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METRU)”项目系列成果 

项目实施纪实 



 

  

说明：本册中所有的照片均选自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的项目

县和项目学校，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官员、国家级专家团队实地访问时拍摄，部分图片是由项目

县提供。所有照片在拍摄时，均征得了项目学校的学生或学校校长、教师的同意。 

 

封面图片： 

收到体育运动包的高兴的学生们。这些学生经历了2008年四川地震，项目提供的体育、图书等资源，

帮助这些学生能够早日走出灾难带来的阴影，享受到比震前更好的教育。四川省青川县，红光小学，

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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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METRU）”项目是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和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的合作项目之一，旨在为四川

和甘肃两省四个项目县受2008年四川地震影响的师生提供有

质量的学习资源，创造快乐的学习环境，使老师随着“重

建”的步伐获得专业发展和教学支持的机会，让学生获得优

质的教育，以实现“重建更美好”的目标。 

在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资助下，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以及四川和甘肃两省教育部门携手合

作，在四川的青川县和苍溪县、甘肃的西和县和崆峒区建立

“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实现以下三个目标： 

一是改善项目学校学生的学习环境，提供图书、体育、

音乐和教具等资源，并支持在学校开展安全教育、健康教育

和环境卫生教育等主题教育； 

二是为教师提供有质量的培训和支持，在项目县建立导

师团队，导师定期走访学校，实现即时的、现场的、持续的

教师培训与教学指导； 

三是探索依托“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改善受地震

影响地区教育质量的有效经验，记录好的做法，为在更大范

围内推广奠定基础。 

项目自2009年12月启动，至2015年3月结束，历时五年，

覆盖了四个项目县的全部小学和教学点，共578所，受益学生

13万名，教师8000余名。项目的实施给学校带来更好的教育

资源，为教师提供更好的教学方法，最终让学生们得以享受

到更好的教育。 

为总结项目实施五年来的实施过程和取得的经验，生动

纪录项目学校师生发生的变化，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和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的指导下，由项目的国家级专家团队——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民族教育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组织开发了这一

项目纪实画册。 

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

国家级技术小组 

2015年3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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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导师团队，走到乡镇中心学校开展活动，指导学生开展阅读活动。 

甘肃省西和县，兴隆中心小学，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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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缘起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对四川省和

甘肃省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学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儿童的学习和生活。 

为加速在四川和甘肃受灾地区和学校中实现“重

建更美好”的目标、让儿童获得优质的教育，保时捷

（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全力资助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与教育部以及四川和甘肃两省教育部门携手合

作，在四川的青川县和苍溪县、甘肃的西和县和崆峒

区建立“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为项目学校的

学生和教师丰富现有课程、改善学习的质量和提高教

学的水平；同时，也是在四个项目县（区）试点“即

时的、现场的”培训和教学指导，建立县级教师支持

服务体系，并积累经验，以期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项目为期五年，即从2009年12月至2015年3月。  

学生走过受地震影响倒塌的学校建筑。甘肃省西和县，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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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在四个项目县精心

遴选，组建县级导师团队，定期走访学校。 

项目丰富了学校现有的学习资源：为学校提供图书、

体育和音乐器材、安全教育资源等，导师定期走访学校，

以乡镇学校和村小、教学点为重点，组织学生开展课外活

动和主题教育。  

项目培养了一批适宜农村地区的、新型的支持教师专

业发展的导师队伍，扩展了“送培下乡”的内容和形式：

县级导师团队立足教师专业发展，开展校本培训和教研活

动，为教师提供适切的、本土的、持续的专业支持。 

项目传播了有效教学和教师培训经验：县级导师团队

走访学校过程中，注意收集项目学校基本数据，制作校本

培训和有效教学典型案例的宣传简报、形成文字和影像记

录，并在不同学校之间传播。 项目专家和导师团队描绘出的“项目愿景”。北京，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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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缘起 

“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自2007年以来合作，借鉴罗马尼亚的经验，

在七省八县试点“导师制”为依托的教师支持服务体系的试点工作的延续，目的是建立适宜于我国农村地区的、为广大教师

所接受的、互动的“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该体系能够承担教师的能力建设、培训的后续服务及“培训质量”监测等工

作，并通过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升儿童的教育质量。 

在项目县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项目整合相关教师培训资源和队伍，在项目县形成管理支持、学习支持、技术支持三

位一体的教师培训支持服务模式，建立互动合作的工作机制，并以导师制建设为突破口，为全县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

提供支持和服务，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能力。 

教师支持服务体系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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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在中国的缘起和发展 

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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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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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的逻辑 
项目的实施，以导师制为依托，建立了国家、省、县、学校四级联动的技术支持体系。其中，县级导师是该模式的核心。导

师既是教师，又是全面支持教师专业成长的专业人员，是广大农村中小教师的指导教师。 

通过国家级专家和省级专家对县级导师的实地指导和培训，提高县级导师队伍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县级导师对项目学校

教师的培训与指导，从而使个项目学校教师了解自身现阶段的需求，专业技能得到发展，实现有质量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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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能力建设 

2010年5月，第一次国家级导师培训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国家级专家团队向四个县遴选出的导师介绍了项目的实施

策略，说明了导师的角色、工作流程，并明确了各自需要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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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来自两个项目省的省级专家，结合各自特点，多次组织导师培训 

上：甘肃省2011年和2012年省级导师培训会；下：四川省2011年和2012年省级导师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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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指导学校的不同模式 
模式一：县－乡两级导师指导模式 

适用地区： 

学校数量多，分布分散； 

设有学区一级学校行政管理机构 

工作方式： 

（1）组建县级导师团队，同时，在每个

学区，组建学区（区级）导师团队； 

（2）县级导师团队，支持各个学区的中

心校以及部分学区的薄弱的教学点或村级

小学；同时承担培训和指导学区一级导师

团队，记录并传播各个学区的典型经验和

好的做法； 

（3）学区导师团队，依托本学区的中心

校，建立学区教师支持中心，为本学区内

的所有学校提供支持，与本学区的常规教

研和培训工作整合。 



 

13 

导师指导学校的不同模式 

模式二：县－校导师对口支持模式 

适用地区： 

学校数量少，分布集中；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所有学校。 

工作方式： 

（1）组建县级导师团队，按照学校集中

分布特征，将县级导师团队分为若干小

组，组内成员均衡考虑其所在机构、性

别、年龄和学科背景，每组负责一个片区

内的所有学校； 

（2）在每个导师小组内，各个成员分别

负责片区内的几所学校，做为联络人； 

（3）导师小组提前与所负责片区的各所

学校沟通，了解需求，并制定走访工作计

划，定期走访学校、开展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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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到校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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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到校工作 

在每一所学校，导师主要承担如下工作：（1）收集学校和学生的基本数据；（2）观察和记录课堂；（3）提供教师培训和教学指

导；（4）为教师提供教学改进的建议；（5）听课，收集好的实践；（6）制作宣传简报。 



 

17 

导师走访学校，进行课堂观察（左上、右上，四川省青川县）；集体备课和教研（右上，甘肃省崆峒区）； 

组织教师培训（右下，四川省苍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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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师

团

的

一

日

工

作 

出发，前往石峡高灯教学点（甘肃省西和县），遇到泥泞的道路和乡间小路，导师团弃车步行。 

8:00 

到达学校，课间的学生们看到县里的老师来了，有些陌生，也有些好奇；走过操场，看到橱窗中张贴

了新的内容，认真地给教师提点建议，让橱窗也发挥教育意义。 

9:00 

见到学校的教师，先和教师聊一聊，听听教师介绍备课的情况，教学中遇到的困难，认真记录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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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12:00 

走进课堂，听教师的课，观察课堂中的学校活动，记录下好的做法和可以改进的地方。 

导师也带来了一节示范课。示范课后，与教师进行交流，针对教学中的困惑，组织一场教师培训小讲座。 

13:00 

15:00 

 

课外活动时间，导师组织学生开展丰富的体育活动。带着满满的收获，导师离开了学校，结束了一天的走访。 

15:00 

17:00 

导

师

团

的

一

日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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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校学生以“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为主题制作的绘画手抄板报（四川省青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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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 

“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

目实施五年来，无论是来自项目县的

报告，还是专家团队实地走访的所见

所闻，均生动展示了项目给学校师生

带来了影响和变化。 

一方面，学生的学生态度和学习

兴趣得到很大提高，师生关系得到明

显改善，充足的图书和体育等资源丰

富了课堂内外的学习活动。每学期至

少一次的安全演练和多种形式的安全

卫生教育已经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教师的教学专业技能

得到了很大提升，以学生为中心的课

堂教学在项目学校中处处可见。来自

偏远学校，特别是村小和教学点的教

师，获得了更多的培训机会和培训资

源，城乡教师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 



 

22 

项目影响 

4 个项目县 

578 所小学和教学点 

130,000 多名小学生 

8,000 多名教师 

155 名县级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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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1：学生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 

相较于项目实施前，“移动

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的实

施，促进了项目学校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学习资源。 

以图书为例，项目实施五年

来，99%以上的学生都能够通过学

校图书馆获得图书，而在项目实

施之前仅为10.7%。 

项目的实施，在丰富了资源

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倡导了各种

创新的资源使用方式。例如：在

青川县开展的“图书漂流瓶”活

动，让图书真正移动起来，在生

生、班班、校校之间流动，多人

同读一本书，带来了更多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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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开展，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课外活动，阅读课外书便是其中之一。（青川县马鹿衡柏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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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2：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兴趣有所提高 

与项目实施之前相比，更多的学生对学习有了积极的态度。例如：相较于项目实施前仅有51%的学生上课能够积

极发言，项目实施之后的评估结果表明，79%的学生自我报告上课愿意积极举手发言；并且，96.3%的学生表明他们

更愿意学习，相较于项目实施之前，这一结果为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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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午的第三节课，随着悠扬的上课铃，我们飞快地跑回教室，端端正正的坐在座位上，等待着老师。终于，

谢老师从门口走了进来，她的手里拿着一个非常大的袋子，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同学们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都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对方。不少同学在下面小声的议论着，一个说：“老师要干什么”另一个说：“老师又要给我们上什

么有趣的课？”我的心中也满是疑惑。 

老师立刻示意大家安静，从袋子里神神秘秘地拿出了一个东西。大家一看原来是圆柱啊，可是关于圆柱的知识我

们不是已经学过，老师这是干嘛，正在大家更疑惑时，老师又拿出了一个圆锥，然后问道：“同学们猜猜看，我这是

要干什么”同学们都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看看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看它们的体积谁大”“算圆锥的表面积”

……“同学们再看看它们有什么地方相同”“它们的底面大小相同”“它们高相等”老师接着又说：“同学们真棒，

现在我们来看看它们体积之间有什么关系。” 

老师把圆柱的一个底面撕开，用袋子里的沙把它装满，接着又将圆锥的底面撕开，说道：“同学们仔细看好了，

看看等底等高的圆柱的体积是圆锥的几倍”说着，将圆柱里的沙慢慢地倒进圆锥里，倒满一次又倒出来再接着倒。我

们在下面小声的数着“一、二、三”刚好三次，我们得出了结论，便齐声回答：“等底等高的圆柱的体积是圆锥的3

倍”。老师点点头，说：“接下来我要考考同学们了，看看同学们今天学的怎么样，能否成为通过数学王国的勇

士”，老师这一句话立刻激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都争着当“勇士”，通过

种种难关眼看快要到达顶峰了，老师的一道难题阻挡了我们的步伐，不过我们不会就此罢休，教室里满是笔“刷刷”

的声音，终于这道难题被我们解决了，教室里立刻响起一阵欢呼声。下课铃响了起来，这堂有趣的数学课又结束了，

老师让我们在游戏中学习知识，在看似玩耍的过程中，去探索数学王国的奥秘，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充满了欢笑，

让我们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并让我们亲身体验，永不忘记。  

四川省苍溪县陵江小学六（1）班  蔡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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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3：师生、生生关系明显改善 

与项目实施之前相比，项目学校的生生、师生关系均有了明显的改善。以教师偏爱为例，项目实施之前，所调研学校

中，将近一半的学生认为教师偏心或偏爱部分学生，这一结果在项目实施之后，降为不到10%；就与同学关系而言，项目实

施之前，近40%的学生表达了“不喜欢自己的同学”，而项目实施后，有不到10%的学生对同学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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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培训中所倡导的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的课堂教学，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同时，更是促进了师生、生

生关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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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培训中所倡导的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的课堂教学，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同时，更是促进了

师生、生生关系的改善， 

 

我今年已经读小学五年级了，以前我不要说写作文，就是上课回答问题都不敢的。这一切都要感谢县上

老师的一节语文课。 

还记得是我读三年级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们班上来了一位外校的老师上课。刚开始，我的心中怕极

了，比平时的语文课还不敢抬头。老师走进教室做了自我介绍，我只记得姓韩，然后，就低着头看着语文

书，漫无目的的混时间。突然，我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我才看见老师拿着点名册，哦，是在点名册上随便

读到我的。这时，只听见同学们在悄悄给老师说：“老师，他像哑巴一样，从不读书和说话的。”我的头埋

得更低了，只见老师慢慢地来到我的桌边，俯下身子对我说：“李军，你读一句课文行吗？”我想只读一

句，我肯定地答道：“行！”韩老师脸上好像一下子放出了光彩，大声说：“谁说咱李军是‘哑巴’？大家

听见了，他回答得多干脆，声音多洪亮！”我听了之后，心里美滋滋的。于是，站起来大声地读出了第一自

然段。谁想到，老师带头给我鼓起了掌，接着全班想起了掌声，我又脸红地低下了头。只听见韩老师说：

“读得真好，而且我只要求你读一句，你却非常流利地读完了一个自然段，真了不起，我提议把掌声再次送

给勇敢的李军同学。”教室里的掌声更大了。 

从此以后，我喜欢上语文课了，每篇课文我都认真地读，每一节课我都认真地听，每一次作业我都认真

地做。慢慢地我的语文成绩提高了，其他的学科成绩也有提高。现在我已经读五年级了，我心中还记得，而

且我的心中肯定会一辈子记得改变我的一切的韩老师。 

四川省青川县上马小学  李军 

项目影响3：师生、生生关系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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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4：安全管理和安全演练已深入人心 

导师团队在学校指导开展的安全演练和安全教育等专题课程，帮助学校完善了自身的安全教育和安全

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建立了定期举行安全演练的常规。安全教育知识、逃生演练过程等内容，也渗入到

了每一个学生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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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5：教师课堂教学知识和技能明显提高 

项目评估结果表明，相比于项

目实施之前，教师的课堂教学知识

和教学行为均有了明显提高。 

以教学专业知识为例，95%以上

的教师均报告已掌握教材分析、教

学方法和课堂互动策略等知识，而

在项目实施之前，分别有71.3%、

66.2%和59.3%的教师报告自己已掌

握这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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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式的课堂教学，在项目学校中得以深入开展。无论是来自县级导师的示范

课，还是项目学校教师的日常教学，均将探索和实验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做为主要内容。（西和县姜川

中心小学） 



 

34 

项目影响5：教师课堂教学知识和技能明显提高 

 

 

不久前的一天，谢老师让我们玩一个智力游戏，名叫“欢乐厨房”。她神秘兮兮地对我们说：“这个游戏有点难度，融合了许多数学

知识在里面，能够让大家在乐趣中提升思维，开发智力。”只见谢老师拿出一个粉色的大盒子，并介绍说盒子里装了一张游戏图，一个骰

子，四枚棋子，四张菜单，十张计算簿，许多张不同功能的特效卡和一叠游戏币。之后，她任意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位同学到讲台上，并

发给四位同学每人一张说明书，让我们边看说明书边指导我们，还让台下的同学看是怎么玩的。 

首先，谢老师将写了有店铺名称和特殊情况的格子地图摊开贴在黑板上，并让我们四位同学掷骰子决定了谁是银行或者律师，是银行

的同学负责保管游戏币并发给包括他在内的四位同学每人1500元。随后，我们四个人掷骰子比大小决定先后顺序。游戏便真正开始了。第

一位同学掷骰子，掷了一个6，于是便前进了6格来到了一个卖鱼的店铺，谢老师告诉他现有三种选择：一是花钱购买菜单上要求数量的

鱼，二是花钱购买这家店铺，三是什么都不买。如果选择花钱购买菜单上指定的数量，则可以在计算簿上计算所需支付的金额。如果计算

错误则会被带到地图上的指定地点监狱，并且五轮不能进行游戏，在出狱时还要交纳50元钱给其他玩家当税金。如果不想坐牢，就要花

200元请律师。如果买下整个店铺，就可以不用计算金额并获得一张具有特效的功能卡，可以获下次打折等优惠，并可以收取其他玩家买

鱼所支付的金额。以此类推，谁挣的钱越多，就越可能先买完菜单上的食物而赢得游戏。 

随后，我们四位同学一边掷骰子，一边推算，一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不同选择，直到下课才决出赢家。 

最后，谢老师告诉我们：“整个‘欢乐厨房’的乐趣与难点就在于要通过计算来确定支付金额并做出各种选择，还要随时考虑其他几

位同学的情况，才能最终成为赢家。”  

四川省苍溪县陵江小学六（1）班   张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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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跑卡丁车”、“欢乐厨房”等数学游戏的引入，帮助学生们在游戏中学习，在玩耍中加深了对相关数学知识的理解。（青川县关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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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移动教育资源与

培训中心”项目，将以儿童为中心贯穿始终。项目

实施五年来，每个参与者都有着这样的意识：每一

位学生都能遇到好老师；教师是学生成长和成才的

引领者；学校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摇篮。 

围绕着团队建设、资源开发、模式创新、

重心下移等方面，项目探索了在受地震影响地

区依托“导师制”建立“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

系”。以问题为导向、以多方参与为核心策略

的项目实施方式，在各级的导师培训和学校现

场指导中传递着，提供给教师的不仅仅是多样

的教学方法，适切的专业支持，还有在培训和

教研活动中充分参与的机会。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项目学校的教师明显感

受到了工作环境有所改善，师生沟通更加频繁，师

生关系不断改善，项目的开展为当地师生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变化。 

 

本手册是对项目五年以来的过程回顾和成果总

结，是项目管理经验的提炼，是导师工作的记录，

是教师和学生成长的历程。愿每一位曾经参与到项

目中的人，都可以看见自己的成长。；愿每一位有

志于提高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质量、支持教师专业

发展的同仁，能够从项目实施中的经验中得到启

示，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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