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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未来希望幼儿班 -在布拖
自 2010 年开始 , 互满爱人与人接受了中国卫生部的邀请及凉山州外事办的批准 , 进入凉山州布拖县进行艾滋病和教育类发
展（学前教育领域）援助项目，工作成绩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良好评价。在布拖县的工作中 , 我们了解到布拖县儿童数量很多。
当时，15 岁以下的儿童人数占全部人口的 27%（2010 年）, 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是 16.6%（2010 年）, 鉴于此，互满爱
于 2012 年 8 月在布拖县开办了幼儿班项目。项目以早期教育为切入点，利用村庄闲置房屋翻修后作为教室开办非营利幼
儿班，在当地招聘初中学历以上年轻人并培训其成为合格的幼儿教师，混龄编班。同时组织当地社区成立家长委员会，参
与幼儿班的管理事务。通过幼儿班老师及同龄儿童的陪伴，家园共育，帮助留守儿童身心灵健康成长，缩小贫富地区儿童
早期教育的差距，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W
2012 年 -2015 年期间，互满爱人与人在布拖县运用了未来希望幼儿班社区模式运行。2016 年至今，采用一村一幼模式。
从 2018 年项目由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接手运行。

每个村一个校点，1-3 个幼儿班，每班大约 30 名幼儿。

社区为基础：本地社区（家长及村委会）是项目的主要决策者，并
获得本地政府部门——教育局、妇联、中心校的支持。。

教室：利用村庄闲置小学校舍、活动室等，重新利用并装修成儿童
活动场所。

教师：由本地社区家长委员会推选需具备至少初中学历（9 年），
互满爱提供系统的教育培训。

儿童：3-6 岁的儿童组成的混龄班制。

家长：家长组成家长委员会，每月接受儿童早期教育培训，家长支
付教师工资。

教育服务：以儿童为中心，提供全日制 6 小时的儿童早期教育服务。

管理与支持：常驻当地的项目团队，与教师和社区共同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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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项目模式



2015年10月，中共凉山州委、凉山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启动“一村一幼”普及农村学前教育战略，
切实解决凉山州特别是彝族藏区农村学前幼儿从母语向通用语言的过渡，初步养成健康文明生活习惯等问题，补齐教育短板，
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凉山州政府的这个机会恰好与互满爱最有优势的“未来希望幼儿班”模式相契合，为此布拖
县教育局和互满爱双方都有意利用各方优势为实现该计划的目标做贡献。

2016 年 4 月 21 日，互满爱和布拖县教科局正式签订“一村一幼”项目合作协议，对 14 个校点，40 个幼儿班近 1400 名
孩子及 63 名辅导员进行日常管理、辅导员培训、幼儿教学材料和相关管理工具的开发等方面进行支持。2018 年 1 月，凉
山州教育基金会与互满爱签订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双方约定共同筹集资金，支持凉山州有需求的县市实施“一村一幼”项目，
提升办学品质。

协助当地教育局针对性地解决目标教学点所面临的困难，主要从幼儿班管理、幼儿班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硬件设备补充等
方面进行支持，并由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选派优秀的项目团队在布拖实地开展项目，全面提升学前教育质量，为偏远贫困
山村的儿童提供优质学前教育。

一村一幼项目模式
2012 年开始，项目在互满人与人的执行管理下，得到了来自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乡村儿童早期发展基金、波兰大使馆、联劝
公益基金会、仁孚奔驰、全球儿童基金、王建先生等社会热心人士和机构的支持。其中乡村儿童早期发展基金会于 2013
年开始对幼儿班进行支持，直至 2017 年底就先后支持了 30 个幼儿班的运作，受益儿童超过 1000 名。越来越多的学龄前
儿童走进幼儿班，接受良好的学前教育， 为他们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项目发展迅速，2018 年秋季学期幼儿班
数量剧增，超过同年春季班数量的三倍， 总数达到 98 个班级， 惠及超过 4000 儿童。 在未来三年我们将继续支持 100 个
幼儿班的运作，为 193 名辅导员和 63 名园长的培训，以及幼儿班督导和管理，试用并安装辅导员考勤系统，开发学生管
理和教师教学计划交流 APP，帮助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1. 项目直接受益人
累计超过 780名幼儿班辅导员，63 名园长和 397 个幼儿班，超过 15000 名儿童受益。

2. 间接受益人
超过 15000 名儿童的父母。

3. 项目影响力
- 加强了与地方教育机构的联系与合作。
- 互满爱社区模式幼儿班项目的开展为凉山州布拖县实施“一村一幼”政策提供了借鉴
- 项目在布拖实施 8 年为当地培养了一批管理人才，5 名项目经理，6 名项目官员，70 名校点负责人。
- 幼儿班在幼儿能力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家长有更多的时间工作，提高了家庭收入。
- 对教师和家长的培训，提高了教师的专业技能、教学能力和态度。
- 提升了家长幼儿教育意识，加强了他们的家庭教育知识。

项目支持

项目影响力

项目活动
1.建立项目团队
项目团队包括 2 个县级项目主管，5 个项目片区经理和 1 个项目出纳。

2. 培训园长对其他辅导员进行管理督导和培训
针对园长的培训，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儿童早期教育和培训，健康卫生和营养，儿童体操课，手工课，教室装修，演示课程，3-6
岁儿童发育指南，如何讲故事，幼儿班日常管理，与儿童家长沟通，国家法律，良好习惯及安全知识以及舞蹈，幼儿班管理，
等等。培训的频次为每学期 2 次，每次 1 天

3. 培训辅导员的教学能力及日常管理能力
幼儿班为全日制，每周 5 天，每天 5-6 小时。一些幼儿班为混龄幼儿班，幼儿班教学的原则是以幼儿为中心。教师扮演的
角色是导师，引导者和指导员。幼儿班强调经验学习法。课程不仅包括传统课程，并依照农村自然条件进行改良，根据教
学地点和工具让儿童和辅导员自发的探索书本外的事物。幼儿班会提供彝语与汉语的双语教学环境，增加幼儿学习意愿，
为上小学做准备。

针对辅导员的培训包括：
a) 岗前培训：新入职幼儿辅导员参加，共 1 次，为期 2 天。
b) 学期培训：所有辅导员参加，每年 2 次，每次 2 天。
d） 管理，督导校点的幼儿班的教学情况。项目工作人员将会对校点进行标准化督导，每年每个校点督导 10 次，每次时长
2 小时。
e） 辅导员和园长激励，以及班级运转费用补贴。
项目将为制定辅导员和园长激励措施，以鼓励辅导员和园长更好的表现。包括为园长提供 70 元 / 人 / 月的补贴，为辅导员
提供 600 元 / 学期 / 班级的激励，根据评估结果发放。同时，为每个幼儿班提供 200 元 / 班 / 月的运转费补贴。
f）试用并安装辅导员考勤系统，开发学生管理和教师教学计划交流 APP。
试用并安装辅导员考勤系统，提高辅导员出勤率，规范教学管理；开发学生管理和教师教学计划交流 APP，提高教学和管
理质量。



2019 年布拖县未来希望幼儿班班级人员统计

片区名称 项目负责人 乡镇名称 校点名称 校点负责人 项目覆盖日期 班级名称 辅导员A 性别 学历 辅导员B 性别 学历 学生数 女生数 男生数

混龄1班 则尔曲 男 高中 哈马拉惹 男 中专 39 20 19

混龄2班 黑哈日拉 男 中职 米色优惹 男 高中 43 24 19

嘎吉班 约则么杨英 女 大专 吉木伙日 男 中专 56 23 33

洛底班 毛蓓蓓 女 中专 日力日聪 男 大专 57 24 33

小班 俄的子鬼 男 大专 舍布么古喝 女 大专 31 18 13

大班 约则拉曲 男 大专 王渣此吾 男 大专 28 10 18

混龄班 日力子鬼 男 中专 日力李哈 男 大专 34 20 14

混龄班 日力李强 男 大专 日力日沙 男 高中 27 11 16

威史尺村 沙马曲古木 2018年8月 混龄班 沙马曲古木 女 大专 吉火子合 女 大专 14 5 9

碾岩村 俄的小罗 2018年8月 混龄班 俄的小罗 男 中专 约则尔黑 男 中专 29 12 17

基只乡中心校 拿木日约 2018年8月 混龄班 拿木日约 男 大专 阿布么扯歪 女 大专 16 8 8

土比呷日 男 中专 日力牛沙 男 中专

吉呷子鬼 男 中专 论吾日色 男 中专

黑西村 阿力日拉 2018年8月 混龄班 中专 阿友收尔 男 中专 42 21 21

沙长英 女 大专 土比尔日 男 中专

俄的木尔 男 中专 米色么此歪 女 大专

海俄村 邓思号 2018年8月 混龄班 吉地沙子 男 中专 邓思号 男 大专 43 26 17

联补乡中心校
比机莫阿芝 2018年8月 混龄班 比机莫阿芝 女 大专 拉黑么土扎 女 中专 85 52 33

混龄3班 扭尔鬼 男 大专 杨桂英 女 中专 40 15 25

混龄1班 吉火伍沙 男 大专 安尔地 女 大专 38 24 14

混龄2班 吉联火沙 男 中专 江艳 女 大专 40 23 17

特木里镇 先锋村二幼 阿都小兵 2018年8月 混龄班 吉力莫力外 女 大专 阿都小兵 男 中专 32 18 14

合计 861 433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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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班

78

89

34

45

混龄班

混龄班

2018年8月

2018年8月

2018年8月

2018年8月

2018年8月

2018年8月

2018年8月

则尔曲

约则么杨英

俄的子鬼

日力子鬼

土比呷日

土比尔布

江艳

俄里坪村

俄里坪中心校
（洛底一幼）

委只洛中心校

觉古村

尔布村

老古德望

先锋村一幼
（先锋完小）

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基本信息情况统计表  

第1片区 阿都日色

俄里坪

委只洛

基只乡

联补乡

特木里镇

片区名称 项目负责人 乡镇名称 校点名称 校点负责人 项目覆盖日期 班级名称 辅导员A 性别 学历 辅导员B 性别 学历 学生数 女生数 男生数

小三班 阿布么阿罗 女 大专 乃保莫沙歪 女 大专 49 19 30

小二班 且沙么扯蕾 女 大专 俄底成贵 男 中专 51 29 22

大一班 博什拉子 男 大专 来尔伍牛 女 中专 58 26 32

大班 日火比呷 女 大专 罗欣 男 大专 60 21 39

中班 吉木么子呷 女 大专 米色么尔落 女 高中 55 25 30

小班 米色尔拉 男 中专 郑孟茹 女 大专 54 26 28

小班 日力友舍 男 高中 比机立土 男 中专 46 17 29

大班 吉地日呷 男 本科 比木阿衣 女 中专 41 23 18

约呷村 罗秀芳 2018年8月 混龄班 罗秀芳 女 大专 米日清 女 大专 32 17 15

依作老哈村 陈金秀 2018年8月 混龄班 陈金秀 女 中专 比机俄鬼 男 高中 34 11 23

菲土村 阿俄么木合 2018年8月 混龄班 郑日力鬼 男 大专 阿俄么木合 女 高中 26 11 15

坡吉村 马海日洛 2018年8月 混龄班 马海日洛 女 大专 吉拖莫使外 女 高中 17 11 6

且沙地莫村 阿欧么扯作 2018年8月 混龄班 阿欧么扯作 女 大专 米色么有外 女 中专 71 37 34

大班 比布拉体 男 中专 沈亚华 男 大专 33 17 16

小班 罗华 男 中专 阿布么尔合 女 中专 30 15 15

大班 阿尾此沙 男 高中 立克晓明 女 大专 49 22 27

小班 黑哈拉牛 女 大专 阿能子林 男 高中 47 20 27

多乐村 孙布呷吾 2018年8月 混龄班 安么医生 女 中专 孙布呷吾 男 大专 68 37 31

采业村 阿力吾拉 2018年8月 混龄班 且沙牛次 男 大专 阿力吾拉 男 大专 46 28 18

合计 867 412 45519个班级

2016年5月

2016年5月

2016年5月

2018年8月

2018年8月

阿布么阿罗

吉木莫子呷

吉地日呷

阿布么尔合  

黑哈拉牛

木尔乡中心校

火烈中心校

俄青

火烈村活动室

瓦都乡中心校

第2片区 且沙张罗

木尔乡

火烈乡

瓦都乡

片区名称 项目负责人 乡镇名称 校点名称 校点负责人 项目覆盖日期 班级名称 辅导员A 性别 学历 辅导员B 性别 学历 学生数 女生数 男生数 备注

飞普村 特觉么次历 2018年8月 混龄班 特觉么次历 女 中专 邱小英 女 大专 59 28 31

则洛村 那马么子色 2018年8月 混龄班 那马么子色 女 大专 安晓珍 女 大专 61 24 37

日呷村 吉冷么伍牛 2018年8月 混龄班 吉冷么伍牛 女 中专 吉木莫日各 女 大专 56 25 31

各则村 日力此拉 2018年8月 混龄班 日力此拉 男 中专 吉木色呷 男 中专 64 27 37

大班 吉年拉黑 男 中专 吉地么子各 女  大专 38 18 20

小班 且沙么约则 女 中专 阿都沙曲 男 大专 40 20 20

小班 俄地莫友作 女 高中 乃古此黑 男 中专 47 28 19

大班 麻卡么赤各 女 高中 俄比熊江 男 高中 42 23 19

大班 苏呷日也 男 中专 沙丽娟 女 中专 55 30 25

中1班 阿库俄日 男 大专 且沙么扎莫 女 中专 45 20 25

中2班 阿达莫拉牛 女 中专 且沙莫力外 女 中专 44 21 23

小1班 马小马 男 大专 毛珍强 男 大专 48 24 24

小2班 张星 男 中专 吉伍莫徐瑜 女 大专 51 23 28

大1班 吉力莫尔洛 女 大专 吉力子呷 男 高中 35 19 16

大2班 吉力扯呷 男 中职 比曲莫各杂 女 高中 35 18 17

中班 吉力则拉 男 中职 吉力土拉 男 专科 43 22 21

小班 吉力阿措 男 中专 55 27 28

大班 阿机非日 男 中专 吉力有子 男 本科 40 26 14

中班 且沙么子力 女 中专 吉斯日伍 男 中专 40 14 24

小班 吉力使黑 男 中专 吉莫客扎 女 大专 42 18 24

合计 940 455 483

博基莫日作第3片区

20个班级

2018年8月

2018年8月

2014年3月

2014年3月

2014年3月阿机非日

阿都沙曲

麻卡么赤各

苏呷日也

吉力莫尔洛

日切村

苏呷村

波浪

火洛觉

呷戈

特木里镇

拖觉镇



片区名称 项目负责人 乡镇名称 校点名称 校点负责人 项目覆盖日期 班级名称 辅导员A 性别 学历 辅导员B 性别 学历 学生数 女生数 男生数

大班 苏呷有则 男 中专 王林 女 专科 48 20 28

小班 且沙色贵 男 中专 乃克黑此 男 中专 48 14 34

大班 张祎洁 女 专科 吉斯木次作 女 专科 57 30 27

小班 莫色莫拉作 女 中专 刘日尔哈 男 专科 61 33 28

大班 杨玲 女 大专 吉斯莫友各 女 中专 34 19 15

小班 阿力小兵 男 中专 阿库么木在 女 大专 62 33 29

2016年9月 大班 吉力么措外 女 中专 且沙莫土子 女 大专 35 12 23

2018年9月 中班 邓静菲 女  大专 白雪 女 中专 29 15 14

2018年9月 小班 沙马日杰 男 中专 吉吾么车各 女 大专 30 14 16

2014年9月 小班 什以此沙 男 中专 黑惹子鬼 男 大专 48 21 27

2014年9月 大班 布尔科尔 男 大专 黑么子各 女 大专 42 23 19

2019年4月 大1班 吉力子搓 男 中专 俄比子呷 男 大专 36 20 16

2016年9月 大2班 比曲子扯 男 中专 唐德燕 女 大专 30 6 24

2016年9月 中班 且沙日吾 男 大专 吉力日黑 男 中专 35 13 22

2016年9月 小班 马黑么次各 女 中专 阿尔子拉 男 中专 41 21 20

俄久村 吉力色拉 2018年8月 混龄班 吉力色拉 男 专科 肖雄 男 高中 40 15 25

2019年3月 大班 吉力么里扎 女 大专 苏呷尔沙 男 中专 62 29 33

2018年8月 小班 张志军 男 大专 唐德美 女 大专 25 12 13

混龄1班 安拉伍 男 中专 阿布么惹雷 女 大专 47 24 23

混龄2班 吉木莫子咱 女 大专 也布子沙 男 中专 51 24 27

合计 861 398 463

什以此沙

吉力么措外

拖觉镇

阿力小兵

莫色莫拉作

苏呷有则

补尔乡

20个班级

吉牛刘英第4片区

安拉伍特木里镇

张志军

唐德燕

美撒乡

2016年5月

2018年8月

2018年8月

2018年8月

依斯村

光明村

洛堵村

补尔中心校

日久

石咀完小

亚河

美撒中心校

片区名称 项目负责人 乡镇名称 校点名称 校点负责人 项目覆盖日期 班级名称 辅导员A 性别 学历 辅导员B 性别 学历 学生数 女生数 男生数

吉子色日 男 中专 阿布么扯扎 女 专科

张燕妮 女 专科

米色么尔扎 女 中专 且沙土呷 男 中专

吉伍阿各 女 大专

乃乌村 阿布科尔 2018年8月 混龄班 阿布科尔 男 中专 色一石竹 女 大专 69 33 36

德机村 吉火日拉 2018年8月 混龄班 吉火日拉 男 专科 阿力有拉 男 专科 63 26 37

孙子子发 男 大专 杨成武 男 大专

阿什么日外 女 高中 布尔么惹洛 女

博作1/2组 阿都小银 2018年8月 混龄班 阿都小银 男 中专 吉力使鬼 男 中专 42 20 22

混龄1班 俄地子沙 男 中专 且沙也拉 男 中专 37 15 22

混龄2班 乃古尔贵 男 初中 苏莉 女 高中 35 20 15

大班 阿力次色 男 大专 马黑友拉 男 高中 46 24 22

小班 阿力科也 男 大专 阿根么收作 女 高中 40 18 22

老尔村 李子么惹紫 2018年8月 混龄班 李子么惹紫 男 中专 孙莉 女 大专 51 27 24

老且村 吉力拉次 2018年8月 混龄班 吉力拉次 男 高中 米日清 女 高中 46 30 16

巴都村 马布沙曲 2018年8月 混龄班 阿力也沙 男 中专 马布沙曲 男 中专 41 15 26

沙科村 莫吉此拉 2018年8月 混龄班 莫杰此拉 男 中专 安子色呷 男 中专 41 23 18

2018年8月 大班 阿力子也 男 中专 吉力日色 男 中专 53 12 41

2018年8月 中班 吉尔么子力 女 中专 吉克伍牛 女 大专 60 31 29

2019年3月 小班 何阿几 女 大专 阿力子色 男 大专 49 31 18

丰收村 阿力子沙 2018年8月 混龄班 阿力子沙 男 专科 比布你拉 男 高中 53 28 25

混龄1班 吉地次聪 男 大专 拖木莫惹扎 女 大专 56 32 24

混龄2班 苏呷你聪 男 大专 尼苦伍各 女 中专 43 18 25

前进村 阿力子拉 2018年8月 混龄班 阿力子拉 男 大专 阿力尔伍 男 中专 29 17 12

合计 1103 539 564

混龄班2018年8月马依包村

混龄2班

混龄1班

2018年8月四且完小

21个班级

2018年8月
翻身村（罗家坪
中心校）

牛角湾乡中心校

2018年8月
补基村（中心

校）

2018年8月博作3/4组

50

45

35

拉黑小安第5片区

牛角湾乡

觉撒乡

特木里镇

93

88

68

43

43

33

吉子色日

杨成武

且撒也拉

阿根么收作

吉克伍牛

吉地次聪罗家坪乡



项目图片

教师培训

在幼儿班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 幼儿班提供营养午餐

教师培训

在幼儿班学习关于科学、自然、艺术等不同的知识召开家长委员会议

晨间活动

阅读绘本故事

户外游戏

户外游戏利用粮食创作贴画

户外活动有益于孩子体格的发展

月度主题活动 -六一节演出在幼儿班逐渐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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