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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師範大學 
 

2021“陽光支教·孔子行腳”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大學生 湖北支

教活動方案 

一、活動緣起 

“孔子行腳”計畫由臺灣師範大學發起，號召大陸、臺灣、香港、澳門各高校的青年

學子參加，對各地偏鄉學童進行課輔服務、傳遞愛心的活動。華中師範大學高度贊同該計畫

踐行孔子“有教無類”教育思想以及促進青年學子溝通交流的核心理念，自 2013 年以來，

連續七年舉辦“陽光支教•孔子行腳”支教活動， 

來自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相關高校的 830 余名大學生深入湖北偏遠地區和少數 

民族地區，向當地 4400 余名學子傳播了知識與快樂。該活動已成為華中師範大學重點

打造的暑期交流品牌專案。2021 年華中師範大學將繼續組織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大學

生前往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縣以及黃岡市蘄春縣開展該活動。 

二、活動宗旨 

1.以創造教育均等機會為使命，通過組織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大學生攜手深入

偏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開展志願支教活動，共同關心和服務偏遠地區教育； 

2.提升大學生綜合素質，培養大學生熱心公益、服務社群，踐行公民責任精神，

提升大學生自身素養，加強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鍛煉大學生就業的核心能力； 

3.組織大學生參觀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市辛亥革命博物館、黃鶴樓、楚河漢街、

恩施騰龍洞等自然人文景觀，體驗湖北的歷史文化及地方特色； 

4.加強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大學生交流與學習，培養團隊合作默契與互助精神。 

三、活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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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支教地點 

1.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縣，初中生為主 

2.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小學生、初中生為主 

五、邀請單位 

臺灣：臺灣師範大學、彰化師範大學、高雄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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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台中教育大學

東華大學、台東大學、屏東大學 

臺灣清華大學、“中央”大學 

臺灣政治大學、臺灣交通大學、中正大學 

實踐大學、東海大學、中興大學、臺灣中山大學、淡江大學

元智大學、義守大學 

香港：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公開大學 

澳門：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 

大陸（內地）：華中師範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 

中國政法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六、排程 (以下行程為實體支教內容，不適用本活動線上支教) 

序號 日期 內容 地點 

 
DAY1 

 
7 月 3 日（星期六） 

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師生抵達武漢，入住華中 

師範大學桂苑賓館 

 

 

 

 

 
武漢 

 

 

DAY2 

 

 

7 月 4 日（星期日） 

啟動儀式、行前培訓

歡迎午宴 

校內參訪、小組團建及授課準備 

 
DAY3 

 
7 月 5 日（星期一） 

團隊破冰活動 

武漢市內參訪 

DAY4 7 月 6 日（星期二） 師生乘車前往支教地，當地參訪併入住當地賓館 恩施/黃岡 

 
DAY5 

 
7 月 7 日（星期三） 

當地參訪

授課準備 

 
恩施/黃岡 

DAY6- 

DAY10 

7 月 8 日（星期四） 

至 7 月 12 日（星期一） 

湖北偏鄉教輔活動 

星期一下午小組總結 

 
恩施/黃岡 

 
DAY11 

 
7 月 13 日（星期二） 

師生乘車返回武漢，入住華中師範大學桂苑賓館 總

結分享會 

 

 

武漢 

DAY12 7 月 14 日（星期三）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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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活動共 12 天，日程供參考，主辦方可能會依實際情況做出調整。 

七、經費說明 (不適用本活動線上支教) 

華中師範大學承擔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師生落地接待（含活動期間食宿、

交通、參訪及保險費用），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師生由學校所在地往返武漢的費

用自理。 

八、報名程式 

請遵照臺師大國際處公告之報名申請方式進行繳件 

九、注意事項  

1.為旅途安全考慮，建議各高校指導學生購買同一往返航班或車次，並在 

6 月 7 日前將往返資訊（附件 3）回饋至 hmtccnu@mail.ccnu.edu.cn，以便安排

接送機（站）工作。(不適用本活動線上支教) 

2.請各高校指導老師及隊員註冊微信，並添加助理向妤婷、趙仕鴻微信， 

由其拉入活動微信群（微信二維碼見下圖）。 

mailto:hmtccnu@mail.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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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聯繫方式 

連絡人： 

劉 方 老師 +86-27-67863578 、+86-18171619188

李晨燁 老師 +86-27-67868827 、+86-15107146927 

趙仕鴻 助理（負責臺灣及大陸高校） +86-15827453770 

向妤婷 助理（負責港澳高校）+86-17755895229 

郵箱：hmtccnu@mail.ccnu.edu.cn 

十一、附件 

附件 4：華中師範大學 2021 年“陽光支教•孔子行腳”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大

學生湖北支教活動工作推進日程表 

附件 5：華中師範大學 2021 年“陽光支教•孔子行腳”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大

學生湖北支教活動支教及參訪地區簡介 

附件 6：華中師範大學 2019 年“陽光支教•孔子行腳”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大

學生湖北支教活動概況 

 

 

 

 
華中師範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 

2021 年 5 月 11 日 

mailto:hmtccnu@mail.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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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華中師範大學 2021 年“陽光支教•孔子行腳”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大學生

湖北支教活動工作推進日程表 

 

 

序號 事項 時間 

1 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高校邀約、經費申請等 5 月 

2 活動方案制訂與校內隊員選拔等 5 月 

 
3 

新老隊員交流會、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高校

報名材料收集統計等 

 
5 月 

 

4 

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高校師生航班（車次）

資訊收集統計、接機（站）及住宿安排規劃、

宣傳材料製作、支教當地聯絡等 

 

5-6 月 

5 行前培訓及團隊建設事宜、團隊接洽等 6 月 

6 活動實施、宣傳報導等 7 月 

7 活動總結等 8 月-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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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華中師範大學 
 

2021“陽光支教•孔子行腳”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大學生湖北支教活動

支教及參訪地區簡介 

湖北省 
 

湖北省位於長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故名湖北，簡稱鄂。長江及其最大支流

漢江，潤澤楚天，水網縱橫，湖泊密佈，湖北省因此又稱“千湖之省”。湖北文化

底蘊深厚，中華民族的始祖炎帝的故里在湖北。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在長達 

800 多年的歷史中，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楚文化。 
 

全省總面積 18.59 萬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為 

6100 萬人，有 12 個省轄市，1 個自治州，39 個

市轄區，24 個縣級市，37 個縣，2 個自治縣，1 

個林區。省轄市依次是武漢市、黃石市、襄陽市、

荊州市、宜昌市、十堰市、孝感市、荊門市、鄂州

市、黃岡市、咸寧市、隨州市，自治州為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當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39366.55 億元，三次產業結構比為 

10.3 :44.5:45.2。湖北省科教文化實力位居全國前列，是中國重要的高等教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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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人。 

湖北與臺灣歷史淵源深厚，現實聯繫緊密。目前湖北籍臺胞有 20 多萬人， 

常住湖北的臺胞 3500 餘人，涉台婚姻 1.48 萬對，每年在鄂就讀台生 500 餘人。 

全省台資企業累計註冊超過 2700 家，累計有 400 多萬人次臺胞來鄂參訪交流， 

兩地經貿聯繫更加密切、同胞情誼日益深厚。 

截至目前，湖北省已建立大學生實習實訓基地 5000 多家，接收大學生實習 

實訓 192 萬人。建立 2 家國家級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就業基地和示範點，4 家省級 

臺灣青年實習就業創業基地、示範點和輔導中心。為臺灣青年提供了近 5000 個 

實習就業崗位，引進 100 余家臺灣青年創業企業，幫助 500 余名臺灣青年在湖北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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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市 
 

武漢位於中國中部，是湖北省省會和政

治、經濟及文化中心。世界第三大河長江及

其最大的支流漢水在此相匯，市區由隔江鼎

立的武昌、漢口、漢陽三部分組成，通稱武

漢三鎮。全市現轄 13 個區、3 個國家級開 

發區（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吳家山台商投資區），總面積 

8569.15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121.20 萬人。 

武漢歷來被稱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國內陸最大的水陸空交通樞紐，是

中國經濟地理的＂心臟＂，具有承東啟西、溝通南北、維繫四方的作用。獨特的區

位優勢造就了得天獨厚的交通優勢。武漢正在成為全國四大鐵路運輸樞紐之一。武

漢港是我國長江流域重要的樞紐港和對外開放港口。巨大的區位交通優勢推動了武

漢現代物流業的快速發展。以建設國家級物流樞紐城市為目標，合理規劃佈局以現

代物流園區、物流中心、配送中心為節點的現代物流體系，武漢作為聯結國內外兩個

市場和促進中國東、中、西部互動的橋樑紐帶功能逐步顯現。 

武漢是國家重要的科教基地之一，科教綜合實力居全國大城市第三位。擁有

包括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 84 所普通高校，100 萬在校大學生。成人高校

在校學生近 12 萬人。各類科研機構 106 所，國家實驗室 1 個，國家級重點實驗 

室 13 個，在漢中國科學院與工程院院士 72 名。智力資源和人力資源十分豐富， 

“武漢——中國光穀”所在地武漢東湖

地區是我國第二大智力密集區，在光通

訊、生物工程、鐳射、微電子技術和新型

材料等領域，科技開發實力處於全國領先

地位。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簡稱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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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位於湖北省西南部，東連荊楚，南接瀟湘，西臨渝黔，北靠神農架，國土面

積 2.4 萬平方公里，轄恩施、利川兩市和建始、巴東、宣恩、來鳳、咸豐、鶴峰 

六縣。恩施州總人口 402.10 萬，於 1983 年 8 月 19 日建州，是共和國最年輕的

自治州，也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數民族自治州。 

恩施是巴文化的發祥地，是世界優秀民歌《龍船調》的故鄉，是鄂西生態文

化旅遊圈的核心區。這裡有 200 多萬年前“建始直立人”留下的世界最早的“古

人類文化”，有與楚渝文化交相輝映的“巴文化”；有精美絕倫的土家織錦西蘭

卡普；有中國南方杆欄式建築經典土家吊腳樓；有亞洲第一洞“騰龍洞”；有可

與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媲美的“恩施大峽谷”；有全國罕見、一線串珠的國家級

自然保護區星斗山、七姊妹山和國家森林公園坪壩營、國家 4A 級景區黃金洞、麻

柳溪羌寨等。這些奇觀和多彩的民族文化、良好的自然生態、宜人的氣候條件， 

使恩施州成為名符其實的“旅遊勝地”，與張家界、長江三峽構成了中國黃金旅

遊線上的“金三角”。 

恩施州是一個物產富饒的地方。森林覆蓋率近 70%，享有“鄂西林海”、“華

中藥庫”、“煙草王國”等美譽，是華中地區重要的清潔能源基地。恩施州屬沉積

岩分佈地區，沉積礦產比較豐富。到目前為止，全州已發現各類礦產資源 75 種， 

礦產地 370 餘處，其中探明 D 級儲量的有 31 種，礦產地 235 處。恩施州擁有世界

上最大的獨立硒礦床，有“世界硒都”之稱。 

宣恩縣 
 

宣恩縣地處湖北省西南邊陲，隸屬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東接鶴峰，西鄰咸豐、東北、西北及北部與

恩施市交界，西南同來鳳毗連，東南與湖南省龍山、桑植

等縣接壤。209國道由北向南縱貫全境96公里， 鴉當、椒

石省道自東向西，入湖南、到重慶，橫穿全境75公里，

滬蓉高速和長渝高速的連接線將穿境而過，順利實

現鄉鄉通油路。 

宣恩縣轄5個鎮、4個鄉。南北相距73.9公里，東

西相距71.5公里，總面積2740平方公里。春秋為巴子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6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6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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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地，乾隆元年（1736），並施南、東鄉、忠峒、忠建、木冊、高羅諸土司地置

縣，命名宣恩。1995年，改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宣恩縣共有各類學校105所，其中小學88所，普通中學15所，職業高中1所。

此次活動在宣恩縣共設如下三個支教點： 

1.宣恩縣椒園中學。宣恩縣椒園中學始建於1971年，學校占地面積22593平方

米，校舍建築面積7138平方米，教學及輔助用房面積5463平方米，綠化用地6778 

平方米。學校現有28個教學班，學生1752人，專任教師106人，其中中學高級教師 

17人，中學一級教師61人。學校辦學條件優越，師資力量雄厚，教學設備先進， 學

校管理科學，辦學成果卓越，堪稱學生求知的學園、生活的花園、成長的樂園。 

2.宣恩縣沙道民族中學。宣恩縣沙道民族中學，座落在湘鄂兩省五縣交界之

處，素有“小上海”之美譽的沙道溝集鎮。沙道民族中學創建於1958年，1987年

由州民委命名為“宣恩縣沙道民族中學”。沙道民族中學是一所充滿生機和活力

的民族學校，這裡景色優美，環境宜人，師資雄厚，學校堅持“以人為本，與時

俱進，為學生終身發展著想，辦人民滿意教育”的辦學理念，成為全縣“綠化合

格學校”、“衛生合格學校”，先後被評為“綜合治理先進單位”、“教育教學

先進單位”、“縣級文明單位”、“宣恩縣示範學校”、“湖北省體育傳統項目

學校”等。 

3.宣恩縣李家河民族中學。宣恩縣李家河民族中學，地址位於海拔落差大， 

小氣候特徵明顯，垂直差異突出，“一山有四季，十裡不同天”的恩施宣恩縣李

家河鄉，學校主要提供初級中學教學。 

 

黃岡市 

 
黃岡是湖北省下轄的地級市，位於湖北省東部、大別山南麓、長江中游北岸， 

京九鐵路中段，是武漢城市圈成員城市之一，南與鄂州、黃石、九江隔長江相望， 東

連安徽，北接河南。截至 2012 年底 

黃岡市現轄有七縣兩市一區，127 個鄉

鎮街，4290 個行政村，國土面積 17,453 

平方千米。根據黃岡市公安局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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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2013 年全市戶籍人口 7501522 人。黃岡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有 2000 多年

的建置歷史，孕育了中國佛教禪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宋代活字印刷術

發明人畢升，明代醫聖李時珍，現代地質科學巨人李四光，愛國詩人學者聞一多，國

學大師黃侃，哲學家熊十力，文學評論家胡風等等一大批科學文化巨匠。此外還有國

家主席李先念、代主席董必武等政治人物。黃岡先後獲得一系列榮譽。其中：2007 年

首屆中國十佳宜居城市第五名，2012 年入選“2012 年度中國特色魅力城市 200 

強”，2013 年榮獲“荊楚詩詞之市”榮譽稱號，2013 年榮獲“中國書法城”榮譽

稱號。 

現有各級各類學校 5978 所，其中大中專學校 22 所，普通中學 366 所，小學 

3800 所。一批骨幹學校富有特色。黃岡師範學院是境內本科高等院校，全日制 

在校生 11000 人，成人教育在校生 4000 多人，設有文學院、外國語學院、數學 

系、音樂系等 15 個院系，英語、教育技術專業是全國同類院校教改牽頭單位， 

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學科是省級重點學科，學院有一批省級學科帶頭人，省級先進實

驗室和省級優質課程。學院國院交流廣泛活躍，已與美、英、澳、日、加等國的 10 

多家高校與機構建立了穩定的交流合作關係，常年有外籍老師任教講學， 

2002 年開始招收留學生。黃岡中學是湖北省重點中學，形成了“嚴謹求實，團結

奮進”的優良校風，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數、理、化學科全國競賽成績一直在

全省多列前茅，獲獎總人數 2800 多人，其中國家獎 900 多人。在國際數、理、化

奧賽中累計獲 6 金、4 銀、1 銅共 

計 11 枚獎牌。 

 
蘄春縣 

 
蘄春縣地處鄂東邊陲，大別山南麓， 

長江中下游北岸，素有“吳頭楚尾”之稱，

曆為水陸交通要衝，商品集散中心。 

今日蘄春南臨長江“黃金水道”，京九鐵路、滬蓉高速公路、鄂皖等級公路均穿

境而過，乘車一小時可抵達武漢天河機場，交通區位優勢極其明顯。縣內交通發達，

形成了“兩縱五橫五迴圈”的幹線公路網路，支線公路實現村村通.京九鐵路穿境

而過，在本縣設有三級客運站和貨運站各一個，客運站位於京九鐵路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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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正處縣城中心，站前廣場（人民廣場）為埠九段最大的廣場。蘄春南倚長江 

“黃金水道”，境內各級客貨運碼頭沿江而建，與鐵路、公路一起構築了蘄春現

代交通大格局。 

蘄春自然資源極其豐富。是國家商品糧基地縣；長江中下游農業開發專案縣， 

被湖北省政府定為優質米生產基地縣。 蘄春山奇水秀，景色宜人。有國家、省、縣級

文物保護單位 86 處。蘄州李時珍陵園和李時珍生前行醫處玄妙觀,年接待中 

外遊客 40 余萬人，李時珍墓 1982 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彙集

新石器時期和西周時期文化的毛家咀遺址，山青水秀的太平避暑山莊，橫崗山國家

森林公園，桐梓溫泉，三角山自然景觀等享譽海內外。 

此次活動在蘄春縣共設置兩個支教點： 

1. 赤東中學。赤東中學位於醫聖李時珍故里——蘄春縣，是一所初級中學。

赤東中學始建於 1958 年，原為蘄春縣第六中學，後改為赤東高中，1992 年更名為

赤東鎮初級中學，沿用至今。赤東中學現有校園面積 46657 平方米，校舍建築面積 

121417 平方米。校園裡各種樹木四季常青，古樸典雅的牌樓與合理的建築佈局相

互映襯，幽雅的自然環境是育人的理想場所。 

2. 赤東鎮陳雲小學。赤東鎮陳雲小學坐落於有“蘄春糧倉，魚米之鄉”美

稱的湖北省黃岡市赤東鎮,該鎮現有版圖面積 148.97 平方公里，總人口 6.2 萬。

蘄漕一級公路穿境 5 公里，鎮南距黃黃高速公路蘄春入口處 5 公里，長江蘄州水運

港口 8 公里，北距京九鐵路三級客貨站 2.5 公里。轄 46 個行政村。鎮政府駐鄧元

村，距縣城 9 千米。 

該鎮為縣內糧、棉、漁主產區，農業以優質水稻、瓜果、蔬菜、苧麻、藥材種

植和水產、畜禽為主。境內盛產鱖魚、鯰魚、鯽魚、蓮藕、三渡蒿菜、枇杷、柑桔、

甘蔗、無籽西瓜、草莓、薄荷、丹參、玄參、板蘭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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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華中師範大學 

 

2019“陽光支教•孔子行腳”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大學生湖北支教活動概況 
 

2019 年 7 月 3 日至 7 月 14 日，華中師範大學主辦的 2019“陽光支教·孔子行

腳”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大學生湖北支教活動在鄂成功舉行。活動不僅為湖北偏

遠地區學生提供了涵蓋多元文化的優質課輔服務，向他們傳遞了知識與溫暖，

同時也提升了參與支教大學生熱心公益、服務社會及團隊合作的意識，深化了海峽

兩岸暨香港、澳門地區青年學子間的溝通瞭解，受到各界的一致好評，取得了良好

的社會效果。 

“孔子行腳”計畫由臺灣師範大學發起，號召大陸、臺灣、香港與澳門各高校

的青年學子，為各地偏鄉學童進行課輔服務、傳遞愛心。華中師範大學高度贊同該計

畫踐行孔子“有教無類”教育思想以及促進青年學子溝通交流的核心理念， 

2013 年以來，已連續七年舉辦“陽光支教·孔子行腳”支教活動。來自海峽兩岸

暨香港、澳門地區相關高校的大學生共計 830 余名，於暑期深入湖北偏遠貧困地

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向當地 4400 余名學子傳播了知識與快樂。該活動已成為華中

師範大學重點打造的暑期交流品牌專案。 

2019“陽光支教·孔子行腳”活動是歷屆以來支教範圍最廣泛的一次。來自香

港教育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大學及內地 

9 所高校的 89 名優秀青年學子及帶隊老師分成 12 個支教小組，赴湖北省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縣、黃岡市蘄春縣和宜昌市遠安縣的 10 個支教點，為當地 

761 名中小學生帶去了 470 學時的特色課程，課程安排涵蓋面廣，包括各地歷史文

化、科學、藝術、外語、團建、體育及社會實踐等特色趣味課程，旨在開闊學生視

野，豐富學生假期生活。活動期間還組織了參訪交流活動，讓海峽兩岸暨香港、澳

門青年學子深刻感受荊楚文化。共青團湖北省委學校部部長柯建鋒、華中師範大學

副校長彭南生等出席活動啟動儀式並致辭。該活動受到各方高度重視， 取得較好的

社會反響。黃岡日報、三峽宜昌網、蘄春新聞、青春遠安等多家媒體對活動進行了跟

蹤報導。 



17 

 

2019“陽光支教•孔子行腳”港澳與內地大學生湖北支教活動 
精彩圖片及新聞報導 

（一）活動精彩圖片 
 

活動啟動儀式 
 

 
師生代表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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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建設活動 

 

 

團隊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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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阿布授課留學生阿布授課 
 

在支教地與當地學生們舉行團隊建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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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 

 

 

 

 

 

 

 

 

 

 

 

 

 

 

 
 

自製樂器-吸管排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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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互動 
 

 

 

 

用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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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堂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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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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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訪 
 

 

 

 

總結分享會 



24  

（二）部分新聞媒體報導 
 

華中師範大學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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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岡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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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蘄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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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蘄春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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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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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恩縣沙道中學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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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s.ccnu.edu.cn/info/1003/31148.htm
http://news.ccnu.edu.cn/info/1003/31230.htm
http://rb.hgdaily.com.cn/html/2019-07/14/content_385447.htm?div=-1&amp;from=grou
http://jyj.enshi.gov.cn/xsdt/201907/t20190716_542648.shtml
http://m-qichun.cjyun.org/p/65902.html?from=groupmessage&amp;isappinstalled=0&amp;1
http://m-qichun.cjyun.org/p/65902.html?from=groupmessage&amp;isappinstalled=0&amp;1
http://www.meipian3.cn/295bwo1w?share_depth=3&amp;user_id=ohbsluHLh3CFk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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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岡日報》 《華大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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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恩施州教育局網站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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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恩縣教育局宣傳 
 

蘄春新聞視頻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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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宜昌網宣傳 



29  

 
 

 

宣恩新聞視頻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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