿者教师项目成员先后由南都公益

基金会和中远海运慈善基金会支持。

2011 年至今，河北地区共有 67 名志愿者教师，

先后任教于青龙县和丰宁县的 18 所小学。依次是河

北青龙县东赶河子小学、青龙县马丈子小学、青龙

县隔河头乡花果山小学、青龙县下草碾小学、青龙

县木头凳乡明德小学、青龙县大石岭中心校、青龙

县大巫岚青山口小学、青龙县木头凳山东小学、青

龙县大巫岚镇大于杖子小学、青龙县干沟乡明德小

学、青龙县杜杖子小学、青龙县七道河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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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县江南镇洞市完小、安化县长塘镇克明学校、

安化县奎溪镇完小、安化县鼓楼中心校、安化县将

军完小、安化县小淹镇敷溪学校、安化县小淹镇百

花教学点、沅陵县陈家滩九校、沅陵县筒车坪九校、

沅陵县清浪九校、沅陵县明溪口九校、沅陵县落坪

九校、沅陵县舒溪口九校、沅陵县七甲溪九校、沅

陵县坳坪九校、沅陵县军大坪九校、沅陵县渭溪九校、

沅陵县北溶九校、沅陵县枫香坪九校。

湖南地区志愿者教师项目成员由中远海运慈善

基金会支持。

2016 年至今，云南地区共有 16 名志愿者教师，

任教于云南省巧家县捷豹路虎希望小学。

云南地区志愿者教师项目成员由捷豹路虎中国

支持。

2018 年至今，四川地区共有 3 名志愿者教师，

任教于四川宜宾市凉水井中学。

四川地区志愿者教师项目成员由伊顿（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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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教育家项目从 2011 年开始招募部属公费

师范生，2011 年共有 11 名部属师范生，分别毕业

于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陕西

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地区分布在广西、

宁夏、陕西等地。 

2012 年共有 28 名部属公费师范生，分别毕业

于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地区分布在四川、陕西、安徽、云南等地。

2011-2012年未来教育家项目成员由个人支持。

2013 年共有 68 名部属公费师范生，分别毕业

于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任教地区分布在陕西、

内蒙古、贵州、重庆等地。

2013 级未来教育家项目成员由汇丰银行支持。

2014 年共有 63 名部属公费师范生，分别毕业

于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任教地区分布在安徽、甘肃、宁夏、青

海等地。

2014 级未来教育家项目成员由澳门同济慈善会

支持。

2015 年共有 57 名部属师范生，分别毕业于北

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

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任教地区分布在湖北、四川、

重庆、河南等地。

2015 级未来教育家项目成员由傅德荫基金有限

公司支持。

2016 年起，开始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合作，

招募省属公费师范生。2016 年共有 42 名公费师范

生，分别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东北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任教地

区分布在陕西、广东、湖南、河北等地。

2016 级未来教育家项目成员由周大福慈善基金

会支持。

2017 年共有 75 名公费师范生，分别毕业于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任教地区分布在湖南、山西、四川、云南

等地。

2017 级未来教育家项目成员由嘉道理慈善基金

会支持。

2018 年共有 82 名公费师范生，分别毕业于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山西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任教地区分布在湖南、山西、

四川、重庆。

2018 级未来教育家项目成员由腾讯 99 公益众

筹和阿里巴巴公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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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
心有光芒，必有远芳

“为中国而教” 的项目成员投入至少两年的时间在基层任教，改善农村儿童的教育状况。从长远来看，

这些具备良好品格和基层教育经验的年轻人，将汇聚成中国教育进步的持续推动力量。截至 2018 年底，“为

中国而教”已有 500 余名校友，其中志愿者教师项目和未来教育家项目的人数各半。当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

的光和热，同样也在年轻校友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芬芳彼此悠长的人生之路。

通过跟进结束两年支教后志愿者的职业走向，我们很高兴地发现志愿者教师项目校友中进入教育领域

的占比高达 57%，其中在小学和中学任教的比例为 37%，在教育机构工作的比例为 20%。这些年轻的教

育工作者，如何在看似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持续推动教育进步”呢？

一位如今在城市做教师的校友说“因为 TFC 提供给我成长的机会，让我有底气站稳这个讲台，明白了

教育的内涵！经过这两年的磨砺，我更加明晰作为一名教师的职责。无论曾经作为一名志愿者教师，还是当

下成为一名在城市工作的教师，我都不会迷失自己的方向！”

一位回到家乡做教师的校友说“正因为 TFC 给予的平台和鼓励，我能在这两年支教期间坚持真正的教

育实践并且看到成果，这给我增加了无穷的信心。在我现在的工作中我知道那些对学生长远发展有利而短期

图一 志愿者教师校友职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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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难以见效的素质教育活动，是值得坚持的，我不会轻易放弃！”

在教育机构工作的志愿者校友中间，也涌现出越来越多探索教育和引领新知的年轻人。有的在新兴的

教育创新机构做课程研发，有的在培训机构推广中国教育比较缺失的教育类别，如拓展教育、师生沟通和亲

子沟通等。他们在两年乡村学校的支教过程中，深刻理解了孩子们的成长需求和教育缺失，领悟到教育创新

的重要性，因此愿意投入巨大的热情去推进教育创新发展和实践。

除了教育领域，我们的志愿者校友中的 8% 进入了公益行业，成为全职公益人，继续在促进社会发展

的道路上前行。一位在国际公益机构中工作的校友说，“支教经历对于我的人生轨迹真的有极大的影响，当

我去到中国最广大的乡村地区时，‘城乡对比’就在不经意中出现了，而当对比发生的时候，作为亲历者的我

更是无法忽视‘城镇化对于农村发展的冲击’这个时代议题。支教是我选择公益行业最直接的原因，它让我与

乡村教育、农村、农民产生了链接，而这些链接也帮助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未来的路”。

志愿者校友中还有 7% 在两年支教结束后选择了心理学、教育学、特殊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方向继续深造。

当体会到作为人师的教育之美和教育缺失之痛时，这些校友立下了在教育专业方面精进的志向。

最后，不得不提的未来教育家校友们，他们是中国基层教育的中坚力量。他们可能是县城高中的教师，

在繁忙的学业压力下，带给孩子们职业规划的课程和未来的视野；可能是乡镇的初中班主任，利用班会课的

时间为青春逆反的孩子们开设生动活泼的心理课；也可能是乡镇小学的教师，突破有限的资源，坚持开展阅

读、乡土教育等素质教育类课程。教无定法，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 -- 让乡村的孩子们有机会有能力成

就最好的自己。

图二 未来教育家校友职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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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故事
从迷茫到坚定 |
把“支教”做成一生的职业

当我们老了，回顾过去，就会发现，去哪里念书，从事什么职业，和什么人结婚，去哪里

定居，我们每一个看似随意的决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对于 2011 级志愿者教师刘晓飞

来说，参加“为中国而教”的支教项目可能只是毕业之后的一种职业尝试，但正是这一次尝试

令她决定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本文中，刘晓飞老师与我们分享“为中国而教”是如何使她从“无

法设想从事什么工作”转变到“坚定留守一个地方”。

新学期，学校来了一位 97 年的新同事，她竟

然是和我同批参加工作的老师的学生。不想去感慨

自己是否老去，只是觉得现在似乎是年轻人的天下

了。想到我毕业快八年了，而正式工作还不满四年。

每每看到教师队伍里这些新鲜力量，总会后悔自己

为何开窍如此之晚。如果我和他们一样，早有心从

事教育事业，高考就应该朝着师范学校努力，大学

里就要多研读专业书籍，做好理论准备。

人生总有无数次后悔，最无悔的选择就是加入

“为中国而教”，支教那两年是我最宝贵的经历。因

为有过这两年，在庸碌烦琐的生活中，总会想起曾

有过的诗和远方。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毕业后没有选择去支教，不

知道现在的自己在何处，和谁在一起，也无法设想

自己最终会从事什么工作，更无从知晓自己何时能

过上理想的生活。

从高中起，我坚决认定自己不会做老师，不适

合也做不好老师。至今我都清楚记得班主任课上问

我们“谁以后想做老师？”时，我的坚定和骄傲。我

渴望洒脱不羁的生活，我喜欢的人是韩寒、三毛、

海子。高考时尽管我的分数选师范更好一些，我还

是坚决地避开所有师范学校。

到了大学，身边很多人都去做家教，考教师资

格证，而我尝试过不少兼职，从未想过要和教育有

任何关联。也曾设想过很多职业，但是老师不曾在

我的计划内，一辈子做一种工作，守在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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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设想过以后的工作能够一年换一个地方，总

想着自己能去更多地方，度过不同的春夏秋冬。

生命中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冥冥之中安排好了，

有惊喜有意外。大学毕业前既对未来充满了迷茫，

又想去做些确定的事情，恰好看到“为中国而教”的

志愿者教师招募海报，忽然就确定了两年内的方向。

既然我以后都不做教师，更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去体

验一下，去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做好，能够在安定的

生活中，找到方向。

没想到这个选择，确定了我以后的道路。那两

年，认识了志同道合的支教伙伴，优秀的培训师，

坚守在山区的一线同事，教过的孩子们给了我很多

启迪和信心。不管是坝上草原的恶劣天气还是周至

山区的艰苦环境，都滋养了我的心灵。两年间，从

河北到陕西，从初中到九年制学校，几乎教过所有

科目，从语数外到科学地理等，做过班主任，周末

去培训、去孩子家家访、去同事家做客，去学校周

围溜达……所有这些经历，让我坚定了从事教育行

业的信心。教育需要静待花开，而不是漫天播种。

我需要留守在一个地方，坚定地去做好这件事情。

刘晓飞，2011-2013 志愿者教师项目成员，

曾支教于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平安堡中学。

现就职于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易通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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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公益人 | 
只有行动，才有可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 为 什 么 要 去 支 教？ 支 教 给 你 带 来 了 什

么？……”对于选择了“支教”这条少有人走的路的伙

伴们来说，想必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经常要去回答的，

而这样的自我追问也贯穿着我们整个支教生涯。时

至今日，许多新认识的朋友在听到我有过支教经历

之后，依然会提出类似的问题，让我不得不经常去

思考和更新着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东顺德人，选择去支教，

还要去寒冷的坝上草原支教，真的是一个让身边人

难以理解的决定。但回过头看，这段经历对于我的

人生轨迹真的有极大的影响：当我去到中国最广大

的乡村地区时，“城乡对比”的思路就在不经意间出

现了；而当对比发生的时候，作为亲历者的我，更

是无法忽视“城镇化对于农村发展的冲击”这个时代

议题。

大学毕业后，我原本应该回到家乡的一所普通

学校里，安安分分地做一辈子语文老师，但现在的我，

选择了成为一名全职公益人，所关注的领域也从教

育延伸到了农业与扶贫。支教经历是我选择公益行

业最直接的原因，它让我与乡村教育、农村、农民

产生了联结，而这些联结也帮助我一步步走出了自

己未来的路。

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全国

各地出差：与县城的年轻老师在校园内漫步，倾听

他们教学与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感受不同地区的教

育生态；与村子里的农友们在田间行走，聊聊庄稼

的收成和牲畜的养殖，了解社区的发展情况；与行

业内的专家学者一起，到不同地区进行调研、考察，

从他们身上学习如何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感恩

这一路上碰到的人与事，促使我不断地走出自己的

舒适圈，去观察、去理解、去思考、去学习，让视

野变得开阔，让思维变得丰满，努力成为一名优秀

的全职公益人。

从选择“全职公益”的那一刻开始，除了个人发

展之外，我们还要面对许多客观的问题与挑战，其

中最典型的就是与许多同行交流时都会不约而同提

很多志愿者教师在结束支教项目之后或是继续从事教师职业或是继续从事

公益事业。支教为他们带来的影响不是短暂的而是长期、深远的，志愿者本人

对支教意义的理解也随着工作经历的增加和人生阅历的丰富不断地加深和更新。

2013 级志愿者教师何锦豪便是其中的代表，他深刻地体会到，支教的意义不止

局限于提高志愿者自身能力，更是要将影响扩大到更广义的乡村发展上去，因

此他选择全身心地投入公益，成为一名全职公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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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一个词：张力。根据个人的观察和总结，从事

公益行业的张力包括但不仅限于：

相信社会会变得更好的理想与负面事件层出不

穷的现实之间的张力；

实际工作中坚持不懈的投入与面对现实时绵绵

不断的无力之间的张力；

和外部环境共鸣所带来的感性认知与议题分析

所需要的理性思考之间的张力；

理想中的工作方式与实际能执行的操作。

于我而言，选择做一名全职公益人，由始至终

都是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对社会的发展负有责任，

特别是当大量的人力物力走上“商业”这条道路时，

应该（或者说需要）有人关注并且尝试去解决由于“发

展”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无论是在农业、教育、

环保还是其它不同的领域。它们的发展不仅需要行

业自身的推动，也需要外部各方共同的努力。除了

常规的行政力量之外，更应该有第三部门及公众的

参与。

最后，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为什么要去支教？

因为我相信，想的都是问题，做的才是答案。支教

给我带来了什么？它给我带来了一颗强大的内心，

让我能够在重重张力下的公益道路上不断前行；但

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带来了一种信念：只有行动，

才有可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以上，与你我共勉。

（所述意见为作者观点，并不代表任何机构政

策）

何锦豪，2013-2014 志愿者教师项目成员，

曾支教于河北省丰宁县鱼儿山中心校，现任乐施会

（香港）北京办事处助理项目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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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乡村有个约定 ▏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我出生在湖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都

是朴实的农民，家里有四姊妹，我是老大。我父母

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但是他们知道读书可以改变命

运，节衣缩食供我们读书。2016 年夏天，我从湖南

第一师范学院毕业，怀着满腔的热情回到了湘潭，

从教于一所村小。

这是一所典型的村“小”，只有 56 个学生、7

位老师。村小好像是不被看见的弹丸之地，约 2000

平方米的校园，相当于七分之一个标准运动场的大

小。其次教师奇缺，每一位教师的工作量都很大。

班级里虽然只有十几个学生，但因为分班教学，每

一位老师都同时跨学科教好几个科目。我们学校的

7 位老师周课时除早、中自习外平均仍有 20 节以上，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杂事，门坏了、玻璃掉了，甚至

是家长闹事了，都要处理。

回想起来，工作头两年我因为被误解哭过；为

学生的成长、收获，痛过笑过；为未知的前途命运

迷茫过。但是说到成就感，依然是因为学生，学生

愿意笑了，变得活泼了，爱上课了……

我们学校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他们需要榜样

教他们如何面对游戏、网络这些诱惑，需要有人告

诉他们看似枯燥的学习可以很有趣。因此即便再难，

我们依然要坚持，为了那些本就缺少爱的孩子们；

为了生我育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不再继续闭塞；更为

了赌那一口气：年轻人不是来适应这个世界的，而

是来改变这个世界的！

教育，光有情怀和激情是不够的，迟早会有现

实狠狠泼下几盆凉水。我是一个村小的老师，但同

时也极为“不安分”。我想唯有教师和学生一样生命

力是一起成长而向上的，是参与其中的，我们才能

产生归属感，而这两年我也正努力和孩子们一起打

造我们的归属感。

2017 年 4 月，在“为中国而教”和担当者行动

的帮助下，学校 5 个班有了图书角。孩子们第一次

接触这么多图书，他们有的捧起一本书席地而坐，

有的三五个围成一圈共读一本书。每一周我们开展

一次阅读课，在读书交流分享、校园乡土课程、故

事表演等一系列的活动中，孩子们的自信力、思考

从农村来又回农村去，李美玲的人生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因

为从小生长在这里，真实地体会到生存的不易和读书机会的宝贵之后，李美玲

决定在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农村，教会家乡的孩子“一杯水”的知识，为他们带

去自己命运的力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李美玲逐渐发现，自己想法和现实

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她哭过累过，可并没有退却过，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

并实现自己的理想，她一直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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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观察力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提升。

同年 8 月，在“为中国而教”的引荐下我们又有

幸加入了“友成基金会”放飞梦想项目组。说实话，

刚上航模课那会就连课桌和凳子都不够，我们也不

知道该从哪儿上起。但是，如果教学生时的知识储

备量必须是一桶水，而我们现有的也就一杯水，作

为教师我们还是会开始上课，决心教给学生这“一杯

水”的知识。

每一份坚持都是有意义的，而每一次努力都是

有回报的，只是时间长短问题。一年来，我们的孩

子们参加了一次远程航模课邀请赛，与其他十几所

农村中小学的孩子们同台竞技，获得了三等奖，还

在一次湘潭市组织的科技创新大赛获得了二等奖。

2018 年 5 月，我们还举办了一次自己的航模科技节。

或许这些成长和收获与其他学校相比太过微不足道，

但对一所只有 56 个学生、7 个老师的村小来说，我

们太清楚这一切之不易。而与这些荣誉相比，孩子

们的成长更加熠熠生辉。我们努力的意义就在于我

们给乡村孩子带去了工匠精神，带去了积极向上的

人生态度。

李美玲，2016-2018 未来教育家项目成员，

任教于湖南省湘潭县排头乡紫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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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教师 | 
做一名“野蛮”生长的老师 

我在尤溪第一中学待了四年。从一个大学毕业

生到一名中学英语教师，在这四年里，我带完了一

轮完整的高三，在新一届教学中，成为学校最年轻

的实验班的老师，获得“优秀青年教师”的荣誉。 

在基层的这几年，我疯狂地听课，做笔记，然

后尝试调整自己的教学，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一

开始，我就尝试各种办法地跨年级、跨学科听课。

我的方法是：先模仿，再琢磨，然后再超越。我会

完整记录这位老师上课的所有教学环节和内容，学

生活动，学生反映，闪光点，遗憾点，听完后，自

己再琢磨，哪些地方自己可以用不一样的上法，预

设效果会如何。

新老师阶段，我申请加入“为中国而教”的未来

教育家项目，雷打不动地参加了两年内的每一场培

训。每一次培训，都让我深受启发，无论是教育还

是教学，王雄老师、朱亚华老师，陈立云老师都会

让我茅塞顿开、醍醐灌顶。在“为中国而教”遇见的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让我觉得在县级中学教书也是

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人。赵周祺学

长在陕西，妙妙在广西，晶晶在四川……大家都在

为基层教育事业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初到县级中学，难免会有心理落差，可以允许

自己自怨自艾一段时间，但是不要陷进去。遗憾的

事情有一个共同点：它会越来越增加你的无力感，

直到你缴械投降。不抱怨，去行动就是对抗自己无

力感和落差的做法。

有很多公费师范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了基

层，我觉得，他们主动去适应环境，甚至改造环境

的态度才是最好的态度。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远远

小于一个人对自己的内在要求。即便在基层，也要

心向美好的教育理想，用行动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

离。

王宝花老师是一位优秀青年教师。成为优秀需要努力，而往往努力是一件

不舒服的事情，长期持续做不舒服的事情，一定要有足够的动力；这种动力的

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对于现状的不满足，对自己的不满意——王宝花老师便因

此尝试调整、疯狂地学习、“野蛮”地生长，就是这一股子韧劲和蛮力让她成

长为最绚烂的模样，她告诉我们，要想对抗无力的自己就不要认输，不要停滞，

永远不要缴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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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中学到市区中学，我也曾惴惴不安，惊

慌失措过，但是面对的依然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我对教育的敬畏感和四年前一样。虽然现在教学压

力更大了，每天工作时间更加紧张，面对的学生问

题也更加复杂，但这也给我提供继续向内生长的方

向。我暗自激励自己，希望自己在新的环境中，继

续如同蒲公英一样野蛮生长。

王宝花，2012 级未来教育家项目成员，曾在

福建省尤溪第一中学任教四年，现任教于陕西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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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财务报告
为中国而教 2015 年 5月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北京为华而教公益发展中心”。

北京为华而教公益发展中心资产负债表

2018-12-31           货币单位：元

年初  年末 
资产  
银行存款  2,763,395.24  2,227,698.10 
应收款项  27,144.00  46,834.02 
预付账款  -    1,585.00 
固定资产净值  8,344.10  9,061.00 
资产合计  2,798,883.34  2,285,178.12 

负债和净资产
流动负债
应付款项  7,076.51  44,510.74 
应付工资 -4.00  -   
应交税金  1,538.54  5,380.14 
负债总计  8,611.05  49,890.88 

净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886,835.21  1,262,135.60 
非限定性净资产  903,437.08  973,151.64 
净资产总计  2,790,272.29  2,235,287.24 
负债及净资产合计  2,798,883.34  2,285,178.12 

净资产变动 -554,985.05 

15%

85%

2018年收入明细

捐赠收入     限定性

捐赠收入     非限定性

15%

85%

2018年收入明细

捐赠收入     限定性

捐赠收入     非限定性

15%

85%

2018年收入明细

捐赠收入     限定性

捐赠收入     非限定性

北京为华而教公益发展中心业务活动成本表

2018 年
  货币单位：元

收入

捐赠收入——限定性 4,204,692.59 85%
捐赠收入——非限定性 752,243.40 15%
收入合计  4,956,935.99 

支出
项目执行支出
宣传招募费用  609,109.57 11%
项目成员能力建设  1,507,240.86 27%
在岗支持  2,896,983.55 53%
项目支出合计  5,013,333.98 91%

行政支出
筹资费用  123,109.70 2%
管理费用  375,477.36 7%
行政支出合计  498,587.06 9%
支出合计  5,511,921.04 100%

2018年支出明细

2%
7% 11%

27%

53%
宣传招募费用

项目成员能力建设

在岗支持

筹资费用

机构管理费用

2018年支出明细

2%
7% 11%

27%

53%
宣传招募费用

项目成员能力建设

在岗支持

筹资费用

机构管理费用

2018年支出明细

2%
7% 11%

27%

53%
宣传招募费用

项目成员能力建设

在岗支持

筹资费用

机构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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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 年财务走势分析
北京为华而教公益发展中心 2016 年 -2018 年资产负债表

   货币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
银行存款  1,828,893.71  2,763,395.24  2,227,698.10 
应收款项  20,000.00  27,144.00  46,834.02 
预付账款  -    -    1,585.00 
固定资产净值  15,827.10  8,344.10  9,061.00 
资产合计  1,864,720.81  2,798,883.34  2,285,178.12 
负债和净资产
流动负债
应付款项  9,986.30  7,076.51  44,510.74 
应付工资  -   -4.00  -   
应交税金  1,229.64  1,538.54  5,380.14 
负债总计  11,215.94  8,611.05  49,890.88 
净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458,670.35  1,886,835.21  1,262,135.60 
非限定性净资产  394,834.52  903,437.08  973,151.64 
净资产总计  1,853,504.87  2,790,272.29  2,235,287.24 
负债及净资产合计  1,864,720.81  2,798,883.34  2,285,178.12 

北京为华而教公益发展中心 2016 年 -2018 年业务活动成本表

货币单位：元

收入 支出

2016年-2018收入及支出情况

6,000,000

3,769,148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23,195

3,128,481

4,956,936

5,511,921

4,065,248
5,000,000

4,000,000

3,000,000

2,000,000

1,000,000

0

收入 支出

2016年-2018收入及支出情况

6,000,000

3,769,148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23,195

3,128,481

4,956,936

5,511,921

4,065,248
5,000,000

4,000,000

3,000,000

2,000,000

1,000,000

0

收入 支出

2016年-2018收入及支出情况

6,000,000

3,769,148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23,195

3,128,481

4,956,936

5,511,921

4,065,248
5,000,000

4,000,000

3,000,000

2,000,000

1,000,000

0

财务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收入
捐赠收入——限定性 3,312,057.03 2,748,761.30 4,204,692.59 
捐赠收入——非限定性 457,090.89 1,316,486.63 752,243.40 
收入合计  3,769,147.92  4,065,247.93  4,956,935.99 

支出
项目执行支出
宣传招募费用  223,656.86  282,241.24  609,109.57 
项目成员能力建设  478,482.41  980,618.78  1,507,240.86 
在岗支持  935,796.31  1,529,485.50  2,896,983.55 
项目支出合计  1,637,935.58  2,792,345.52  5,013,333.98 
行政支出
筹资费用  40,638.24  79,670.49  123,109.70 
管理费用  344,620.69  256,464.50  375,477.36 
行政支出合计  385,258.93  336,134.99  498,587.06 
支出合计  2,023,194.51  3,128,480.51  5,511,921.04 

备注：1.2018年支出大幅提升是由于参加培训的人数规模增加以及单人培训成本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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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起，我们开始参加腾讯 99 公益，筹款来源开始多元化，截至 2019 年，公众捐赠总额

2525386.61 元，近 121270 捐赠人次。世界的变好 , 不是一个人做了很多 , 而是很多人都做了一点点。感

谢所有的捐赠人，聚微爱成浩瀚，一起为中国而教，为中国未来而教。

爱佑慈善基金会

澳门同济慈善会

阿里巴巴公益

博世中国

陈一心家族基金会

傅德荫基金有限公司

福特基金会

郭氏慈善信托

广东省与人公益基金会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华侨基金会

汇丰（中国）银行                                                   

捷豹路虎中国

嘉道理慈善基金会

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

限公司

江苏新鸿联集团

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

蚂蚁金服公益

麦田教育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瑞德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Trafigura Foundation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腾讯公益平台

田家炳基金会

“为中国而教”校友会

香港康运基金会

新公民计划

伊顿（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壹基金

周大福慈善基金会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中远海运慈善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银行扶贫助学慈善基金

陈曙先生

金岩先生

李成辉先生

刘波先生

庞升东先生

沈世德先生

武雪松先生

张小莺女士

章明基先生

兴迷粉丝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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