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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心怡

近半网友认为
互联网可改善乡村教育现状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乡
村教育正在发生着极大的改变。
互联网与乡村教育的结合越来越
紧密， 不少教育机构和公益机构
都以这种形式探索改变农村教育
的面貌。

“互+计划”教育公益项目，就
是以中小学网络课程共建共享的
形式， 使偏远贫困地区实现教育
资源共享。 通过此项目，不仅大山
内的学生可以即时聆听来自各地
优秀教师为他们精心准备的课
程， 各地教师也可方便地进行跨
地域交流和联合教研。

与此类似， 阿里巴巴乡村教
育公益行， 以淘宝教育的优质在
线直播课程为基础， 以遍布全国
农村的村淘合伙人站点为出口，
建设“淘宝小课堂”。 预计这种模
式在年内会推广到 600 个村落。

对于互联网在乡村教育领域
掀起的热潮， 国务院参事汤敏认
为“互联网课程最终可以打破教
育不公平的问题”。 他说：“如果这
个工具（互联网教育）率先、全面
用到乡村学校的话， 那么可以减
少教育不公平，否则，可能会进一
步拉大城乡教育水平。 ”

此外，汤敏还表示“农村老师
没有被边缘化， 反而得到的收获
比学生的更大， 不但将网上的优
秀方法吸收， 而且还结合农村的
情况， 摸索出适合农村孩子的优
质教学方法”。

然而， 也有不少人对此持谨
慎态度，认为“互联网教育开展得
再好，也不足以取代学校”，不少
人表示， 互联网参与乡村教育的
形式缺少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性，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缺少自觉性，
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高度集中，容
易出现走马观花的现象， 无法达
到真正的教育目的。

就此话题，《公益时报》 联合
新浪公益、 问卷网和凤凰公益推
出本期“益调查”———你认为，互
联网能带来乡村教育的改变吗？
调查自 2016 年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1 日，共 1006 名网友参与。

调查结果显示，约有 46%的网
友认为互联网课程可以随时随地
查询， 弥补了线下教育资源的不
足；有 42%的网友认为虽然互联网
课程可以随时随地查询所需内
容， 但部分内容还需要老师当面
进一步讲解；仅有 12%的网友更倾

向于面对面的教学。 可以看出，与
传统的面对面教育相比公众更倾
向于互联网课程。

对于互联网参与乡村教育是
否能带来现状的改变，48%的网友
认为有很大作用， 互联网能把乡
村与城市的优秀教育资源相对
接， 让更多偏远地区的学生享受
到优质的教育；45%的网友认为作
用有限， 互联网参与乡村教育的
形式缺少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性，
不能达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仅有
7%的网友认为没有作用， 学生缺
少自觉性， 光靠互联网无法达到
教育目的的。

对于应该如何完善互联网参
与乡村教育的形式，39%的网友表
示， 互联网参与乡村教育的形式
应该更多地面向乡村教师， 因为
教师水平的提高更能为当地学生
带来直接的变化；49%的网友表
示，应提高互联网教育的互动性，
使远程教师第一时间掌握学生的
学习情况，以此调整课程内容，也
使学生的困惑得到及时的解答；
12%的网友表示， 要让项目在资
金、技术、师资和课程内容上可持
续化，努力将其变为常态。

截至 11月 21日 10时

网友留言：

思惟丰富思：互联网
教育必须得重度投入，因
为这是一个有前景的领
域。

暗之圣域：个人觉得
再好的互联网教育都不
能替代线下教育，人与人
交流效果是任何工具无
法替代的，打铁还需自身
硬，像欧美，日韩等强国，
踏实做好教育设施和质
量才是正道。

勒夫的鼻屎：在教育
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对于
信息辨别能力不能达到
城里孩子的水平，互联网
教育上的大量信息是否
能发挥积极作用？

C 的现在： 互联网教
育对于没有自觉性的孩子
来说起不到多大作用，最
主要还是靠父母与老师。

1.你是否在互联网上学习过某项课程，效果如何？
A 是，互联网课程随时随地，弥补了线下教育资源的
不足；46%
B是，但部分内容还需要老师当面进一步讲解；42%
C否，更倾向于面对面的教学。 12%

2. 你认为互联网参与乡村教育是否能带来现状的改
变？
A 是， 互联网能把乡村与城市的优秀教育资源相对
接，让更多偏远地区的学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48%
B作用有限，互联网参与乡村教育的形式缺少教师与
学生的互动性，不能达到很好的教育效果；45%
C 没有作用，学生缺少自觉性，光靠互联网无法达到
教育目的的。 7%

3.你觉得如何完善互联网参与乡村教育的形式？
A 互联网参与乡村教育的形式应该更多地面向乡村
教师，因为教师水平的提高更能为当地学生带来直接
的变化；39%
B应提高互联网教育的互动性，使远程教师第一时间
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以此调整课程内容，也使学生
的困惑得到及时的解答；49%
C让互联网教育不仅以公益的形式出现，让项目在资
金、技术、师资和课程内容上可持续化，努力将其变为
常态。 12%

有 92%以上社会组织是在地
市及以下登记管理的

在 2016 年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社会组织改革发
展专题研究班上，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表示，全部社
会组织中，全国性社会组织数量仅 2316 个，占总数的
0.35%，省级的约占 7.3%，地市级的约占 21%，区县级
的约占 71%。

点评：虽然占绝大多数 ，但这些地市及以下的社
会组织其受关注度 、 话语权在公益慈善领域还远远
不够。

70 家企业加入“中国房地产行
业绿色供应链行动”

据凤凰公益消息，11 月 16 日，阿拉善 SEE 与中欧
社会论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2 次缔约
方大会上发布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行动的
最新成果及环境效益评估报告， 截至 2016 年 11 月，
已有 70 家房地产企业加入该行动， 涉及产业链的相
关企业达 2000 家以上。

点评：联合企业、政府和消费者等多方力量，从房
地产企业的原材料采购 、生产过程 、消费终端等环节
入手，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理念贯穿于产业链的
全过程，将有效地推动环境保护工作。

涉摆拍诈捐 21 个直播账号
被封禁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 快手直播平台发布最新进
展，宣布对查实利用直播进行伪公益骗粉的“杰哥”进
行永久封号处理。 目前，该平台正在继续进行全面排
查，对涉嫌伪公益行为的其他 6 名用户，也暂时关闭
了其直播权限， 并已将在大凉山做公益的 21 个账号
予以封禁。

点评 ：对于公益慈善行业来说，新生事物必须积
极研究应对，否则一旦出现问题，损害的是整个行业
的利益。

18个城市制定控烟条例
据中国网消息,我国目前已有 18 个城市制定了地

方性控烟条例，控烟立法执法成效显著。 今年，国家级
控烟条例已列入《国务院 2016 年立法工作计划》，正
在按立法程序修订推进中。

点评 ：控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执法过程中容
易出现“反复”或阶段性“弱化”，必须建立有效的执法
监督机制，还要积极发动社会参与 ,才能保证控烟执法
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6年 11月 14日 福州弘博工艺有限公司 100万元 精准脱贫 闽侯县精准扶贫基金

2016年 11月 14日 南京圣和药业董事长王勇 1000万元 教育事业 中国药科大学

2016年 11月 15日 祥符禅寺 500万元 扶贫、济困、助学等 无锡市慈善总会

2016年 11月 16日 钱峰雷 500万元 学前教育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童享工程

(2016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0 日)
（制表：王勇）

今年贵州省新增母婴温馨小屋 87 家。 截至目前，
两年来贵州省共有母婴温馨小屋 167 家，为孕期、哺乳
期女性提供了一个温馨、舒适的私密空间。 未来 5 年，
贵州省工会将力争在有需求和有条件的单位和场所，
全面建设母婴温馨小屋，让更多女职工从中受益。

图
片
新
闻

国
内

环
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