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ne Laptop Per Child: Connecting Every Single Child

电脑和铅笔一样 孩子应人手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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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汇款方式：

� � 肯尼亚塔卡温古(Takaungu)
的一间小学教室内，一群五六岁
的孩子挤在旧课桌前上课，他们
人手一台 100 美元的小笔记本
电脑，甚至还能自行用螺丝刀维
修电脑主板。 这不是什么奇迹，
这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
葛 洛 庞 帝 提 出 的 OLPC (One
Laptop Per Child)公益计划———
每个孩子一台电脑，这个计划许
诺向发展中国家儿童提供数千
万台 100 美元的电脑。

IT 预言家的涉足

尼葛洛庞帝是谁？ 今年 69
岁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在读建筑
学研究生时，就迷上了计算机辅
助设计，1991 年开始为计算机业
的前卫杂志《连线 (Wired)》投资
并撰写专栏，一连写了 7 年；1995
年其专著《数字化生存》问世，震
惊了整个世界，被《时代》周刊列
为“当代最重要的未来学家之
一”，而今他书中的许多预言，如
液晶屏幕等， 都已成为现实；
1996 年，中国留学生张朝阳决定
回国创办网站，拿着计划书找投
资，奔波了 5 个月，最终是尼葛
洛庞帝教授率先投出 22.5 万美
元， 这才有了搜狐后面的故事
……

这样一位在 IT 界名声显赫
的人物， 为何开始专注研发 100
美元的电脑呢？ 2006 年 2 月，
OLPC 计划刚起步的时候， 尼葛
洛庞帝在 TED 的一次演讲上给
出过这样的答案。“假如你有机
会跟一个国家的元首会面，他肯
定会认同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
资源是这个国家年轻的一代。 ”
尼葛洛庞帝说，“不管我们面临

什么社会问题，要寻求解决的方
法，就必然要提到教育，有些时
候是仅仅通过教育就能解决，但
是没有教育就绝对不行。 ”

尼葛洛庞帝曾经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将苹果公司创始
人乔布斯捐赠来的一些笔记本
电脑带到像塞内加尔这样的第
三世界国家， 给那里的孩子使
用。 他发现，尽管这些孩子不懂
英语，甚至根本没有见过拉丁字
母，但是你一旦给了他们一台笔
记本电脑， 他们就会自己去摸
索，甚至是如鱼得水。

而在柬埔寨，政府从 2002 年
就开始拨款给当地的孩子配发
笔记本电脑。 那时有 80％的老师
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更希望将资
金用于提升他们的工资，或建更
多的校舍等。 但几年过去后，这
些老师向尼葛洛庞帝说，有几个
现象令他们特别兴奋———过去
有过的逃课现象几乎不复存在；
更多的学生家长到学校参加家
长会；淘气的孩子变少了；上课
时孩子们也变得更为踊跃……
所有的这些都始于笔记本电脑

来到学校的那一刻，这些学校的
服务器由于流量过大要在晚上
的某些时间被迫关闭，因为孩子
们一个劲地给老师发电子邮件，
询问各种问题。

这些笔记本电脑给孩子在
学习态度上带来的直接改变让
尼葛洛庞帝意外发现了提供教
育的新方式，但笔记本电脑的售
价不菲却是这种新式教育的最
大阻碍。 于是，2004 年，尼葛洛
庞帝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提出：“电脑和铅笔一样，即使是
世界上最贫穷地区的孩子，也应
人手一台。”从此，他成立了与项
目同名的非营利组织，开始推动
研造 100 美元的笔记本电脑。

逆流而上 赢得尊敬

当时，IT 行业的高管们纷纷
表示，笔记本成本不可能出现如
此程度的急剧下降，除了慈善用
途，这种异想天开的计划根本没
有未来。 尽管备受如微软、英特
尔等大型厂家的讥讽，但在麻省
理工学院的支持下，教授在一步
一个脚印向目标靠近。 2007 年，
这种小笔记本电脑已经送到了
非洲。 尼葛洛庞帝甚至预言：“在
未来，将是 50 美元一台。 ”

在 OLPC 成果的促使下 ，
2007 年，英特尔公司与尼葛洛庞
帝握手言和 ， 英特尔以加入
OLPC 董事会的方式， 为后者提
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他们共同开
发的笔记本电脑功耗更低，且可
以手动发电，更适合农村地区的
学校。 2008 年 4 月，经过长达数
月的协商 ， 尼葛洛庞帝确认
OLPC 计划将与微软开展深入合
作，并与盖茨基金会一道，为发
展中国家开发适于这种笔记本
使用的教育软件。

目前，100 美元笔记本的基
本配置为 500MHz 的处理器、
1GB 存储器、4 个 USB 接口、液
晶屏幕、 无线上网和双模式显示
（全彩和便于在阳光底下使用的
黑白模式）。考虑到欠发达地区使
用者的情况， 笔记本的电能提供
除了传统模式外， 还可以通过太
阳能或提手旁边的摇柄来手摇发
电， 在一些没有电的乡村甚至可
以用它来做电灯。 这种笔记本功
耗极低， 搭载了防水键盘和固态
硬盘，还可以拦截不良广告。

由于孩子们的天性中不免
有好奇、胆大的一面，他们的“破
坏力”极强，难免不把来之不易

的笔记本当成大玩具。 所以，这
种笔记本的外面还有一层柔软、
粗糙的外套包裹， 易于手持、不
易滑落、不怕摔打。 另外，它的显
示屏也是特制的， 不怕刮擦，甚
至不怕有意的敲打。

如今，100美元笔记本已经覆
盖了 43个国家和地区的 240余万
名儿童，这些国家通过政府购买的
方式，免费向贫困地区的穷孩子发
放电脑，让他们不再错过发展的新
技术，让他们不离开家乡也能知道
地球另一端是什么样子，让每一个
孩子都获得平等的学习权利和实
现自身潜力的机会。

价值不仅是教育

在哥伦比亚，OLPC项目通过
他们的国防部发放了 3000台这种
笔记本电脑，该国不仅将此视为教
育项目，更看成是一个战略防御项
目。在过去的 40年中，这个国家发
生了太多的爆炸、袭击、绑架和暗
杀等恶性事件。 而如今，孩子们忽
然间有了联网的笔记本电脑，实现
了“蛙跳式的发展”。这不但意味着
封闭地区的孩子可以实现与外界
交流，并且还能与整个世界进行对
话了。他们可以用笔记本电脑来上
网，既看西班牙语的网站，也看本
地语言的网站，孩子可以获取到外
界的资讯，而在此之前，他们是完
全与世隔绝的。

而其他一些国家， 更把
OLPC 项目看成是促进经济增长
的一个引擎。 尼葛洛庞帝认为，
这样的经济促进作用要在 20 年
后才会显现出来，他说：“这样的
改变将是深层次的，但它肯定会
首先发生在儿童身上，并由儿童
开始推广到社会的其他角落。 ”

（据 TED.com 高文兴编译）

� � 许多软件开发商与教育者参与到为该款电脑本地化的工作中，
图为巴拉圭一所小学在家长会上展出电脑应用成果

� � 100 美元电脑已经走进了包
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