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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益”独辟蹊径
精准助推乡村振兴

2021-2022 年， 和那哈小学
的同学们一起，全国多个省份的
数十所乡村小学、数以千计的孩
子也踏上了计算机编程世界的
探索发现之旅。

这源于友成企业家乡村发
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
会”） 与亚马逊中国联合开展的

“编程·创未来”公益项目。 项目
以“编程教育”为切入点，通过线
上线下系列培训课程为中国乡
村老师赋能，推动乡村学校数字
教育的发展，使数字化人才的培
养更公平、有效、可持续，为越来
越多偏远地区的学生计算机素
养及数字化创造力的提升提供
帮助。

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
计。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
略性支撑”的论述。 教育在乡村
振兴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作
用，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振
兴乡村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是教
育的职责和使命。

无论是着眼于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还是立足于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乡村教育始终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现阶段，乡
村教育工作的开展正面临着一
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2022 年
8 月发布的《2022 年中国乡村教
育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提出，中西部乡村教育发展正面
临三大需求：首先，在乡村教师
发展方面，提升专业能力，创新
教学方法，增加岗位数量，优化
结构配置；其次，在乡村学生发
展方面，实行五育并举，提升综
合素质教育质量，如坚持儿童本
位， 进一步充实教学内容与形
式，拓展多元智能，培养儿童学
习兴趣等；最后，乡村学校发展
方面，发掘自身优势，探索乡村
教育特色，引入社会力量，补充
综合素质师资。

面对乡村教育对教师专业
能力提升、 学生综合素养培育、
综合师资补充几个重要方面的

现实困境，云南省富宁县教育体
育局副局长刘弟成与上述报告
观点相同：除了充分利用当地教
育资源外，还需要企业及社会组
织等各方协同发力。

作为社区中的一份子，在
“做公益” 这件事上，“亚马逊中
国做到了充分发挥其行业及自
身优势。 ”刘弟成表示。

科技、资源、专业同等重要
教师、专家、赛事都不能少

作为科技公司， 多年来，亚
马逊在全球市场的覆盖能力有
目共睹，而使亚马逊得以持续聚
焦全球企业和用户的，是包含技
术、产品、服务在内的综合创新
能力。

在公益路上，亚马逊中国秉
承着对科技相同的专注：带着其
独有的“技术型”企业文化特质，
在“科技公益”路径上笔直地行
进着，多年来从未偏离。 在关注
教育的大前提下，亚马逊中国将
实践精准投放在“STEM 教育”
中———这既是围绕企业主营业
务开展的公益实践，也是对国家
战略的积极响应。

STEM 教育是集科学（S）、技
术（T）、工程（E）、数学（M）四大
学术门类为一体的综合性创新
教育理念，是有别于传统的单学
科重书本知识的教育方式。 而近
年来兴起的图形化编程教育，是
STEM 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
分， 对提升孩子的逻辑思维、启
迪创新意识有着重要作用。

凭借在技术领域的资源优
势， 亚马逊中国通过创新与协
作，携手专业的社会组织解决社
会痛点。 2021 年 8 月，由友成基
金会与亚马逊中国联合开展的
“编程·创未来”公益项目首次启
动。 项目设计及执行，由亚马逊
中国联合友成基金会的专业工
作人员开展大量调研工作后最
终敲定。

项目另一个主要发起方友
成基金会是经国务院批准，在民
政部注册的全国性慈善组织，业
务主管单位是农业农村部，委托
国家乡村振兴局进行日常管理。
在探索和推动以社会创新的方
法解决社会问题上有着丰富实

践经验。
2021 年，双方携手为湖北省

竹溪县、云南省富宁县、江西省
石城县的乡村小学提供支持，组
织项目教师在学校开设系统的
编程课程， 帮助超过 1800 名乡
村学生掌握编程方面的基础技
能，培养其计算机素养及数字化
创造力。 除了依托亚马逊中国与
友成基金会各自的技术、资源和
专业优势，项目实践中还逐步确
立了“教师”“专家”和“赛事”三
位一体的项目工作核心：

首先， 拓展项目惠及的学
校、教师及学生。 即，在全国偏远
区（县）招募新乡村学校，通过提
供编程教育课程资源、“线上+线
下” 的陪伴式成长教师培训等，
赋能乡村教师掌握编程教育能
力，并支持项目教师利用项目提
供的课程资源、教材、编程设备
等在校开设课程和活动，最终惠
及更多乡村学生。

其次， 打造创未来工作室，
为县域留下一支“不走”的专家
队伍。 2022 年，项目在云南省富
宁县和江西省石城县各选拔 5
名、 共计 10 名优秀项目教师组
建成各县的创未来工作室，使其
具备培训者能力，为各县打造一
支能够自主设计、组织、开展当

地编程教育培训的、留下不走的
专家队伍。

此外，支持优秀师生参与全
国权威赛事， 提供更多展示舞
台。 邀请专家团队推荐全国性或
区域性的教师和学生赛事、课题
及活动，并为参赛的师生提供参
赛辅导与相关支持，为老师和学
生提供更多展示的舞台。

科技引燃梦想
编程点亮生活

亚马逊中国公关负责人阎
妍表示，“一直以来，亚马逊积极
关注所在社区的发展。 我们希望
能携手合作伙伴不断探索，发现
中国乡村科技教育的更多可能，
为国家的数字化进程培育更多
人才贡献一份力量。 ”

亚马逊中国从未停下社会
责任的脚步。 2022 年，“编程·创
未来”公益项目再次启航，为云
南省富宁县、 江西省石城县、四
川省九寨沟县及河北省顺平县
的 24 所小学、48 名乡村教师提
供具有开创性的编程培训和实
践活动， 帮助超过 8400 名乡村
学生掌握编程基础技能。

同年，“2021—2022 学年全
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

大赛”举行，当龙占雄老师对孩
子们宣布即将开展这样一个赛
事的消息时，好几个对编程很感
兴趣的学生马上报名参加。 在项
目的支持下，2022 年 8 月， 来自
12 所乡村小学的 59 名学生参与
了大赛(NOC)的“Coding 创意编
程”赛项，最终 11 名学生晋级全
国复赛， 一名学生获得二等奖，
十名学生获得三等奖。

编程走入孩子们的生活，也
培养了他们另一种思维模式，孩
子们的生活被兴趣和希望点亮，
大家的视野也被拓宽了。

参与了“2021-2022 学年全
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
大赛 (NOC)‘Coding 创意编程’
赛项”并获奖的云南省富宁县洞
波乡洞波中心小学编程班同学
小敏，在日记中描绘了自己的梦
想：“我以后想造一辆全世界最
厉害的车，它可以以光速抵达太
阳，我们就能在地球和太阳中间
穿梭。 ”随着“编程·创未来”公益
项目的再次启航，相信“小敏”们
的梦想不再遥远。

而属于孩子们的编程学习
之路才刚刚开始。 未来，还会有
更多更有趣的数据知识等着他
们去探索。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韩静）

让“科技公益”在大山深处点亮好奇

专题 TOPIC

对于编程课的认识，云南省富宁县洞波乡那哈小学
的孩子们经历了从“完全陌生”到“非常期待”。

那哈小学是一所村级学校，大部分孩子是留守儿童，家
里没有电脑，孩子们对于电脑的基础操作都很陌生。让任课
老师龙占雄印象极其深刻的是第一次给孩子们上编程课时
的情景：孩子们稚嫩的双手在键盘上有些吃力地探寻着，试
图正确输入大小写、空格或标点符号。大家的努力最终形成
了一行代码：“print� Hello� World”（“你好 世界”）， 这是大
山里的孩子们面对未知的编程世界，写下的第一句问候。

随着教学的深入，在计算机素养及数字化创造力培养
过程中，一行行看似枯燥的代码像一串串钥匙，为大山深
处的孩子们徐徐开启新世界的大门。“现在编程课是他们
每周特别期待的一节课。 ”龙占雄老师说。

”
正在富宁县第四小学举办的“编程集市”活动

为老师和学生提供“编程集市”等更多展示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