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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江伏彩瑞：以互联网支教影响百万师生
在刚刚过去的 2017 年秋季

学期，每天有数万名乡村学生在
“互+计划”推出的“美丽乡村”网
络公益课堂中学习。

2015 年 10 月，沪江创始人、
CEO 伏彩瑞带领沪江发起“互联
网+教育”公益项目“互+计划”，
开创全新的互联网支教模式。 该
计划不再局限于固定时间、固定
地点，不会因为地域或资源问题
被中断， 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投
入，为中国乡村教育的底部攻坚
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大规
模、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伏彩瑞表示，互联网具有天
生的公平属性。 沪江通过互联网
支教，打破时空限制，用互联网
思维开展线下和网络双线并行
的支教行动，两年时间已经连接
起全国 30 个省份的 3000 多所中
小学，影响 10 万名老师和 100 万
学生。

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2016》显示，全国共有不足 100 人
的小规模学校近 12.7 万所，占小
学和教学点总数的 44.7%， 不足
10 人的乡村校点达 3.39 万个。
生源不足、师资匮乏、升学率低
等问题是小规模学校普遍面临
的困境。 因为资源短缺，乡村学

校难以开齐开足课程，教师成长
发展也受到极大限制。

2016 年 3 月，“互+计划”整
合多方资源，推出“美丽乡村”网
络公益课堂，帮助乡村小规模学
校连接优质教育资源。 从此，乡
村孩子只需要一台电脑，在课表
安排的时间内登陆沪江旗下实
时互动在线教育平台 CCtalk，就
可以和全国各地的孩子上一样
的课程。 迄今为止，“美丽乡村”
网络公益课堂为乡村学校提供
的高品质课程已逾千节。

“互+计划”联合夏加儿美术
教育、酷思熊阅读、阿福童财商、
少年派网络素养等十家优秀的
授课单位带来每周 20 节公益课
程，解决乡村学校艺术类、阅读
类、科学类等素质教育课程长期
缺乏的历史问题。

“美丽乡村” 网络公益课堂
区别于传统支教与物质资助的
方式、区别于针对个别学校和个
别学生的支持帮扶，为乡村学校
解决素质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
提供了新的思路，真正让乡村学
校连接起可持续的优质教育资
源，惠及全体学生。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优
先发展教育事业，努力让每个孩

子都能享有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
已经成为国家基
本教育政策。

沪江积极响
应国家政策号召，
以互联网支教为
手段，为乡村小规
模学校带去优质
的课程资源，同时
推广社群化学习
模式帮助乡村青
年教师成长，极大
地促进了学校的
整体发展和师生
综合素养的提升。

2017 年 9 月，
在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的指导下 ，
“互+计划”联合友
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北京师
范大学等 30 多家相关教育组
织机构发起“青椒计划”（乡村
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
为“老、少、边、穷、岛”地区新入
职的乡村青年教师、 特岗教师
以及其他有需求的乡村青年教
师服务。

青椒计划突破时间、 空间、

经费、人员等限制，为乡村青年
教师免费提供师德成长课程、专
业发展课程、网络课程资源与课
程教学整合、 新师徒制实践、社
群化成长平台等五类资源，帮助
他们快速适应乡村教师的角色，
掌握现代的教育理念与方式，提
升他们的教育教学能力。

截至 2017 年 12 月， 青椒计
划覆盖全国 18 个省级行政区
3491 所学校的 22804 名教师，累
计讲授 30 节正式课程， 参训人
次超过 25 万， 参训教师在沪江
社团、简书、美篇的社群发帖浏
览量超过 100 万。

伏彩瑞认为，乡村教育公益
应该以激活乡村教师能力、释放
乡村教育潜力为导向，因为一个
老师会改变许许多多学生，进而
影响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这是

互联网时代给乡村教师的赋能。
“互+计划” 用互联网把政

府、企业、学校、机构和热心教育
公益的个人连接到一起，以集合
影响力打造社会影响力，实现了
从公益创新到社会创新的改变。
作为“互+计划”的发起人，伏彩
瑞也因此被外界称为“中国互联
网支教第一人”。

今年 1 月，“互+计划” 还荣
获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2017
网络公益年度创新奖”和中国互
联网协会“2016-2017 年度中国
互联网公益奖”。 未来，伏彩瑞希
望“互+计划”能聚合优质公益组
织、基金会、企业社会责任部门、
学校资源等，通过社会组织和个
人的大规模协同，推动教育公平
的落地。

（苏漪）

� � 2018 年 1 月 30 日，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联合好未来在北
京举行“未来家庭教育计
划———亲子共读公益项目”启
动仪式，并发布《2017 中国家庭
亲子共读调研报告》。

好未来将向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捐赠 1500 万元， 用于

“未来家庭教育计划” 的开展。
据了解，“未来家庭教育计划”
将致力于家庭教育工作， 计划
用五年的时间， 打造家长、儿
童、专家、志愿者共同参与的家
庭教育平台， 并在全国各地开
展亲子阅读调研、故事大赛、捐
建亲子阅读馆、 专家巡讲等活
动，希望通过亲子共读，让书香
充溢每一个家庭， 达到传播中
华传统文化、 注重家庭家教家
风、 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
目标。

全国妇联副主席、 书记处

书记邓丽出席活动并讲话。 她
说，启动“未来家庭教育计划”
———亲子共读公益项目对促进
儿童的全面健康成长， 推动家
庭教育工作有着积极的意义。
她指出，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作为项目执行单位， 要充分利
用好各地“妇女儿童之家”的阵
地优势，从家庭、儿童的实际需
求出发， 支持基层妇联的组织
建设、阵地建设；要围绕文明家
庭建设的整体工作重点， 整合
多方资源，搭建政府支持、社会
参与、家庭受益的合作平台，让
更多的家庭受益、让儿童受益；
要通过项目的有效实施， 发挥
家庭教育中家长的主体作用，
引导家长掌握科学理念和方
法，通过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帮助孩子养
成良好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朱锡生发布《2017 中国家庭
亲子共读调研报告》。 此报告针
对 0~12 岁年龄段孩子的家长
展开亲子共读调研， 共收集来
自 31 个省份的 9194 份问卷。
从亲子陪伴质量、 家庭阅读情
况和亲子共读方式等方面切
入，深入了解中国家庭在“亲子
共读”方面的真实现状和需求。
调查样本数据显示，47.1%的孩
子每天阅读时间不足半小时，
阅读超过 1 小时的孩子仅
12.8%；孩子的阅读能力随着阅
读量增加而增长， 而阅读能力
越强，学习成绩相对更优异；有
40.3%的家长了解亲子共读，但
很少和孩子一起阅读。 基于报
告，“未来家庭教育计划———亲
子共读公益项目” 将为家庭教
育提供内容多元、 更有针对性
的指导服务， 让广大家庭以亲
子共读方式参与到孩子的成长
中来。

好未来总裁白云峰说，好
未来一直致力于促进科技互联
网与教育融合， 为孩子创造更
美好的学习体验。 此次与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合作发起“未
来家庭教育计划”———亲子共
读公益项目， 希望为更多的家
庭提供更多元的教育内容以及
更有针对性的指导服务， 同时
把亲子阅读与家庭教育融合起
来， 共同探讨青少年成长过程
中各领域工作， 不遗余力地为
青少年健康成长贡献绵薄之
力。 （徐辉）

2018 年春节又是一年一度
“候鸟归巢” 时刻———大量外出
务工人员回到家乡，与翘首以盼
的父母、孩子团聚。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肯德基小候鸟基金（以下
简称“肯德基小候鸟基金”）联合
公益机构“上学路上”、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等发起“候鸟归来·有
爱好好说”公益行动，聚焦帮助久
别重逢的留守/流动儿童与父母
更好地沟通，邀请专家编写《2018
“小候鸟”亲子沟通指南》。

2 月 3 日， 一场别开生面的
新春小候鸟家庭活动在北京肯
德基蓝桥餐厅温馨上演，现场通
过“有爱好好说·爱的家书”亲子
新春沟通会和专家现场讲解
《2018“小候鸟”亲子沟通指南》、
分享亲子沟通技巧的形式，帮助
北京“小候鸟”家庭的父母们更
好地与孩子交流沟通，尽享新春
期间的美好团聚时光。

在活动现场， 家长朗读了
“爱的家书”。 家长代表表示：“爱
的家书活动给了我们一次很好
的和孩子沟通的机会， 而《2018

“小候鸟”亲子沟通指南》让我们
把握这次机会将我们想说的话
正确地传达给孩子。 ”家长们通
过对“指南”的阅读进一步了解
了亲子沟通的技巧，也让家长们
在向孩子表达“爱的家书”时更
温馨动人。

自 2016 年 11 月成立以来，
肯德基小候鸟基金一直致力于
面向全国留守/流动两类困境儿
童开展情感呵护和心灵关怀。 迄
今肯德基已向该基金捐赠人民
币 900 万元， 用于为留守/流动
儿童集中的社区捐建一千余个
图书角，利用肯德基餐厅网络为
孩子们开展小候鸟专场故事会
和丰富节日活动等。 肯德基公益
负责人表示，肯德基品牌扎根中
国，在不断为大众提供美食体验
的同时， 也十分乐意回馈社会。
肯德基小候鸟基金将与众多共
同致力于留守/流动儿童关爱事
业的公益机构和爱心人士一起，
助飞“小候鸟”，让更多留守/流
动儿童的成长得到爱的陪伴。

（张慧婧）

儿基会肯德基小候鸟基金
开启新篇章

好未来将捐赠 1500万元
开展“未来家庭教育计划”

伏彩瑞到河南省卢氏县马耳岩小学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