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ic专题
２０18．6.5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11

农村淘宝将建 500个乡村公益图书馆
人工智能进村当“幼师”
� � 2018 年 5 月 31 日， 由阿里
巴巴农村淘宝和人工智能实验
室、阿里巴巴商学院共同发起的

“乡村公益图书馆计划” 在河南
省新乡县合河乡前村农村淘宝
站启动。 根据该计划，阿里巴巴
将在全国 500 个农村淘宝服务
站建设“天猫精灵”小站，让更多
人工智能设备下乡接触乡村儿
童群体， 结合优质图书等资源，
为乡村儿童多开辟一条学习的
渠道。

7 至 11 岁的儿童中，掌握 20
以内加减乘除的， 仅占 21.43%。
这是近日一份乡村儿童受教育
情况调研报告中显示的数据，调
研的样本来自于河南省多个乡
村。 报告显示，乡村儿童在接受
教育的渠道、质量、掌握度上，还
存在明显的缺失。

为了实现教育均衡，消除城
乡间的知识壁垒，阿里巴巴的智

能音箱产品“天猫精灵”将进入
农村淘宝服务站帮助儿童学习，
提升他们的受教育水平。 据李宾
介绍，除了“天猫精灵”，天猫精
灵小站中还将设各类儿童绘本，
以及天猫精灵其他配件。 无论是
留守儿童，还是那些无法接受良
好教育的孩子， 都可以因为科
技， 每人拥有一位人工智能老
师，得到来自互联网另一端的新
鲜知识。

“我们希望推动更多人工智
能设备进入农村，为农村儿童提
供更多的学习途径。 以天猫精灵
为例，一方面它有海量的信息存
储，完全能够应对儿童的信息需
求。 比如孩子问天空为什么是蓝
色的？ 很多农村家长答不出来，
它就能够利用数字引擎给出科
学的答案。 同时，我们也和很多
教育出版机构进行合作，对教育
内容不断进行优化，让最科学的

教育资源通过人工智能产品传
递给农村儿童。 ”阿里巴巴人工
智能实验室用户体验总经理王
万林说。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
院长孙德芳认为，虽然学前教育
反对学科化，但调研结果反映的
问题值得重视，乡村学龄前儿童
语言教育存在短板。 他走访发
现，乡村学前教育资源与城市相
比匮乏比较严重，这会影响乡村
学龄前儿童在科学、艺术等方面
的发展。

据悉， 乡村图书馆公益计
划， 将在全国 500 个农村淘宝
服务站建设“天猫精灵小站”，
将和城市孩子广泛使用的智能
音箱设备送到乡村去， 这款智
能终端设备像是电子助教，具
备丰富的功能，包括阅读书籍、
播放儿歌、听故事、问百科等，
可以在语言、艺术、科学等方面

为孩子提供帮助。
北京师范大学音像出版社

专家表示，乡村学龄前教育资源
匮乏的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

解决，这次公益图书馆计划是很
好的尝试，能让乡村儿童接受和
城市孩子无差别的教育。

（李庆）

6 月起，北京市民将可在中
华遗嘱库金诚华夏公益预约服
务中心正式办理遗嘱预约服
务， 这是中华遗嘱库在北京的
第二个公益预约服务中心，也
是中华遗嘱库在全国的第十二
个预约服务中心。

为此，2018 年 6 月 1 日下
午， 北京市金诚华夏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在北京饭店举办新闻
发布会，宣布“中华遗嘱库北京
金诚华夏公益预约服务中心”
正式挂牌对外服务。 该中心开
业后将主要服务于需要咨询遗
嘱相关问题和预约遗嘱登记的
人群。

收益反哺公益事业

“中华遗嘱库北京金诚华
夏公益预约服务中心将在中华
遗嘱库、 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
金会授权下依法开展遗嘱宣传
和遗嘱咨询预约服务。 对于不
满足公益遗嘱服务条件， 却又
有订立遗嘱需求的人士， 金诚
华夏公益预约服务中心可为其
提供商业遗嘱登记服务， 而通
过商业遗嘱登记服务取得的收
益，将反哺回公益事业当中，让
中华遗嘱库项目能够持续、稳
定地运作。 ”

在发布会现场， 当记者问
及北京市金诚华夏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袁芳为何要承接
中华遗嘱库预约服务中心这个
项目的时候，她表示，虽早些年
对中华遗嘱库有耳闻， 却未过
多关注。 直到 2017 年，通过陈
凯律师的财富传承管理师联盟
讲座深入了解了“中华遗嘱库”
项目。 才发现只有将“遗嘱”也

纳入到财富传承服务体系当
中， 才能够帮助客户真正全面
地解决后顾之忧。

因此， 北京市金诚华夏保
险代理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5
月加入财富传承管理师联盟成
为联盟的机构会员并携手中华
遗嘱库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
金会， 启动了中华遗嘱库北京
金诚华夏公益预约服务中心项
目。 袁芳表示，希望通过该项目
向社会传播幸福留言理念，帮
助更多人士管理好家庭事务，
和谐传承财富、传递幸福、传递
关爱。

据了解， 中华遗嘱库是中
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与北京
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于 2013
年在北京启动的公益项目，到
目前为止已经健康运行了 5 周
年。 该项目旨在为 60 岁以上老
年人免费办理遗嘱的咨询、起
草、登记和保管服务，以协助他
们处理好身后事， 建设和谐家
庭。 截至 2017 年底，中华遗嘱
库已经为超过 12 万群众提供
了遗嘱咨询服务，登记保管着 8
万多份遗嘱。

遗嘱订立需求猛增

根据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 2017 年《北京市老龄
事业和养老服务发展 报 告
（2016 年-2017 年）》：截至 2016
年底，北京市 60 岁及以上户籍
老年人口约 329.2 万人，老龄化
比例超过 24%，居全国第二。 老
年人口在分布比例上显示为
60~69 岁年龄段的最多， 达到
180 万人；其次为 70~79 岁年龄
层，达 89.7 万人。

北京市老龄化严重不仅在
于当前老年人口的比重大，而
且随着医疗健康水平提高所带
来的人口普遍寿命延长， 北京
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
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持续
增长。

与北京市不断增加的老龄
人口相对应的是不断增长的遗
嘱订立需求。 记者从探访的中
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中获悉， 目前排队
预约登记的老年人已经排队到
明年 7 月下旬。 （李庆）

中华遗嘱库金诚华夏公益
预约服务中心在京启动

载的舞台上载歌载舞，以答
谢台下好心人的捐赠。 她们之中
最小的 11 岁、 最大的 13 岁，她
们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跳舞。 家
庭的困难并没有挡住她们的梦
想，在主办方的安排下，在北京
度过自己的六一儿童节。 她们参
观完天安门和北京的学校之后，
小姑娘们对北京产生了憧憬，并
喊话未来要考北大。

这是一场拍卖会，由中润亚
北珠宝艺术品有限公司和浙江
普行慈善公益基金会合作举办，
活动旨在发展慈善公益事业，进
一步改善藏区孤贫儿童的生活
水平和教育状况。

当天的爱心义卖品包括青
海玉树江西唐卡学校学生手绘
的 20 幅唐卡作品和中润亚北珠
宝城商户捐赠的 50 余套珠宝。
义卖所得善款将全部捐献给四
川甘孜协庆慈善孤儿学校和青
海玉树江西唐卡学校，主要用于
校舍修缮、学生生活、教职工工
资发放、专业教学活动开展等方
面的资金需求。

据了解，协庆慈善孤儿学校

（协庆慈善儿童福利院） 位于四
川省甘孜州德格县竹庆镇，是一
家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募捐筹
建的民办公益组织机构，2005 年
建立，现有学生 200 余人。 青海
玉树江西唐卡学校位于青海省
玉树市江西村小苏莽乡，是一家
专门培养藏族困难家庭孩子学
习唐卡绘画艺术的职业学校，于
2010 年底正式成立，学校现有学
生 120 余人。

在义卖活动正式开始前，中
润亚北珠宝艺术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东琼以个人名义向四川
甘孜协庆慈善孤儿学校捐款 10
万元人民币。 杨东琼表示：公益
之路无终点，义卖结束后，企业
还将通过启动“关注协庆孩子摄
影大赛”等延伸活动继续关注藏
区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

据最新统计，杨东琼及朋友
专门向四川甘孜协庆慈善孤儿
学校捐款 13.35 万元， 本次义卖
唐 卡 及 珠 宝 所 得 善 款 共 计
22.2555 万元， 上述善款将悉数
打入浙江普行慈善公益基金会
账户。 （于俊如）

中润珠宝城
为四川两所学校筹款 35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