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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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连续六年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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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 余名大学生深入湖北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

区，向当地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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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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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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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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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月 3 日（星期三）至 7月 14 日（星期日），共计 12 天。 

四、支教地点 

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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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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小学生、初中生为主 

五、参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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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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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贵州师范学院 

六、日程安排 

序号 日期 内容 地点 

DAY1 7月 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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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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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团队破冰活动 

武汉市内参访 

DAY4 7月 6日（星期六） 师生乘车前往支教地，当地参访并入住当地宾馆 
宜昌/恩施/

黄冈 

DAY5 7月 7日（星期日） 
当地参访 

授课准备 

宜昌/恩施/

黄冈 

DAY6- 

DAY10 

7月 8日（星期一） 

至 7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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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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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 7月 13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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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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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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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

生湖北支教活动报名表（见附件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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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添加助理刘璐、张菊微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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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亭亭老师 +86-27-67865079 、+86-15972954063 

刘  璐助理（负责台湾高校） +86-15927088390 

张  菊助理（负责港澳及大陆（内地）高校）+86-18372128647 

邮箱：hmtccnu@mail.ccnu.edu.cn 

十一、附件 

附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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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湖北支教活动工作推进日程表 

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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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湖北支教活动报名表 

附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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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湖北支教活动师生信息汇总表 

附件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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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湖北支教活动支教及参访地区简介 

附件五：华中师范大学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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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 26日 

mailto:hmtccnu@mail.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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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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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 

2 活动方案制订与校内队员选拔等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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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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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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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远安县   □恩施-宣恩县    □黄冈-蕲春县   

□三者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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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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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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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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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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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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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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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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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万人，在校生 143.8万人，毕业生 37.5万人；研究生招生

5.3 万人，在校研究生 14.8 万人，毕业生 3.7 万人。此外，湖北科技与研发能

力在全国也名列前茅。2018全年共登记重大科技成果 1365项，共签订技术合同

28835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1237.19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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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底，湖北省下辖 12个省辖市、1个自治州、39个市

辖区、24个县级市（其中 3个省直管市）、37 个县、2个自治县、1 个林区。地

级行政区有武汉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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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省直辖县级行

政单位有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神农架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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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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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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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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末，武汉市有国家 A 级旅游景区 39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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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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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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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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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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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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恩县共有各类学校131所，其中小学116所，普通中学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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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宣恩县城珠山镇

神龙坳头，北濒贡水河，南倚明珠山。学校被小丘环抱，校园风光旖旎，鸟语花

香，环境宜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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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称“宣

恩四中”，后相继被命名为“沙道职中”、“宣恩县高级农业中学”、“沙道高

中”、“沙道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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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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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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view/53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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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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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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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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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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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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活动在远安县共设如下八个支教点：鸣凤镇嫘祖社区、安泰社区、栖凤

社区、凤山社区、航天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花林寺镇华林寺村、旧县镇洪家

村。 

http://baike.baidu.com/view/857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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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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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九高铁中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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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重要的卫生城市，也是继武汉人口第

二多的城市。黄冈市现辖有两市、两区、七县，127个乡镇街，4290 个行政村，

总面积 17453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约 75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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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黄冈市被命名国家卫生城市。2017

年 12月 15日，荣膺中央电视台《魅力中国城》第一季十佳魅力城市。2018年

12月，黄冈入选 2018《魅力中国城》文化旅游魅力榜年度魅力文旅扶贫城市。 

蕲春县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故里──蕲春县，位于湖北省东陲，大别山南麓，长江

中下游北岸，版图面积 2398平方公里,人口 92万,京九铁路、长江水道、沪蓉高

速公路贯穿其中，是鄂、皖、赣三省物流、信息流的枢纽之一，闻名全国的“教

授县”。  

蕲春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地下蕴藏有石英石、大理石、花岗石、白云石、金、

锰等 19 种矿藏，矿产地 138 处。其中，石英石储量约 1 亿吨，含硅量居全国之

首；花岗石储量达 30 亿立方米以上。《本草纲目》中记载的 1892 种药材中,蕲

春境内就有 700多种。“蕲竹”、“蕲艾”、“蕲蛇”、“蕲龟”历称蕲春四宝，

全县现有药材种植面积 15 万亩，被列为全国杜仲生产基地县和湖北省桔梗、丹

皮生产县。蕲春还盛产珍稻、麦、豆、芋麻、油菜籽、茶叶、柑桔及鱼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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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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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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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华中师范大学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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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 18 日至 7 月 29 日，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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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7年，已连续五年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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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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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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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活动是历届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来自台湾师

范大学、彰化师范大学、高雄师范大学、台湾清华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科

技大学、澳门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 30 余所高校的 179 名优秀青年

学子及带队老师分成 16 个支教小组，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

来凤县和宜昌市远安县的 12 个支教点，为当地 780 名中小学生带去了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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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湖北省委副书记王云清、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黄晓玫、华中师范大

学党委副书记覃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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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网、湖北之声、云上恩施、恩施晚报、宣恩新闻网等

多家媒体对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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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阳光支教•孔子行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大学生 
湖北支教活动精彩图片及新闻报道 

（一）活动精彩图片 

活动启动仪式 

全体队员举行团队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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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队员举行团队建设活动 

 

 

 

 

 

 

 

 

 

 

 

 

         闭幕式队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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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恩县椒园中学支教点举行开班仪式 

台湾师范大学纪俞安上课《民谣游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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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教地与当地学生们举行团队建设活动 

支教课堂上学生们展示课堂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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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支教队员们课间交流 

恩施二组集体备课 

 



22 

 

（二）部分新闻媒体报道 

华中师范大学媒体报道： 

http://www.ccnu.com.cn/info/1006/27664.htm 

https://mp.weixin.qq.com/s/9Z-2TCaVVv-vB6ARazpabg 

澎湃网：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02948 

省台办媒体： 

https://mp.weixin.qq.com/s/edCjIIZDblajbegEdQqOwQ 

团省委媒体： 

https://mp.weixin.qq.com/s/vdFsZkrXFVRSHdCO6Vxnog 

中青网： 

http://t.m.youth.cn/transfer/index/url/df.youth.cn/yczq/201

807/t20180723_11676891.htm?from=message&isappinstalled=0 

湖北青网：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ODA5ODM4MQ==&mid=22474

87621&idx=1&sn=b7c7c4bf3947e5e991ab3600485bd2a1&chksm=eb5d6

827dc2ae131e0031f7ffa324f91b8e9dc515931a1dd9a8184d3c67f3b56

89bdb3435951#rd 

宣恩县沙道中学报道： 

https://mp.weixin.qq.com/s/eF1AbsPWxPc7Zcq6e1ljqA 

宣恩椒园中学报道： 

https://mp.weixin.qq.com/s/AllY42emlBj-_JcvpRYGew 

http://www.ccnu.com.cn/info/1006/27664.htm
https://mp.weixin.qq.com/s/9Z-2TCaVVv-vB6ARazpabg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02948
https://mp.weixin.qq.com/s/edCjIIZDblajbegEdQqOwQ
https://mp.weixin.qq.com/s/vdFsZkrXFVRSHdCO6Vxnog
http://t.m.youth.cn/transfer/index/url/df.youth.cn/yczq/201807/t20180723_11676891.htm?from=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t.m.youth.cn/transfer/index/url/df.youth.cn/yczq/201807/t20180723_11676891.htm?from=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ODA5ODM4MQ==&mid=2247487621&idx=1&sn=b7c7c4bf3947e5e991ab3600485bd2a1&chksm=eb5d6827dc2ae131e0031f7ffa324f91b8e9dc515931a1dd9a8184d3c67f3b5689bdb3435951#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ODA5ODM4MQ==&mid=2247487621&idx=1&sn=b7c7c4bf3947e5e991ab3600485bd2a1&chksm=eb5d6827dc2ae131e0031f7ffa324f91b8e9dc515931a1dd9a8184d3c67f3b5689bdb3435951#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ODA5ODM4MQ==&mid=2247487621&idx=1&sn=b7c7c4bf3947e5e991ab3600485bd2a1&chksm=eb5d6827dc2ae131e0031f7ffa324f91b8e9dc515931a1dd9a8184d3c67f3b5689bdb3435951#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ODA5ODM4MQ==&mid=2247487621&idx=1&sn=b7c7c4bf3947e5e991ab3600485bd2a1&chksm=eb5d6827dc2ae131e0031f7ffa324f91b8e9dc515931a1dd9a8184d3c67f3b5689bdb3435951#rd
https://mp.weixin.qq.com/s/eF1AbsPWxPc7Zcq6e1ljqA
https://mp.weixin.qq.com/s/AllY42emlBj-_JcvpRYG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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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来凤县附中报道： 

https://mp.weixin.qq.com/s/Hm_ieD74cF1izKZud1If5Q 

宣恩电视台报道： 

http://m-xuanen.cjyun.org/p/57360_html?from=groupmessage&is

appinstalled=0 

 

https://mp.weixin.qq.com/s/Hm_ieD74cF1izKZud1If5Q
http://m-xuanen.cjyun.org/p/57360_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m-xuanen.cjyun.org/p/57360_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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