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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生

湖北支教活动方案

一、活动缘起

“孔子行脚”计划由台湾师范大学发起，号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各高

校的青年学子参加，对各地偏乡学童进行课辅服务、传递爱心的活动。华中师范

大学高度赞同该计划践行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思想以及促进青年学子沟通交流

的核心理念，自 2013 年以来，连续七年举办“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支教活动，

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相关高校的 830 余名大学生深入湖北偏远地区和少数

民族地区，向当地 4400 余名学子传播了知识与快乐。该活动已成为华中师范大

学重点打造的暑期交流品牌项目。2021 年华中师范大学将继续组织海峡两岸暨

香港、澳门大学生前往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以及黄冈市蕲春县开

展该活动。

二、活动宗旨

1.以创造教育均等机会为使命，通过组织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生携

手深入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志愿支教活动，共同关心和服务偏远地区教

育；

2.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大学生热心公益、服务社群，践行公民责任

精神，提升大学生自身素养，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锻炼大学生就业的核心能

力；

3.组织大学生参观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辛亥革命博物馆、黄鹤楼、楚河

汉街、恩施腾龙洞等自然人文景观，体验湖北的历史文化及地方特色；

4.加强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生交流与学习，培养团队合作默契与互

助精神。

三、活动时间

2021 年 7 月 3 日（星期六）至 7月 14 日（星期三），共计 12 天。

四、支教地点

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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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初中生为主

2.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小学生、初中生为主

五、邀请单位

台湾：台湾师范大学、彰化师范大学、高雄师范大学

台北教育大学、台北市立大学、台中教育大学

东华大学、台东大学、屏东大学

台湾清华大学、“中央”大学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交通大学、中正大学

实践大学、东海大学、中兴大学、台湾中山大学、淡江大学

元智大学、义守大学

香港：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公开大学

澳门：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理工学院

大陆（内地）：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六、日程安排

序号 日期 内容 地点

DAY1 7 月 3 日（星期六）
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师生抵达武汉，入住华中

师范大学桂苑宾馆

武汉DAY2 7 月 4 日（星期日）

启动仪式、行前培训

欢迎午宴

校内参访、小组团建及授课准备

DAY3 7 月 5 日（星期一）
团队破冰活动

武汉市内参访

DAY4 7 月 6 日（星期二） 师生乘车前往支教地，当地参访并入住当地宾馆 恩施/黄冈

DAY5 7 月 7 日（星期三）
当地参访

授课准备
恩施/黄冈

DAY6-

DAY10

7 月 8 日（星期四）

至 7 月 12 日（星期一）

湖北偏乡教辅活动

星期一下午小组总结
恩施/黄冈

DAY11 7 月 13 日（星期二）
师生乘车返回武汉，入住华中师范大学桂苑宾馆

总结分享会 武汉

DAY12 7 月 14 日（星期三）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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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活动共 12 天，日程供参考，主办方可能会依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七、经费说明

华中师范大学承担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师生落地接待（含活动期间食宿、

交通、参访及保险费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师生由学校所在地往返武汉的

费用自理。

八、报名程序

请各校推荐优秀指导老师和学生参加，报名材料于 5 月 30 日前发送至华中

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邮箱 hmtccnu@mail.ccnu.edu.cn,邮件主题为:“学

校名称+2021 湖北支教活动报名材料（X份）”。

报名材料如下：

1.华中师范大学 2021 年“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

生湖北支教活动报名表（见附件 1）

2.华中师范大学 2021 年“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

生湖北支教活动师生信息汇总表（见附件 2）

3.个人证件照电子版（蓝底，jpg 格式，像素 423*545）

（注：此照片将用于结业证书，请按格式要求提供照片）

九、注意事项

1.为旅途安全考虑，建议各高校指导学生购买同一往返航班或车次，并在

6月 7 日前将往返信息（附件 3）反馈至 hmtccnu@mail.ccnu.edu.cn，以便安排

接送机（站）工作。

2.请各高校指导老师及队员注册微信，并添加助理向妤婷、赵仕鸿微信，

由其拉入活动微信群（微信二维码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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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联系方式

联系人：

刘 方 老师 +86-27-67863578 、+86-18171619188

李晨烨 老师 +86-27-67868827 、+86-15107146927

赵仕鸿 助理（负责台湾及大陆高校） +86-15827453770

向妤婷 助理（负责港澳高校）+86-17755895229

邮箱：hmtccnu@mail.ccnu.edu.cn

十一、附件

附件 1：华中师范大学 2021 年“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

学生湖北支教活动报名表

附件 2：华中师范大学 2021 年“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

学生湖北支教活动师生信息汇总表

附件 3：华中师范大学 2021 年“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

学生湖北支教活动交通信息表

附件 4：华中师范大学 2021 年“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

大学生湖北支教活动工作推进日程表

附件 5：华中师范大学 2021 年“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

学生湖北支教活动支教及参访地区简介

附件 6：华中师范大学 2019 年“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

学生湖北支教活动概况

华中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1 日

mailto:hmtccnu@mail.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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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华中师范大学

2021“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生湖北支教活动报名表

（二寸蓝底近照）

照片需另附件

提交电子版

jpg 格式，象素 423*545

姓 名 性 别

学 校 出生日期

人员类别

（请勾选）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教 师

专业（学生）

/任职部门

（老师）

年级（学生填

写）

Email 微信号

证件类型*

（请勾选）

□台胞证 □回乡证

其他（请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

身 高

（cm)

体 重

(kg)

证件号码*

衣服尺码（请

参考衣服尺码

对照表）

联络地址 联络电话

紧急联络人

及电话

紧急联络人： 联络电话：

（与紧急联络人的关系： ）

授课经验 □无 □有，请说明：

支教

意愿地

恩施-宣恩县 □黄冈-蕲春县

□两者皆可 （支教意愿地供安排时参考，主办方将根据情况统筹安排，敬请理解。）

可进行教学的科目（请至少选择三科，并以数字 1-3 排列优先级）：

□历史文化 □音乐 □体育 □美术 □外语 □科学 自然地理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如饮食

要求）

既往病史 是 否 来 过

武汉

□是 □否

自我介绍（请简述您的个人特质、才艺与参加本活动理由）

*填表说明：证件号码一栏请填写台胞证或回乡证号码，用以购买保险、火车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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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华中师范大学

2021“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生湖北支教活动

师生信息汇总表（详见 Excel 表格文件）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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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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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

服

尺

码

支

教

意

愿

地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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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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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电

话

备

注
（
如
饮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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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

*注：1.证件类型：台胞证、回乡证、其他（请注明）；支教意愿地供安排时参考，主办方

将根据情况统筹安排，敬请理解。

2.下附衣服尺码对照表



7

附件 3：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年“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生湖北

支教活动交通信息表（详见 Excel 表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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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年“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生

湖北支教活动工作推进日程表

序号 事项 时间

1 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高校邀约、经费申请等 5月

2 活动方案制订与校内队员选拔等 5月

3
新老队员交流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高校

报名材料收集统计等
5月

4

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高校师生航班（车次）

信息收集统计、接机（站）及住宿安排规划、

宣传材料制作、支教当地联络等

5-6 月

5 行前培训及团队建设事宜、团队接洽等 6月

6 活动实施、宣传报道等 7月

7 活动总结等 8月-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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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华中师范大学

2021“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生湖北支教活动

支教及参访地区简介

湖北省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故名湖北，简称鄂。长江及其最大支流

汉江，润泽楚天，水网纵横，湖泊密布，湖北省因此又称“千湖之省”。湖北文

化底蕴深厚，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的故里在湖北。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在长达

800 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楚文化。

全省总面积 18.59 万平方千米，常住人口为

6100 万人，有 12 个省辖市，1个自治州，39 个

市辖区，24 个县级市，37 个县，2个自治县，1

个林区。省辖市依次是武汉市、黄石市、襄阳市、

荆州市、宜昌市、十堰市、孝感市、荆门市、鄂

州市、黄冈市、咸宁市、随州市，自治州为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当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9366.55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0.3:44.5:45.2。湖北省科教文化实力位居全国前列，是中国重要的高等教育基

地，2所“985 工程”高校，7所“211 工程”高校，在校大学生、研究生 153.7

万人。

湖北与台湾历史渊源深厚，现实联系紧密。目前湖北籍台胞有 20 多万人，

常住湖北的台胞 3500 余人，涉台婚姻 1.48 万对，每年在鄂就读台生 500 余人。

全省台资企业累计注册超过 2700 家，累计有 400 多万人次台胞来鄂参访交流，

两地经贸联系更加密切、同胞情谊日益深厚。

截至目前，湖北省已建立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 5000 多家，接收大学生实习

实训 192 万人。建立 2家国家级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基地和示范点，4家省级

台湾青年实习就业创业基地、示范点和辅导中心。为台湾青年提供了近 5000 个

实习就业岗位，引进 100 余家台湾青年创业企业，帮助 500 余名台湾青年在湖北

发展。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北经济学院等高校通过公开招聘已引进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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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台湾高素质人才在学校任教。

武汉市

武汉位于中国中部，是湖北省省会和政

治、经济及文化中心。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

其最大的支流汉水在此相汇，市区由隔江鼎

立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部分组成，通称武

汉三镇。全市现辖 13 个区、3个国家级开

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吴家山台商投资区），总面积

8569.15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121.20 万人。

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是

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的作用。独特的

区位优势造就了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武汉正在成为全国四大铁路运输枢纽之

一。武汉港是我国长江流域重要的枢纽港和对外开放港口。巨大的区位交通优势

推动了武汉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以建设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为目标，合理规

划布局以现代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为节点的现代物流体系，武汉作为

联结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促进中国东、中、西部互动的桥梁纽带功能逐步显现。

武汉是国家重要的科教基地之一，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大城市第三位。拥有

包括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84 所普通高校，100 万在校大学生。成人高校

在校学生近 12 万人。各类科研机构 106 所，国家实验室 1个，国家级重点实验

室 13 个，在汉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院士 72 名。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十分丰富，

“武汉——中国光谷”所在地武汉东湖

地区是我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在光通

讯、生物工程、激光、微电子技术和新型

材料等领域，科技开发实力处于全国领先

地位。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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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位于湖北省西南部，东连荆楚，南接潇湘，西临渝黔，北靠神农架，国土面

积 2.4 万平方公里，辖恩施、利川两市和建始、巴东、宣恩、来凤、咸丰、鹤峰

六县。恩施州总人口 402.10 万，于 1983 年 8 月 19 日建州，是共和国最年轻的

自治州，也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

恩施是巴文化的发祥地，是世界优秀民歌《龙船调》的故乡，是鄂西生态文

化旅游圈的核心区。这里有 200 多万年前“建始直立人”留下的世界最早的“古

人类文化”，有与楚渝文化交相辉映的“巴文化”；有精美绝伦的土家织锦西兰

卡普；有中国南方杆栏式建筑经典土家吊脚楼；有亚洲第一洞“腾龙洞”；有可

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媲美的“恩施大峡谷”；有全国罕见、一线串珠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星斗山、七姊妹山和国家森林公园坪坝营、国家 4A 级景区黄金洞、麻

柳溪羌寨等。这些奇观和多彩的民族文化、良好的自然生态、宜人的气候条件，

使恩施州成为名符其实的“旅游胜地”，与张家界、长江三峡构成了中国黄金旅

游线上的“金三角”。

恩施州是一个物产富饶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近 70%，享有“鄂西林海”、“华

中药库”、“烟草王国”等美誉，是华中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恩施州属沉

积岩分布地区，沉积矿产比较丰富。到目前为止，全州已发现各类矿产资源 75 种，

矿产地 370 余处，其中探明 D级储量的有 31 种，矿产地 235 处。恩施州拥有世界

上最大的独立硒矿床，有“世界硒都”之称。

宣恩县

宣恩县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隶属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东接鹤峰，西邻咸丰、东北、西北及北部

与恩施市交界，西南同来凤毗连，东南与湖南省龙山、

桑植等县接壤。209国道由北向南纵贯全境96公里，

鸦当、椒石省道自东向西，入湖南、到重庆，横穿全

境75公里，沪蓉高速和长渝高速的连接线将穿境而

过，顺利实现乡乡通油路。

宣恩县辖5个镇、4个乡。南北相距73.9公里，东

西相距71.5公里，总面积2740平方公里。春秋为巴子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6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6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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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乾隆元年（1736），并施南、东乡、忠峒、忠建、木册、高罗诸土司地置

县，命名宣恩。1995年，改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宣恩县共有各类学校105所，其中小学88所，普通中学15所，职业高中1所。

此次活动在宣恩县共设如下三个支教点：

1.宣恩县椒园中学。宣恩县椒园中学始建于1971年，学校占地面积22593平方

米，校舍建筑面积7138平方米，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5463平方米，绿化用地6778

平方米。学校现有28个教学班，学生1752人，专任教师106人，其中中学高级教师

17人，中学一级教师61人。学校办学条件优越，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先进，

学校管理科学，办学成果卓越，堪称学生求知的学园、生活的花园、成长的乐园。

2.宣恩县沙道民族中学。宣恩县沙道民族中学，座落在湘鄂两省五县交界之

处，素有“小上海”之美誉的沙道沟集镇。沙道民族中学创建于1958年，1987年

由州民委命名为“宣恩县沙道民族中学”。沙道民族中学是一所充满生机和活力

的民族学校，这里景色优美，环境宜人，师资雄厚，学校坚持“以人为本，与时

俱进，为学生终身发展着想，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办学理念，成为全县“绿化合

格学校”、“卫生合格学校”，先后被评为“综合治理先进单位”、“教育教学

先进单位”、“县级文明单位”、“宣恩县示范学校”、“湖北省体育传统项目

学校”等。

3.宣恩县李家河民族中学。宣恩县李家河民族中学，地址位于海拔落差大，

小气候特征明显，垂直差异突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恩施宣恩县李

家河乡，学校主要提供初级中学教学。

黄冈市

黄冈是湖北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湖北省东部、大别山南麓、长江中游北岸，

京九铁路中段，是武汉城市圈成员城市之一，南与鄂州、黄石、九江隔长江相望，

东连安徽，北接河南。截至 2012 年底，

黄冈市现辖有七县两市一区，127 个乡

镇街，4290 个行政村，国土面积 17,453

平方千米。根据黄冈市公安局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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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2013 年全市户籍人口 7501522 人。黄冈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有 2000 多年

的建置历史，孕育了中国佛教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宋代活字印

刷术发明人毕升，明代医圣李时珍，现代地质科学巨人李四光，爱国诗人学者闻

一多，国学大师黄侃，哲学家熊十力，文学评论家胡风等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巨匠。

此外还有国家主席李先念、代主席董必武等政治人物。黄冈先后获得一系列荣誉。

其中：2007 年首届中国十佳宜居城市第五名，2012 年入选“2012 年度中国特色

魅力城市 200 强”，2013 年荣获“荆楚诗词之市”荣誉称号，2013 年荣获“中

国书法城”荣誉称号。

现有各级各类学校 5978 所，其中大中专学校 22 所，普通中学 366 所，小学

3800 所。一批骨干学校富有特色。黄冈师范学院是境内本科高等院校，全日制

在校生 11000 人，成人教育在校生 4000 多人，设有文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

系、音乐系等 15 个院系，英语、教育技术专业是全国同类院校教改牵头单位，

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省级重点学科，学院有一批省级学科带头人，省级先

进实验室和省级优质课程。学院国院交流广泛活跃，已与美、英、澳、日、加等

国的 10 多家高校与机构建立了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常年有外籍老师任教讲学，

2002 年开始招收留学生。黄冈中学是湖北省重点中学，形成了“严谨求实，团

结奋进”的优良校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数、理、化学科全国竞赛成绩一

直在全省多列前茅，获奖总人数 2800 多人，其中国家奖 900 多人。在国际数、

理、化奥赛中累计获 6金、4银、1铜共

计 11 枚奖牌。

蕲春县

蕲春县地处鄂东边陲，大别山南麓，

长江中下游北岸，素有“吴头楚尾”之

称，历为水陆交通要冲，商品集散中心。

今日蕲春南临长江“黄金水道”，京九铁路、沪蓉高速公路、鄂皖等级公路均穿

境而过，乘车一小时可抵达武汉天河机场，交通区位优势极其明显。县内交通发

达，形成了“两纵五横五循环”的干线公路网络，支线公路实现村村通.京九铁

路穿境而过，在本县设有三级客运站和货运站各一个，客运站位于京九铁路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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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正处县城中心，站前广场（人民广场）为埠九段最大的广场。蕲春南倚长江

“黄金水道”，境内各级客货运码头沿江而建，与铁路、公路一起构筑了蕲春现

代交通大格局。

蕲春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长江中下游农业开发项目县，

被湖北省政府定为优质米生产基地县。 蕲春山奇水秀，景色宜人。有国家、省、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86 处。蕲州李时珍陵园和李时珍生前行医处玄妙观,年接待中

外游客 40 余万人，李时珍墓 1982 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汇集

新石器时期和西周时期文化的毛家咀遗址，山青水秀的太平避暑山庄，横岗山国

家森林公园，桐梓温泉，三角山自然景观等享誉海内外。

此次活动在蕲春县共设置两个支教点：

1. 赤东中学。赤东中学位于医圣李时珍故里——蕲春县，是一所初级中学。

赤东中学始建于 1958 年，原为蕲春县第六中学，后改为赤东高中，1992 年更名

为赤东镇初级中学，沿用至今。赤东中学现有校园面积 46657 平方米，校舍建筑

面积 121417 平方米。校园里各种树木四季常青，古朴典雅的牌楼与合理的建筑

布局相互映衬，幽雅的自然环境是育人的理想场所。

2. 赤东镇陈云小学。赤东镇陈云小学坐落于有“蕲春粮仓，鱼米之乡”美

称的湖北省黄冈市赤东镇,该镇现有版图面积 148.97 平方公里，总人口 6.2 万。

蕲漕一级公路穿境 5公里，镇南距黄黄高速公路蕲春入口处 5公里，长江蕲州水

运港口 8公里，北距京九铁路三级客货站 2.5 公里。辖 46 个行政村。镇政府驻

邓元村，距县城 9千米。

该镇为县内粮、棉、渔主产区，农业以优质水稻、瓜果、蔬菜、苎麻、药材

种植和水产、畜禽为主。境内盛产鳜鱼、鲇鱼、鲫鱼、莲藕、三渡蒿菜、枇杷、

柑桔、甘蔗、无籽西瓜、草莓、薄荷、丹参、玄参、板兰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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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华中师范大学

2019“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生湖北支教活动概况

2019 年 7 月 3 日至 7月 14 日，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 2019“阳光支教·孔子

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生湖北支教活动在鄂成功举行。活动不仅为湖

北偏远地区学生提供了涵盖多元文化的优质课辅服务，向他们传递了知识与温

暖，同时也提升了参与支教大学生热心公益、服务社会及团队合作的意识，深化

了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青年学子间的沟通了解，受到各界的一致好评，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孔子行脚”计划由台湾师范大学发起，号召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各高

校的青年学子，为各地偏乡学童进行课辅服务、传递爱心。华中师范大学高度赞

同该计划践行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思想以及促进青年学子沟通交流的核心理念，

2013 年以来，已连续七年举办“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支教活动。来自海峡两

岸暨香港、澳门地区相关高校的大学生共计 830 余名，于暑期深入湖北偏远贫困

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向当地 4400 余名学子传播了知识与快乐。该活动已成为

华中师范大学重点打造的暑期交流品牌项目。

2019“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活动是历届以来支教范围最广泛的一次。来自

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科技大学及内地

9所高校的 89 名优秀青年学子及带队老师分成 12 个支教小组，赴湖北省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黄冈市蕲春县和宜昌市远安县的 10 个支教点，为当地

761 名中小学生带去了 470 学时的特色课程，课程安排涵盖面广，包括各地历史

文化、科学、艺术、外语、团建、体育及社会实践等特色趣味课程，旨在开阔学

生视野，丰富学生假期生活。活动期间还组织了参访交流活动，让海峡两岸暨香

港、澳门青年学子深刻感受荆楚文化。共青团湖北省委学校部部长柯建锋、华中

师范大学副校长彭南生等出席活动启动仪式并致辞。该活动受到各方高度重视，

取得较好的社会反响。黄冈日报、三峡宜昌网、蕲春新闻、青春远安等多家媒体

对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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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港澳与内地大学生湖北支教活动
精彩图片及新闻报道

（一）活动精彩图片

活动启动仪式

师生代表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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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设活动

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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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阿布授课留学生阿布授课

在支教地与当地学生们举行团队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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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

自制乐器-吸管排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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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互动

用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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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课堂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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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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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访

总结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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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新闻媒体报道

华中师范大学媒体报道：

http://news.ccnu.edu.cn/info/1003/31148.htm
http://news.ccnu.edu.cn/info/1003/31230.htm

黄冈日报：

http://rb.hgdaily.com.cn/html/2019-07/14/content_385447.htm?div=-1&from=grou
pmessage&isappinstalled=0

恩施州教育局：

http://jyj.enshi.gov.cn/xsdt/201907/t20190716_542648.shtml

蕲春新闻：

http://m-qichun.cjyun.org/p/65902.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1
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tdsourcetag=s_pcqq_ai
omsg

蕲春电视台：

http://m-qichun.cjyun.org/p/65902.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1
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tdsourcetag=s_pcqq_ai
omsg

青春远安：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MxOTkwMQ==&mid=2650717390&
idx=1&sn=ac37d5fe5cc7b9878904f34e649638e1&chksm=8855bb7cbf22326a8b91b8
9b586ec0c050c54c9b9a2f5252efd221ca47b0531d145223250607&mpshare=1&scene
=23&srcid=#rd

宣恩县沙道中学报道：

https://www.meipian3.cn/295bwo1w?share_depth=3&user_id=ohbsluHLh3CFk8v
ZZoFEG9V8uoYM&sharer_id=ojq1tt1RCBDjAbEopMRAB_gpLjh0&first_share_ui
d=48288743&share_user_mpuuid=2dd4509c1b93c96405384dc507286a67&v=5.0.1
&share_source=group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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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日报》 《华大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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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恩施州教育局网站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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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恩县教育局宣传

蕲春新闻视频宣传



28

三峡宜昌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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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恩新闻视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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