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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县思源实验学校成为“智慧教育示范校”

好未来推动教育增效减负
� 从不能准确读出单词，到流

利地完成英语对话；从伏案撰写
几十页教材，到一小时制作好几
个多媒体课件……这是在国家
大力鼓励教育均衡的时代背景
下，“智慧课堂”进驻嵩县思源实
验学校仅仅一年后，在学生和老
师身上发生的变化。

据了解，河南省嵩县思源学
校的 47 个班级已升级为智慧教
室，正在使用好未来提供的智慧
教育云平台。 这是好未来公立教
育产品及服务事业部智慧教育
整体解决方案团队落地的第一
个全年级、全学科使用其产品的
智慧教育项目，也是好未来在产
业线延伸的新一步。

今年两会期间，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
出，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推
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教
育投入继续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
节倾斜。河南嵩县人民政府、言爱
有限公司、 好未来共同打造的嵩
县思源实验学校， 在智慧课堂上
的实践经验或将成为其他贫困县
进行教育扶贫的借鉴对象。

2017年 4月 9日， 未来教育
论坛暨全国思源实验学校智慧教
育嵩县现场会正式开幕。 中国教
育学会副会长尹后庆、 言爱总干
事张曼年、 洛阳市教育局副局长
尤永政、 嵩县人民政府县长宗玉
红、嵩县教育局局长张松斌、嵩县
思源实验学校校长张庆民、 好未
来创始人兼 CEO 张邦鑫、 全国
219 所思源学校校长及当地教育
局局长齐聚一堂， 共同就智慧教
育实践、 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推
动优质资源均衡发展深入探讨。

贫困地区教育有机会通过
科技手段实现“弯道超车”

民办教育机构在教育科技领
域的实践成果， 将为学校带来更
多借鉴。好未来创始人兼 CEO张

邦鑫表示，在地区政府普遍重视、
基础设施相对完备， 办学机制相
对灵活的情况下， 嵩县思源实验
学校正成为乡村教育的一面旗
帜。 他说：“教育不是生产，而是生
长。实现教育的高品质和公平化，
不仅需要科技的帮助， 更需要社
会各方力量的积极参与。 好未来
将通过在互联网和科技领域的持
续探索，与嵩县思源学校一道，扎
实服务中国的贫困家庭， 用爱和
科技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

通过嵩县思源实验学校这
个示范项目，张邦鑫获得了三方
面的启示。

第一，教育是用爱心激发信
心。

第二，好的教育是团结各方
的力量办出来的。 嵩县思源实验
学校是一所由政府出资、香港言
爱基金会捐助新建的九年一贯
制义务教育公办寄宿制学校。

第三，贫困地区教育有机会
弯道超车。“因为培养习惯很难，
改变习惯更难。 思源学校从一开
始， 就运用了信息化的方式，这
个起点非常高。 ”

“做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坦白讲，难度是不小的。 教育不
像手机，是流水线生产。 教育和
生命体一样，是生长，需要爱去
滋养。 好未来通过分层教学，对
家长开放课堂，来倒逼团队保证
教学质量。 ”张邦鑫说。

助力科技与教育深入融合
助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让优质教育资源传递到公
立学校。 ”面对嵩县思源实验学
校短期内的弯道超车和跨越式
发展，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尹后
庆不禁感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正呼吁教育内涵的发展，必须将
提升教育质量放在重要位置。 而
信息化手段能为教育插上翅膀，
让优质教育资源传递到公立学

校，解决教研扁平化问题，提升
教育资源的标准化配置。

嵩县思源实验学校作为教育
与科技融合的典型案例， 也从侧
面证明了以信息化手段推动城乡
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可能性。“通过
近一年的摸索实践， 嵩县已经初
步探索出了一套具有自身特点，
又符合思源实验学校实际需要的
教育信息化发展模式。 ”洛阳市教
育局副局长尤永政表示，“好未来
的智慧教育项目带来了先进的教
育理念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让嵩
县思源实验学校在较短时间内逐
步迈进快速发展轨道， 推动教育
信息化再上新台阶。 ”

科技助力智慧课堂
推动教育增效减负

多媒体教室、 平板电脑、互
动教学……信息化技术与教育
深度融合的智慧课堂正在悄然
改变嵩县思源实验学校的传统
教学模式。 在国家大力倡导教育
减负的号召下，智慧课堂落地嵩
县思源实验学校， 也是用科技、
互联网等先进手段，切实推动教
育减负的有力措施。

在中国，基层学校的互联网
知识远落后于城市学校，不仅需

要承载更加优质的教育信息化
硬件， 同时亟待以教育为路径，
提升基层教师对信息化手段的
使用能力。 嵩县思源实验学校作
为“智慧教育示范校”，通过信息
化解决了教师资源不足、提升了
教师教育教学水平。 ”“我们希望
培育嵩县思源智慧教育品牌，通
过智慧课堂实现优质教育资源
共享，带动全县教育信息化加快
发展， 加快城乡教育一体化进
程。 ”嵩县教育局局长张松斌说。

据好未来智慧教育解决方
案项目组总经理王鲁介绍，好未
来为嵩县思源实验学校搭建智
慧课堂教学资源平台，并通过英
语分级阅读系统、学业测评管理
系统、智慧课堂教学系统、双师
课堂教学系统，为嵩县建设全面
覆盖教、学、测、评、管的智慧教
育解决方案服务，并持续探索智
慧课堂在教学手段和场景上的
更多可能。

同时，好未来帮助嵩县思源
实验学校以教师专业能力提升
为抓手，实现全校教师智慧工具
使用的深度研讨。 目前，嵩县思
源实验学校主要学科课堂的信
息化覆盖率已达 100%，超过 90%
的教师实现智慧课堂常态化应
用。“智慧课堂中的学情分析和

教学评测，让我们可以直观感受
每个学生知识点掌握的情况，了
解学生知识结构的薄弱环节，并
依此进行课程内容的调整，从而
实现精准化、有针对性的个性化
教学，在提升效率的同时，节省
了大量的备课时间。 ”嵩县思源
实验学校老师张红晓分享道。

对此，嵩县思源实验学校校
长张庆民表示，大数据时代打破
了传统模式下教育资源的时空
限制，有效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
的价值。 智慧教育让课堂变得更
加高效，同时实现了学校教育质
量的飞速发展。 张庆民也希望将
嵩县思源实验学校打造成精品，
让智慧教育成为一粒种子，真正
辐射到全国贫困地区，为中国基
础教育做出更大贡献。

科技和互联网的力量，正在
广泛推进科技与教育的深入融
合。 越来越多民办教育机构，正
在借助前沿科技和师资力量，为
基层搭建优质教育资源体系，帮
助更多公立学校提升教育信息
化水准，切实“用科技推动教育
减负”。 嵩县思源实验学校的智
慧教育已成为一面旗帜，但我们
更希望它成为一粒种子，真正辐
射到全国贫困地区，为中国基础
教育作出更大贡献。 （李庆）

3年投入 1.5亿 红旗扶贫梦想基金助力贫困学子
过去五年，中国一汽在公益

方面投入了 3.6 亿元，支持了 100
多个项目，其中覆盖四川、西藏、
青海等偏远地区，直接或间接帮

助 10 万余人脱离了贫困， 受益
人群超过 150 万人。 根据扶贫规
划要求， 红旗品牌将在 2018~
2020 年这三年中，对长征路沿线

105 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深度贫困
学校做帮扶建设，资助 10500 名

“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高中生完
成三年学业。

除此之外，2017 年 9 月 21
日， 中国一汽在中国扶贫开发协
会 10·17 扶贫基金下设“红旗扶
贫梦想基金”， 并于同年 12月 28
日， 与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签署了
精准扶贫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同
时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少
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正式开启
了“高举红旗，精准扶贫，走好新
时代长征路”扶贫梦想基金项目。

随后， 在今年的 1 月 8 日，
中国一汽再次宣布：“新红旗将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原先对
口扶贫的基础上，新成立的‘红
旗扶贫梦想基金’，未来三年，将
投入 1.5 亿元， 帮助贫困儿童和
青少年实现学子的梦想。 ”

4 月 12 日，“红旗扶贫梦想
基金”全面启动暨首座梦想智慧
学校落成仪式在于都车溪中学
举行。 作为车溪乡唯一的一所中
学，该校在建校之初也曾经历过
辉煌，并且培养了不少名人。 但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所乡
镇中学面临着城市与乡村的双
重考验，这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
优秀教师的流失。 县城有更好的
生活环境，乡村教师有着高额的
补助， 车溪中学的环境清幽，也
很适合孩子们学习，但是依然阻
止不了生源的减少。

本次落成的首家学校———
江西省于都县车溪初中在配套
设施、师资力量、教学环境等各
方面条件相比以前得到了重大
改善。 其中，建设完成的“智慧图
书馆”的智能系统给学生们配备
了更多的图书资源，让他们开阔

眼界，增广见闻。
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

金会会长阚丽君说：“美育教育
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提升乡村孩
子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是教育
扶贫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全
新设立的“红旗梦想艺术课堂”
将以智慧学校为基地为全县培
养、 培训 100 名艺术类教师，让
音乐、美术、舞蹈也能陪伴贫困
学子们成长。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袁
文表示，教育扶贫有别与其他扶
贫项目，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的有效手段。“红旗梦想
智慧学校”给予贫困地区学生平
等的优质师资教育资源和配套
基础设施，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这种软硬件的补充，或许可以缓
解一些压力，为智慧学校的建立
赋予更深层次的意义。 （于俊如）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袁文先（右二）、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
郑文凯（左二）、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会长阚丽君（右一）、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副主任汪杰（左一）、中国第一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品牌公关部部长杜晓东（左三）共同参加首座梦
想智慧学校落成

嵩县思源实验学校
校长张庆民、 嵩县教育
局局长张松斌、 洛阳市
教育局副局长尤永政 、
嵩县人民政府县长宗玉
红、 香港言爱有限公司
邢李、 好未来创始人兼
CEO 张邦鑫 （由左至
右） 共种嵩县思源实验
学校“智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