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国际·案例14
２０15．1.13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The� Hackney� Pirates:� Education� is� A� Joyful� Adventure

哈克尼海盗：教育是场欢乐的大冒险
作为一家社会企业，“哈克尼

海盗”(The Hackney Pirates)坚信
对孩子进行一对一辅导是全世界
最有效的教学方式之一， 他们在
日常工作中也证实了这种个性化
教学的优势。 哈克尼海盗旨在培
养伦敦哈克尼区青少年的读写能
力、 创造力和现实生活所需的各
项技能， 帮助他们在学校以及更
广阔的天地中取得成功。

教育大冒险

哈克尼海盗认为教育应该
是场大冒险。 他们觉得一对一的
辅导和有成人陪伴在孩子身边
关注孩子说出的每一句话会令
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产生很大不
同。

哈克尼海盗吸收来自当地
社区的志愿者，为有可能成为后
进生的青少年提供一对一的集
中辅导，帮助他们提高读写能力
和创造力。 哈克尼海盗认为，专
注于提升这两类能力，能对孩子
们在校内和校外的世界中取得
优异表现起重要作用。

他们的工作对象多为 9 至
12 岁的孩子，由当地公立学校的
教师和社会工作者选出需要进
行额外辅导的孩子，而且每周五
小时的一对一辅导能给他们带
来切实改变。 放学后，孩子们来
到位于哈克尼区的哈克尼海盗
中心，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和一
对一辅导及教学。 日常的课外学
习环节除了对家庭作业进行针
对性辅导， 还让孩子亲自动手，
参与创意产品的制作。

让教育充满乐趣

作为一家社会企业，哈克尼
海盗能自由地营造任何他们想
创造的学习氛围和文化。 这对帮
助孩子们的学习至关重要。 为了
创造出积极主动的学习氛围并
巩固学习成果，哈克尼海盗的整
套教学理念、方法和环境都必须
充满娱乐性、 冒险性和参与性。
于是，他们选择将整个机构打造
成“海盗”主题！“海盗”不仅是机
构的名称，更是真正渗入到了他
们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包括使
用的语言、场馆的设计和完成的

项目等。
例如，哈克尼海盗的总部就

以“海盗”为主题营造出了充满
乐趣的校外学习环境。 孩子们不
仅能在这里接受家庭作业和读
写能力的额外辅导，还有机会和
才华横溢的专业人士一起制作
专业化的创意产品（如书籍、明
信片、动画和音乐）。 哈克尼海盗
认为，当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
他人重视时自信心获得满足时，
每个人都能调动自我学习的积
极性并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诞生之路

美国作家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在旧金山创办了“826 Va－
lencia”学习中心，在那里孩子们
与作家一起培养他们的阅读和
写作能力，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听闻这套美国的方案后，哈克尼
海盗董事卡特里奥娜·麦克雷
（Catriona Maclay， 前中学教师，
所任学校的学生考试成绩在全
伦敦排名倒数第二） 于 2010 年
发起并成立了这家社会企业。

在接受某网站的采访中，她
解释了成立这家社会企业背后
的动机：“看到孩子们在考试中
不及格，我感到非常沮丧。 其实
如果这些孩子能接受一点额外
的辅导， 他们不一定会不及格，
甚至能取得好的成绩。 直到后来
我在 TED 演讲中看到了旧金山
的这个项目，我才意识到我身边
多么需要开展这样一个类似的
项目。 我觉得自己的教师生涯中
缺失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没
有对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做更多
的一对一辅导。 但其实有很多人
能够保证辅导的时间，通过与当
地志愿者携手努力，我们可以大
幅度增加接受人性化辅导的学
生数量，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不
同的人、启发灵感并获得振奋人
心的体验。 我先向一些人说起了
这个想法，于是我们建立了一个
试点项目进行测试，之后一切便
像滚雪球般迅速扩展开来。 ”

就其本身而言，哈克尼海盗
树立了一个灵感启迪成就的良
好榜样：一个人在世界上其他地
区的人们正在做的事情中获得
灵感和启发，并在自己的居住地

建立了自己的项目或组织。

志愿者的力量

经营一家为孩子做一对一辅
导的机构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
哈克尼海盗的运作能力来源于它
建立起的大型志愿者网络。迄今，
已有 300人接受了哈克尼海盗的
培训， 其中 100 多人积极参与志
愿者活动。然而，考虑到一名志愿
者对应一名孩子的模式和每晚有
20 个孩子需要辅导的实际情况，
增加志愿者的人数是当务之急；
哈克尼海盗也在积极推广并鼓励
合适的人加入志愿者的队伍。

哈克尼海盗将总部选在伦
敦的哈克尼区也对志愿者招募
对很有帮助，因为居住在这里的
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几乎比全
欧洲任何地方都多。 他们的工作
时间非常不规律，因此也更容易
参与志愿活动。 同时，哈克尼海
盗几乎囊括了所有类型的来自
不同背景和不同年龄层的专业
人士志愿加入其中。

志愿者会参与一系列活动，
从和孩子们一起工作到筹集基
金， 他们的服务内容相对灵活，
只需保证每月最少一个下午的
时间，而且也不需要志愿者有相
关经验，因为哈克尼海盗会提供
全面培训。

但是， 志愿者必须参加一期
培训课程。 哈克尼海盗还会按照
政府要求为每名志愿者安排安全
检查， 通过检查的志愿者才能辅
导孩子。 志愿者不仅会与孩子们
直接接触， 还会在机构运营中担
任角色， 比如提供计算机系统支
持、设计营销材料和募集资金等。

一个志愿者日常一天的工
作时间通常从下午 3 点 45 分开
始，到傍晚结束。 简要的情况介
绍会结束后，每名志愿者会与一
名孩子结为一对。 第一个环节的
重点是阅读能力的提升和辅导
孩子们的家庭作业。 对于需要额
外辅导的孩子，这种一对一的形
式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志愿者而
言， 这同样是一次进修机会，他

们能用到曾在学校频繁练习但
后来不常用到的技能（例如数
学）。 一对一辅导后，作为整个学
期内要完成的一个大型项目的
一部分，孩子们和志愿者都会参
与到创意项目的实践当中。

哈克尼海盗不需要志愿者
承诺每周都提供同样小时/天数
的服务，这样志愿者就能按照工
作和生活情况选择合适的时间。
仅要求保证每月一次活动可以
鼓励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并贡献
自己的力量，他们也不会感到自
己最初就得承担巨大的责任，或
者由于不习惯辅导孩子而过于
紧张。

以上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使
得志愿者们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即使志愿者此前没有相关的教
学经验，他们也会帮助该组织不
断扩充整个队伍。 正如卡特里奥
娜·麦克雷所说：“一对一辅导极
有影响力，但是并非一定要由教
师来提供这种辅导。 有时，教师
关注的是表现最为优异的学生
或者后进生。 而成绩中等却不断
努力的孩子常常会被忽视。 ”

携手应对创业和创意挑战

哈克尼海盗与其他创意项
目有何不同之处？ 前年，哈克尼
海盗和精益企业(Enabling Enter－
prise)共同创立了“年轻的海盗学
徒———探索商界的航行” 项目
(Young Pirate Apprentice)， 旨在
将“冒险精神和企业家才智”相
结合。 海盗们解决了一系列创业
挑战，这种经历教会他们如何发
挥带头作用、如何进行伙伴间磋
商、如何产生新点子、交流新想
法并令人信服。 为帮助他们顺利
完成任务，每周都会有一名资深
的企业家与这些海盗见面，分享
他们的故事， 提供专家建议，并
对海盗们的活动给予支持。

在团队分享了经历和想法
后，海盗们为启动一项新的 T 恤
衫项目准备就绪。 每名海盗都根
据一幅城市景观拼贴画设计出
了一份独一无二的作品。 正式投

产前，海盗们设计和分发调查问
卷，通过市场调查来帮助他们确
定目标消费者并敲定最终的设
计方案。 为了支付初始成本，海
盗们写信给当地的 T 恤衫印花
公司，成功说服他们提供优惠的
价格支持海盗们完成第一阶段
的生产工作。 所有设计完成且一
切就绪后，海盗们便将新的 T 恤
衫投放市场。

海盗们并未选择惯常使用
的销售战略，而是通过举办一场
难忘的庆祝活动来吸引潜在的
客户和投资人。 庆典上不仅展示
了他们的设计作品，还鼓励参观
者自发给 T 恤衫打广告。 海盗们
都沉浸在活动策划和各种推广
中，发送邀请函、设计名片、制作
海盗帽（参加者能戴着海盗帽并
将活动信息与朋友们分享） 等。
庆祝活动举办的同时，海盗们还
创立了在线商品目录，顾客可在
此浏览并购买喜欢的设计。

扬帆起航，缔造影响力

哈克尼海盗成立于 2010 年。
目前，他们已与 500 名志愿者合
作辅导了 150 名青少年，并且提
供了长达 12000 个小时的一对一
服务。 他们的工作不仅能帮助青
少年提高读写能力，支持他们在
课堂上取得进步，并且还让他们
增强信心、结识新朋友、和各类
成年人互动。

现在， 他们拥有了全新的工
作场所，建立了志愿者网络，也在
逐渐看到并意识到自己的影响
力； 哈克尼海盗希望今后能帮助
越来越多的孩子。 只要社会企业
继续存在， 他们所辅导的孩子就
会相信哈克尼海盗是最具创意
性、趣味性和参与性的组织之一。
从这层意义上看， 我们通过哈克
尼海盗学到的重要一课是： 虽然
一些想法（放学后对孩子进行一
对一辅导） 看上去普通但具有重
要意义想法， 而我们可以通过有
趣、创新的主题、营销手段和丰富
的创造力让想法真正发挥作用。

（据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

哈克尼海盗———教育是场欢乐的大冒险

� � 所谓的“后进生”其实只是在学业上有待提高，但如果仅因此就被贴上标签，这对其未来的成长有百
害而无一利。

� � 学生在志愿者辅导下，学业有所进步，而后者也在这种关系中度
过了难忘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