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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打开无边世
界， 守护闪耀童心”2018 年移
动互联网+儿童阅读高峰论坛
在北京举行。 论坛由咔哒故事
和海豚出版社联合主办，中国
儿童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市大
众读书会协办。

儿童数字阅读日均时长
2 年增长 19%

咔哒故事大数据中心以 3
年累计生成的 7 亿条儿童阅
读数据为基础，向与会者展示
了儿童数字阅读现状的一个
真实剖面。

值得注意的是，人均日累
计阅读时长从 2015 年的 20.5
分钟增加到 2017 年的 24.3 分
钟，2 年内 19%的增长幅度说
明家长与儿童对数字阅读的
接受度逐年提升。

从地区分布来看， 三、四
线城市用户占比已从 2016 年
的 26%提高到 2017 年的 34%，
数字阅读为解决儿童阅读资
源不均衡问题提供了新路径。

儿童数字阅读前途无量

“处在信息爆炸式增长的
移动互联时代， 数字阅读与纸
媒阅读一样， 是少年儿童从小
就应该掌握的重要能力。 无论
儿童是否有时间进行数字阅
读，是否熟练接受数字阅读，他
们都应该具备基本的数字阅读
素养， 以及解码数字文本的能
力。 ”咔哒故事总编、儿童早期
阅读推广人王晶博士表示。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健康体育发展中心秘书
长徐啸峰，在论坛致辞中肯定
了中国互联网和信息化的高
速发展，给儿童阅读内容发展
和阅读体验升级带来的广阔
创新空间。

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

主任、少年儿童馆馆长王志庚
在论坛上提出，数字阅读的交
互性和立体性，在儿童智力发
展方面具有多重优势。他还指
出，新时代的科技发展为儿童
阅读带来了诸多可能性，其发
展前景不可估量。

台东大学荣誉教授、著名
儿童文学研究专家林文宝，从

“阅读的事实” 与“教育的事
实”两方面阐明了阅读与早期
教育千丝万缕的联系，充分肯
定并高度强调了 0~6 岁阶段
的启蒙阅读对孩子一生的深
远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晖、
中华读书报业界版主编陈香、
浙江大学副教授李超平、北京
市六一幼儿园园长范茜、中国
科学院第一幼儿园园长庞晓
琴等与会嘉宾纷纷畅所欲言，
表达了他们对互联网儿童阅
读与教育产品的想象与期待。

“优才计划”发布

咔哒故事在大会现场发
布了专为中国儿童定制的个
性化启蒙阅读产品———“优才
计划”。 这款产品直击儿童启
蒙阅读过程中的三大难点，即

“选品”、“陪伴和解读” 以及
“反馈与评价”。 一揽子解决中
国 80 后、90 后家长在孩子早
期阅读中遇到的难题，让每个
孩子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移动图书馆。

咔哒故事 CEO 谢琳斐表
示，希望“优才计划”作为早教
行业内率先提出“启蒙阅读”
概念的互联网产品，能在儿童
0~6 岁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
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培养孩
子受益一生的阅读力；不仅建
立孩子对世界的多元认知，更
重要的是让孩子有一双看见
彩色的眼睛和一颗正能量的
心。 （王勇）

企业如何介入公益？ 对于企
业而言，选择何种公益模式并非
完全可以自作主张，毕竟企业基
因会限制公益行为，并非任何企
业都可以在工作中渗透进公益
元素，即便有类似的尝试，它所
获得的公益效果可能也很有限。

互联网科技类企业往往可
以轻易就发动一场公益行动，
像去年阿里云工程师自发建设
的技术公益平台“码上公益”，
给缺乏互联网技术能力的公益
组织提供了很便捷的抓手，也
给了好的公益创想一个能够落
地的机会。

而相对传统的领域比如制
造业恐怕就没有这样的便利，至
少它更可能因体系累赘而导致
实现成本偏高。

当企业的产品没有构建起
相应的社交渠道，你就很难动员
那种大众高参与度的公益行为，
这可能是很多非科技类企业采
取相对传统的方式开展公益的
一个重要原因———企业都喜欢
由自己主导那种一呼百应的公
益行为，可前提是你要有海量而
且粘性强的用户，像“蚂蚁森林”
这样的产品几乎不可复制。

解读一个企业参与公益的
价值内涵，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
因素，那就是企业员工在其相应
的公益行动中充当何种角色。 企
业在开展公益工作的过程中，除
了无法避免地面临模式选择问
题，往往还会面临员工公益角色
的定位，员工参与其中，还是完
全与其无关，不同选择给外界留

下的印象也截然不同。 阿里巴巴
最近推出该企业内部的公益项
目大赛———橙点侠益榜，其中一
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所有项目都
是企业员工参与其中，他们利用
自己的专业优势或者业余爱好，
在工作中挖掘公益元素，公司继
而提供平台和资金支持，使得公
益项目得以做大做强。

这样一种孵化模式，完全是
“市场化选择” 的过程，“蚂蚁森
林”脱胎于支付宝，将“碳账户”
融入其中，员工对该公益项目介
入颇深，他们既是第一批“碳账
户”的持有者，也是最为坚定最
为忠实的用户；又比如“农村淘
宝公益 3 小时”， 利用农村淘宝
的基础网络，员工在工作的同时
介入公益，给农村的留守儿童和
孤寡老人送去温暖，于无声中融
合了工作与公益， 仅 2016 年到
2018 年三年时间， 农村淘宝就
号召了数万名村小二参与公益
行动。

员工参与公益其优势显而
易见，一是降低了企业介入公益
的成本， 公益可视为工作的延
续，企业只要赋予员工足够的发
挥空间；二来，更重要的在于，员
工主导并参与的公益行动，不经
意间流露出一种开放、包容的公
司气质，久而久之就成为了公司
的一种特殊资本。 最简单的，当
员 工 在 这 样 一 种 工 作 环 境
中———既能谋生又能通过介入
公益从而实现一种相对超脱的
价值。 把公益基因植入的最为深
入的阿里巴巴集团， 截至 2018

年 1 月 17 日， 全集团员工 2018
财年有 86329 人次申报公益时共
104509.8 个。 而马云一人就申报
了 60 公益时。

更重要的是，这种内部的员
工公益正在以巨大的驱动力裂
变出去， 发散成对外界的感染
力，整个阿里巴巴公益推动了全
社会近 47 亿人次参与， 其中累
计有超过 3.1 亿买家、177.8 万卖
家通过阿里巴巴平台投身公益。
从员工、企业自发参与公益到带
动更多人参与公益，这是一种更
为宏观的价值与力量。

其实， 员工参与公益已经是
国外的潮流， 近年最具社会责任
的雇主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在员工投入公益时间上差
别不大， 都愿意让员工切身参与
公益。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社
会公益实践者呼吁企业动员员
工、带动员工参与社会公益，一项
由 VSO（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北
京代表处） 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
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联合进行的
“中国企业志愿服务研究”调研显
示， 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鼓励员
工参与志愿服务。 越来越多的中
国企业介入公益行动， 而这类行
动的主力军往往就是企业的员
工。 当员工们穿着印有企业元素
的文化衫参与公益， 所谓的企业
社会责任也就变得形象、 生动且
亲切可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像
阿里这种由员工孵化、 主导的企
业参与公益的模式， 会逐渐成为
中国企业的主流。

（王勇）

员工参与公益，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新潮流

保管遗嘱逾八万份

中华遗嘱库发布五周年白皮书
3 月 21 日———在启动五周

年之际，中华遗嘱库于当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中华
遗嘱库白皮书（2013-2017）》，对
其所保管的 8 万余份遗嘱进行
数据分析。

中华遗嘱库是中国老龄事
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
健康基金会于 2013 年共同发起
的公益项目， 该项目免费为 60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遗嘱咨询、起
草、登记和保管的服务。 项目启
动五年来，已经在北京、上海、广
州、天津、南京、重庆、南宁等地
为 82177 名老年人办理了遗嘱。
通过对办理遗嘱老年人的家庭、
财产、心理、行为等数据进行分
析后，推出五周年白皮书。

数据显示， 从 2013 年到
2017 年期间，中华遗嘱库办理遗
嘱的老年人平均年龄从 77.43 岁
逐步下降到 72.09 岁， 立遗嘱人
群渐趋年轻化。

82177 份遗嘱中， 有 39234
份遗嘱是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
立下的遗嘱 ， 占总遗嘱数量
47.74%。 其中房产仍然是老年人
家庭财产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中

华遗嘱库所登记的遗嘱中，处理
房产的比例占到 99.69%，其次是
银行存款 17.66% ， 公司股权
2.12%。 这充分说明，目前人们订
立遗嘱仍然以处理不动产的继
承为主要目的。

数据显示，继承人以立遗嘱
人的子女、配偶、孙辈为主。 其中
子女直接继承的为 33.53%，配偶
互相继承后由子女继承的比例
是 27.07%，直接给孙辈的比例为
13.58%， 先给子女后给孙辈的比
例为 23.02%。 绝大多数老年人并
未按法定继承将财产平分给子
女。

从有立遗嘱的想法，到真正
采取行动，大部分老年人至少间
隔了 5 年， 有 21.2%的老年人间
隔了 10 年以上。 其中 66.59%的
老年人是子女陪同下前来办理
遗嘱登记，33.41%的老年人是瞒
着子女前来办理，而且瞒着子女
的比例从 2013 年的 21.28%到
2017 年的 38.31%，有逐步走高的
趋势。 71.17%的老年人在订立遗
嘱前会与子女协商，28.83%的老
年人选择向子女隐瞒立遗嘱的
事情。 在未隐瞒立遗嘱的老年人

中，有 33.4%选择隐瞒分配方案。
而在看待遗嘱的态度上，近

年老年人群体观念变化也十分
明显。 62.1%的老年人曾经与他
人讨论遗嘱问题，34%选择的讨
论对象是配偶，38%为关系较近
的亲友，19%为普通朋友，可见老
人们对遗嘱的心态越来越豁达，
忌讳遗嘱的心理在很大程度上
有了改变。

据中华遗嘱库公益推广部
调查发现，人们认为立遗嘱不必
要的比例，从 2013 年的 56.4%到
2017 年的 26.5%，降幅将近 53%；
相对应的，认为一定要订立遗嘱
的比例从 12.4%上升到 43.22%，
大幅度上升了 249%，这证明了越
来越多的人接受提前订立遗嘱，
对遗嘱的看法越来越开明。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
凯认为，中华遗嘱库所创新的遗
嘱保管环节，有效地消除了许多
老年人对提前爆发矛盾的担忧。

“有些家庭因为立遗嘱而矛
盾频发，在老人走后导致矛盾更
深。 在闹矛盾的时候有一份权威
公正的遗嘱出现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如果当下就让家人知道分

配方案， 也许矛盾提前就会爆
发，这正是许多老人想立而不敢
立遗嘱的原因。 中华遗嘱库正是

因为帮助老年人实现了生前保
密、身后传递的愿望而受到了广
泛欢迎。 ”陈凯说。 （文梅）

2018年移动互联网+儿童阅读
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