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9 月 24 日， 中国发展研究
基金会、新疆吉木乃县、好未来
合力建设智慧教育暨希望在线
教育资源捐赠仪式在京举行。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新疆吉木乃
县与好未来集团领导在现场共
同签署了“希望在线教育资源公
益捐赠协议”。好未来将依托“希
望在线”平台，为新疆吉木乃县
搭建覆盖全县的优质教育资源
体系结构，助力当地智慧教育的
建设，进一步提升该地区的教育
质量。

由于自然、历史、经济、社会
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中西部地
区教育水平仍比较落后，与东部
相比差距较大。 2016 年，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西部教
育发展的指导意见》， 要求到
2020 年，中西部地区 95%的县实
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
书长方晋在发言中表示，基金会
在青海、贵州两地实施了“农村
小学信息化项目”,利用科技的手
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不
同地域间教育的差距和鸿沟，从
而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教育质量、
推进教育的均衡发展。 此番合
作，依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
公益实践经验和好未来的资源
技术优势相结合，相信将会给新
疆吉木乃县地区的教育带来全

新的风貌。
吉木乃县地处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北部边陲，该县现有学校
共 12 所,学生总数 4799 人，教师
总数 684 人。 好未来在今年 4
月，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走访
新疆吉木乃县，了解到在国家大
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下，该县
师机比达到 1:1， 计算机教室覆
盖率达到 100%，“班班通”设备覆
盖率达到 100%，教育信息化基础
设施已铺设完成。 优质教育资源
匮乏、教学质量落后以及师资不
足成为制约当地教育发展的主
要问题。

结合当地教育实际发展情
况，好未来为吉木乃量身定制了
周期为两年的好未来“1+2”教育
扶贫模式———基于好未来 14 年
教学实践内容积淀的“希望在
线”教育平台，在新疆吉木乃县
推进教育资源普惠工程与教学
应用普及工程，达到双管齐下的
目标。

教育资源普惠工程将为当
地学校搭载资源中心，依托希望
在线提供覆盖全学段知识点的
微视频课程、录播课程、备授课
课件、题库等资源，同时再辅以
家庭教育资源的内容，使家长能
够参与到教育中来，完整教育关
键缺失的部分；教学应用普及工
程则充分利用吉木乃当地学校

教育信息化硬件装备，
包括平板电脑、互动大
屏、 及网络设备等，借
助各类教学应用，帮助
教师合理构建起高质
量的课程教学设计，并
推动学习方式逐步向
主动式、互动式、个性
化学习转变，有效推动
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

新疆吉木乃县副
县长姜晓华在致辞中
表示：“由于特殊的地
理位置， 加上恶劣的
自然环境等各方面因
素的制约， 导致目前
全县的教育基础 、经
济基础相对薄弱 ，教
育水平仍然比较落后。我们非常
期待此次智慧教育的引入，将助
力新疆吉木乃县的教育质量迈
上一个新的台阶，切实提升全县
的教育水平，加快教育信息化的
建设，提升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教
学水平，提升吉木乃县孩子的学
习兴趣。 ”

此次与吉木乃的合作，已不
是好未来第一次关注中西部地
区教育发展问题。 2008 年，好未
来在四川、贵州等地捐赠希望小
学，改善当地办学条件；2012 年
开始开展覆盖贵州、云南、青海、
四川、陕西、新疆、西藏七省区的

“同一课堂” 支教项目；2016 年
项目升级为互联网远程支教，通
过线上传授、线下培训的方式释
放好未来优质的教育科技产品
和在线课程，同时与各地政府合
作开展“同一课堂·教育信息化
项目”。

2017 年初好未来推出“希望
在线”教育公益平台，优选好未来
集团旗下学而思网校、 学而思培
优、教育云、家长帮等子品牌的在
线课程和教学产品， 携手教育公
益伙伴， 将聚合的这些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给教育资源匮乏的地
区，助力教育均衡。 今年 6 月，好

未来同样依托于希望在线， 与河
南嵩县人民政府合作， 通过为当
地思源实验学校提供优质的教学
资源和高效实用的信息化平台应
用工具, 覆盖教学全过程的数据
收集、评测分析软件等，使其成为
智慧教育示范学校。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
的必经之路，我们希望通过科技
的手段，能够让偏远地区的孩子
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让他们
有机会同一线城市的孩子一样，
去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好未来
集团教育云总经理王鲁在发言
中强调。 （王勇）

好未来捐赠“希望在线”教育资源助力新疆智慧教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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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计划志愿者破解公益筹款难题
� � 西部计划在广西至今已经
实施 14 年了，其间，共有 8000 多
名热血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到广
西最艰苦、 最基层地区扎根一
线，建功立业。 然而，在基层开展
志愿服务，无论有再好的创意和
想法，资金问题始终是绕不过的
一道坎儿，一些西部计划志愿者
是如何在实践中破解公益活动
筹款难题的呢？

筹集善款是门技术活儿

2015 年，在广西凤山县进行
了一年志愿服务后，吴道杰开始
尝试使用网络众筹，为村里的学
生筹款 1.5 万元用于购买魔法字
帖，并提供相应的书法课。 第一
次筹款的经历并不顺利，项目上
线整整一周， 他只筹到了 3000
多元，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

一天，吴道杰发起众筹的消
息被一位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
作的朋友知道了，他热情地帮助
吴道杰，指导分析筹款不顺的原
因：一是账本不够细致，究竟要
为多少个学生买字帖、每本字帖
多少钱、是否确实需要上万元资
金等问题都没有解释清楚；第
二，其选择的众筹平台并不适宜
筹集这些小项目的资金，因为该
平台若没能筹足目标金额，钱是

不会出账的。
听取了这位朋友的建议，吴

道杰当天下午试着在另一个众
筹平台上线一个新的项目：为全
县所有敬老院、五保村共 307 位
孤寡老人筹款买收音机。 由于账
目清晰、数据具体且激发人们的
恻隐之心，这一次众筹过程出奇
地顺利，善款每天以万元为单位
增加， 仅 3 天时间他就筹到了
4.9 万元。 之后，他们用这笔钱购
买了 307 台收音机，并下载了多
首凤山老人喜爱的壮语山歌，丰
富了这些孤寡老人的业余生活。

自此，吴道杰开始走上靠网
络众筹做志愿的路。 为了更熟练
地掌握网络众筹技巧，吴道杰花
了很多时间去网上研究一些筹
款达人的心得， 学习怎样拍图、
怎样写文案、哪些细节能够感动
人、 哪些真实信息应该充分呈
现。 他的手机里安装过不下 10
个众筹类 App， 随便点开其中一
个他都能详细介绍其特点、运作
模式和适用项目。

两年多来，利用工作 8 小时
以外的时间，他和服务队队友们
通过网络筹款汇聚了 10 万人次
的爱心， 筹集项目资金近 25 万
元，推出大小项目 11 个，开展了
近 200 场次的志愿活动，覆盖留
守儿童、孤寡老人、环卫工人、残

疾人、返乡大学生等群体。
网络众筹是新时代下一条

适合草根志愿者的路，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吴道杰发现众筹只能
在短时间内起到应急作用，并不
是一条长久之道。“终究还是势
单力薄，缺乏稳定的社群作为后
援”。

“网络众筹是个不断消耗人
情的平台，若仅靠固有圈子里的
人献爱心，并不能走多远。 ”吴道
杰表示，他计划在结束志愿服务
之前建立一个高质量社群，把愿
意为凤山公益出资的人都集中
起来， 以解决网络众筹延续性
差、效率不高等问题。

如何打破从输血到造血的
瓶颈

很多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
也会遇到公益项目持久开展在
时间和平台方面的局限。 在吴道
杰看来，志愿者对公益活动的规
划决定了筹款方向，“打算待一
年，要思考做怎样的活动才能最
快取得成效；待两年，要思考怎
样才能将公益项目做得出彩，引
起关注； 打算待三年或以上，就
要想着怎样建立一个长期有效
的公益活动或组织，打造志愿文
化底蕴”。

如何打破从输血到造血的
瓶颈，避免志愿项目随着团队核
心人士服务期满后离开，而陷入
人走茶凉的困境？ 一些志愿者也
展开了各种尝试。

利用假期自费往返广州七
八次的德政，在连续被 4 家助学
会拒之门外后，终于成功与第五
家助学机构谈成了合作，拉到了
7 万元的爱心善款。 由于善款来
之不易，德政和伙伴们决定要合
理利用好这笔“爱心启动资金”。
在团东兰县委和县招商局的支
持下，他们成立了东兰县志愿者
爱心淘宝店，销售墨米、板栗、米
酒等东兰特产，所得收益与供货
村民五五分成，既帮助村民增加
了收入，又持续保障了公益活动
的资金供给。

在服务期剩下的 1 年里，德
政一直想方设法成立一个基金
会，建立规范化的机制，为之后
的志愿活动持续供给资金。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从事志
愿服务的黄加荣，为每天要走危
险山路上学的留守儿童发起了
“护身铠” 项目， 为孩子配备书
包、防滑靴、求救报警哨子、紧急
医药包等必要装备。 这一项目所
需资金量非常大，一开始，他也
走众筹路线，但所得资金只够开
展两期活动，一时间陷入困境。

转机出现在 2014 年。 这一
年，黄加荣被邀请参加中国青年
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的交流活
动，活动期间，黄加荣主动抓住
机遇，随身携带融水县及“护身
铠”项目的相关资料，逢人便宣
讲，凭借独特的切入点，他的项
目最终吸引了广州一家集团 30
万元的项目赞助金。 凭借有力的
资金支持，他们将项目效果尽可
能做到最好，并在之后的首届中
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中获得了
金奖，再次收获数十万元奖金。

在此基础上，黄加荣等人又
发起了“苗绣妈妈反哺‘护身
铠’、护航苗族深山留守儿童”项
目， 通过传承苗族刺绣文化、增
加留守妇女收入，目前“苗绣妈
妈” 项目已吸纳 40 名留守妇女
作为绣娘，“苗绣妈妈”的个人月
收入 2000 多元，一批“护身铠”用
具通过这一项目反哺给了留守
儿童。

“尽管筹款的方式多种多
样，但都离不开‘坚持’二字。 ”黄
加荣说，网络众筹也好，实体筹
款也好， 自主创业增收也好，都
需要志愿者对当地情况充分调
研，因地制宜设计项目，完善和
丰富项目资金来源的渠道，这样
才能保障志愿服务项目长效开
展。 （据《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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