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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阳光支教”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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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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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 2017年，连续五年举办“阳光支教”暨“孔子行脚”支教活动，来自海峡两岸

暨香港、澳门相关高校的 530余名大学生深入湖北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向当

地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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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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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省宜昌市远安县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开展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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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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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月 18日（星期三）至 7月 29日（星期日），共计 12天。 

四、支教地点 

1.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小学生为主 

2.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初中生为主 

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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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与单位（共计 37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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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中央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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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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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浙

江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湖北民族学院、贵州师

范学院 

六、日程安排 

序号 日期 内容 地点 

DAY1 7月 18日（星期三） 
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师生抵达武汉，下榻华中

师范大学桂苑宾馆 

武汉 DAY2 7月 19日（星期四） 

启动仪式 

欢迎午宴 

行前培训、团队建设及授课准备 

DAY3 7月 20日（星期五） 
武汉市内参访（湖北省博物馆、黄鹤楼、辛亥革

命纪念馆等） 

DAY4 7月 21日（星期六） 师生乘车前往支教地，下榻当地宾馆 宜昌/恩施 

DAY5 7月 22日（星期日） 
当地参访（恩施腾龙洞、宜昌三峡大坝等） 

授课准备 
宜昌/恩施 

DAY6- 

DAY10 

7月 23日（星期一） 

至 7月 27日（星期五） 

湖北偏乡教辅活动 

星期五下午小组总结 
宜昌/恩施 

DAY11 7月 28日（星期六） 
师生乘车返回武汉，下榻华中师范大学桂苑宾馆 

总结分享会 武汉 

DAY12 7月 29日（星期日）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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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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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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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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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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阳光支教”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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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二） 

2、华中师范大学 2018年“阳光支教”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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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三） 

3、个人证件照电子版（蓝底，jpg 格式，象素 42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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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日前将往返信息反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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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添加郭霄宇助理微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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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亭亭  老师   +86-27-67865079          +86-15972954063 

         郭霄宇  助理（负责台湾高校）          +86-13469965609 

         吴奇帅  助理（负责港澳及大陆（内地）高校）    +86-15660666627 

邮箱：hmtccnu@mail.ccnu.edu.cn 

十一、附件 

附件一：华中师范大学 2018年“阳光支教”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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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华中师范大学 2018年“阳光支教”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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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华中师范大学 2018年“阳光支教”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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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华中师范大学 2018年“阳光支教”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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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华中师范大学 2017年“阳光支教”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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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 19日 

mailto:hmtccnu@mail.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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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华中师范大学 2018 年“阳光支教”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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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月 

2 活动方案制订与校内队员选拔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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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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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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华中师范大学 

2018“阳光支教”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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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           □

其他（请说明） 
衣服尺码

（请参考衣服

尺码对照表） 

 

证件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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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远安县       □恩施-宣恩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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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证或身份证号码，用以购买保险、火车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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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阳光支教”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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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校 

姓

名 

性

别 

证

件

类

型 

证

件

号

码 

出

生

日

期 

人

员

类

别 

专

业

/

任

职

部

门 

年 

级
（ 

学 

生 

填 
写 
） 

衣

服

尺

码 

支

教

意

愿

地 

可

教

科

目 

电

话 

E
m
ail 

微 

信
（
如 

无 

请 

注 

册
） 

紧

急

联

络

人 

紧

急

联

络

人

电

话 

备 

注
（
如
饮
食
要
求
） 

                   

                   

                   

*注：1.证件类型：台胞证、回乡证、身份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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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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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华中师范大学 

2018“阳光支教”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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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南部，长江中游。北接河南省，东连安徽省，东南与江西

省相接，南邻湖南省，西靠重庆市，西北与陕西省交界。因地处洞庭湖以北，故称“湖

北”，简称鄂。古称：荆、楚、荆楚，是楚国的发源地，楚文化的核心影响区域。 

湖北省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支点、中心，科教文化实力位居全国前列。省会武汉

是中国第三大教育中心、第二大智力密集区，东湖高新区是中国第二个自主创新示范区。截

至 2016 年，全省拥有普通高等院校 129所，全省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 39.83万人，在

校生 141.18 万人，毕业生 39.42万人；研究生招生 4.08 万人，在校研究生 12.21万人，毕

业生 3.55万人。此外，湖北科技与研发能力在全国也名列前茅。2016 全年共登记重大科技

成果 2022项，共签订技术合同 24248 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927.73 亿元；2016 年全省科

学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支出 620 亿元，在光电子信息、新型材料、生物工程与新医

药、航天、激光、数控技术及计算机软件开发等高新技术领域的科研水平和生产能力在全国

具有一定优势。 

行政区划：截至 2017年底，全省共下辖 12个地级市，3个省直管市，1个自治州，1

个林区。地级市分别是武汉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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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 

武汉地处中国中部，是长江中游特大城市、湖北省的省会，中国重要的工业、科教基地

和综合交通枢纽。土地面积 8494.41 平方

公里，截至 2017年末人口 1091.4万。  

武汉是中国著名的江城，中国第一大

河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在城中交汇，形

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壮美景

观。武汉也被誉为“百湖之市”，拥有全

国最大的城中湖——东湖和众多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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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地，

也是国内科教名城，高校数量居全国第三。武汉的高新技术产业、汽车产业和商贸流通产业

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        

武汉也是中国中部旅游中心城市，“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重要节点城市，也是长江三

峡旅游线的门户，截至 2015 年，拥有黄鹤楼公园、东湖风景区、黄陂木兰文化生态旅游区

3个国家 5A 级景区以及 14个国家 4A级景区等。武汉的樱花、梅花、荷花、杜鹃等享有盛

誉，WTA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园博会、汉秀、万达世界电影乐园、武汉欢乐谷、极地海洋

世界等都是武汉不可错过的都市旅游文化精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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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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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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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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镇、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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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恩一带最流行八宝铜铃舞。八宝铜铃舞是土家族民

间的一种传统舞蹈，又名“解钱”。是土老师祭祀时起

舞的一种歌舞式。 

土家人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之时，人们便向祖先

和神灵许愿、还愿，请来土老师跳神“解钱 ”。土老师

跳神“解钱”是手持师刀、罡剑边唱神歌边舞，动作粗犷、敏捷，剑端所系的八个铜铃叮当

有声，独具特色而受人喜爱，故称“八宝铜铃”舞。左手执八宝铜铃，右手执师刀，口唱着

神歌。 

宣恩县现有各级各类学校123所，其中普通高中2所，职业高中1所，初中12所，小学107

所（含45个教学点），特校1所。作为本次支教点之一的宣恩县民族实验中学创建于1979年9

月，学校现有27个教学班，学生1700余人，教职工135人（含聘用职工），其中具有本科学

历者57人，专科学历者53人；高级职称27人，中级职称58人，初级职称23人。另一支教点宣

恩县万寨乡民族中学始建于1958年，是一所民办初中，现占地约为16240平方米，有十二个

教学班，在校学生近七百人，来自本乡24个自然村和长潭乡的忠建河村、猫村等。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6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2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2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8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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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 

宜昌，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和第二大城市。位于湖北西部，长江三峡西陵峡东口，是长

江上、中游分界地，也是三峡大坝和葛洲坝水利枢纽所在地。宜昌是世界水电之都，中国动

力心脏，巴楚文化发源地，有汉、回等 20 个民族。近年来，宜昌市 GDP 增加速度居全省第一，

综合实力位居湖北省第二，仅次于省会武汉。 

宜昌，古称西陵，是西陵部落分布的中心地区。距今约 20万年前，清江流域就有“长

阳人”在活动。二十纪 50年代以来，在宜昌市点军区李家河、紫阳河一带发掘出新石器时

代后期遗址，以及白庙子、清水滩、中堡岛、小溪口等数十处古遗址和文物，充分证明早在

五、六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到夏商时，宜昌为古“荆州之域”,

春秋战国为楚地，史称“楚之西塞”，那时宜昌就建有城邑。 

    宜昌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文化丰厚，曾经是楚文化和

巴文化发展的重要地望。这里人杰地灵，孕育出世界历史

文化名人屈原、民族和亲使者王昭君以及闻名中外的著名

学者杨守敬等诸多先贤名流，历代著名文人，诸如李白、

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陆游等，也多会于此。他

们游览西陵山水所留下的胜迹，陶醉西陵风光所写下的诗

文，为宜昌增添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宜昌是鄂西渝东的交通枢纽。宜昌正在成为华中地区的

重要交通枢纽，并发挥磁场效应和辐射作用，影响和带动三峡区域旅游的发展。 

远安县 

远安县位于湖北省西部、居宜昌市之东北，于鄂西山区向江汉平原过渡的低山丘陵地

带，东邻荆门，南联荆州，西襟宜昌，北望襄阳，素有“西蜀门户、荆襄要冲”之称，是三

峡移民重点安置区之一。 

远安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面积 1752平方公里。辖鸣凤、洋

坪、荷花、旧县、花林寺、茅坪场、河口六镇一乡，总人口 20万人。森林覆盖率达 74%,是

湖北省绿化达标第一县。 

  

http://baike.baidu.com/view/53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2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6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65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8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19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19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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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安是轩辕黄帝正妃、中华民族之

母嫘祖故里，古称“临沮”、“高

安”，公元 559 年更名为“远安”，公

元前 140年始建县制，距今已有 2100 多

年的建县史，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旅游景观有龙潭河溶洞、鸣凤山道教圣

地、丹霞山水、三国遗址回马坡、大堰

原始森林。  

远安历史悠久，先民们留下许多古文化遗迹，远至新石器时代以及周、汉、三国时期的

古化石。有各种古迹、古墓、兵器、陶器、瓷器、铜器、货币以及南襄古城垣、古陶井等。

远安先后荣获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区、全国绿色小康县、全国生态林业建设先进县、全国村民

自治模范县、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县、省级园林城、城市楚天杯等荣誉称号。 

经过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与发展，远安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各项事

业全面进步。以生态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稳步发展，鸣凤山、灵龙峡、三江军事博览

园、省级地质公园等景区景点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日益增强。 

在教育上，远安县十分重视教育发展，全县共有小学 14所，普通初中 7所，普通高中

和职业高中各 1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100%，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达到 100%。 

 

http://baike.baidu.com/view/8572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56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56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32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14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65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9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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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华中师范大学 

2017“阳光支教”暨“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生湖北支教活动概况 

2017 年 7月 19日至 7月 29日，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 2017“阳光支教”暨“孔子行

脚”两岸及港澳地区大学生湖北支教活动在鄂成功举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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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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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了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学子间的沟通了解，受到各界一致好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 

2017“阳光支教”暨“孔子行脚”活动是历届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来自台湾师范大

学、台湾清华大学、香港教育大学、澳门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 20 余所高校的

138名优秀青年学子及带队老师分成 13 个支教小组，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

县、宜昌市远安县的 10个支教点，为当地 832名中小学生带去了 500 余学时的各地历史文

化、英语、心理、科学、音体美等特色课程，并在活动期间开展了有关参访交流活动。 

该活动受到各方高度重视，被列入教育部 2017 年青年交流项目专案。台湾师范大学校

长张国恩、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等出席活动启动仪式并致辞。中国青年报、新华网、华

夏经纬网、长江云等多家媒体对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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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附活动照片及新闻报道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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