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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博会落幕

沪江“互+计划”开启教育扶贫新模式
2018 年 4 月 16 日，以“与美

同行，成就未来”为主题的第十
五届上海教育博览会（以下简称

“教博会”）在上海展览中心拉开
序幕。 本届教博会旨在充分展示
近年来上海市各级各类学校在
美育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交
流美育课程优秀实践案例和多
层级美育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基础工程。 ”而我国幅员
辽阔、人口众多，各地之间的教
育资源相差悬殊，李克强总理亦
在 2018 年两会政府报告中强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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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这一现状，本届教博会
首次单独设立了题为“互+计划
乡村儿童艺术展”的公益艺术展
厅，一场超越时空的大规模绘画

授课在这里进行———受“互+计
划”邀请，台湾著名画家、夏加儿
美术教育顾问杨松寿于线上指
导数万名乡村学生绘画。

师资匮乏、 难以开展艺术
绘画等素质教育课程， 原本是
偏远乡村小学的通病。 但线上
线下融合的学习方式使得素质
教育通过一根网线、 一个摄像
头和一个笔记本电脑就轻松地
走入了乡村小学的课堂。 孩子
们一边在线上的“互+计划”美
丽乡村公益课程中与艺术老师
学习， 一边在全国各地的教室
中提起自己的画笔， 甚至通过
网络， 与全国各地的在线学生
讨论交流。 于这种场景下诞生
的画作， 布满了教博会展厅的
一整面墙。

此次展览收到来自全国各
地的乡村小学投稿逾 2000 幅，
这些小学多数地处偏远，位居深
山环抱之中， 师资力量极度匮
乏，只能为学生提供最基础的语

文、数学知识。 秉持着“用互联网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改
变传统教与学的方式” 的信念，
沪江创始人、 董事长兼 CEO 伏
彩瑞携“互+计划”美丽乡村网络
公益课程走入了这些乡村小学
的课堂。 当全国最优质的教师资
源经过互联网传递，出现在当地
学校信息设备中的实时互动教
育平台 CCtalk 时，孩子们终于看
到了山外面的色彩。

对于以公益化运营起家、专
注互联网教育领域的沪江来说，
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背负了打造
在线教育生态圈、 缩小教育差
距、推进教育公平的社会责任。

公益行为的推进，离不开技
术手段的支持，更离不开领导层
的高瞻远瞩。“用互联网实现优
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改变传统
教与学的方式”，伏彩瑞 2015 年
启动“互+计划”时的愿景已经变
成了中国乡村学校的版图上一
幅蔚蔚可观的画面。

历经三年不断的探索和实
践，今日的“互+计划”已经构建
出了沪江式的教育公益生态圈：
针对乡村学生的线上线下双师
课堂“美丽乡村网络公益课程”；
提高乡村教师的综合素质的“青
椒计划”；以“小狮子计划”为代
表的与外部机构、企业的长期资
源合作。

区别于传统教育公益模式
的物资捐赠，“互+计划”是对政
府部门、教育系统、企业机构、
优质教师课程、基金会、公益组
织、乡村教师等资源的整合，发
挥链条式影响力， 打造教育公
益生态闭环。 如今，“互+计划”
公益课程在使偏远乡村学生受
益的同时， 还为教师群体准备
了学习成长规划。 如沪江首席
教育官吴虹所说， 若传统教育
公益模式解决的是硬件上的缺
失，那么“互+计划”解决的则是
课程、老师等软件缺失的问题。
不仅如此，最新打造的“互+计

划”2.0 模式更将“以全新的共
享模式，打造一个独特的、创新
的教育生态”。

为解决乡村青年教师在工
作、 生活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提
升教学质量，“互+计划” 与友成
企业家扶贫基金、北京师范大学
等 30 多家机构联合发起了乡村
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青
椒计划）。 首期青椒计划吸纳三
门峡市教师 6572 位， 并对其进
行详细的教学指导。

为进一步激励始终坚守阵
地的乡村教师，在本届教博会公
益发布会上，“互+计划” 还与凯
迪拉克共同发布了“小狮子计
划”， 为优秀乡村教师设立了
1400 份奖金额度由 3000 元至
10000 元不等的“小狮子奖”，让
他们有更大的提升动力。

目前，“互+计划”2.0 模式已
被应用于甘肃定西、 白银平川、
江西宁都、新疆麦盖提等全国各
地乡村。 （苏漪）

2018 年 4 月 20 日，艾兰得
“善领未来”20 周年庆典活动在
上海举办。 艾兰得健康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兰得”）董
事长常亮携公司全球高管代
表，为主要经销商、合作伙伴以
及媒体等 400 余位嘉宾全面解
读艾兰得在“健康中国”大背景
下的发展战略。 现场还正式发
布了艾兰得与曼联定制化产
品，进一步开展品牌升级，产品
包括艾兰得氨糖软骨素维生素
D 钙片、维生素泡腾片、维生素
C 含片等。

同时， 艾兰得与李家杰珍
惜生命基金合作的公益项目在
当日正式启动。 据了解，双方今
后将持续开展困境儿童生命救
助及关爱儿童成长健康公益项
目。 此外，还将策划开展中国传
统中草药种植项目， 以精准扶
贫、农业造血为目标，帮助贫困
地区群众脱贫致富。

该庆典活动举办期间，《公
益时报》 围绕艾兰得的相关话
题采访了常亮。

《公益时报 》： 艾兰得为什
么将 “善领未来 ”定为 20 周年
庆典的主题 ？

常亮 ：“健康中国” 是夯实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根
基。 作为中国营养健康行业的
一员， 我们深信中国文化价值
观的精髓———“心善即身善 ”，
“身善” 最主要的原因是“心
善”，没有心灵的善良实现身体
的健康是不现实的。 艾兰得提
出“心善即身善”的观点，希望

以此能够引导整个行业的发
展。 未来，艾兰得将围绕这个价
值观开展员工、客户、消费者、
社区等各个层面的倡导活动，
把企业对健康的深层次理解持
续传播出去。

《公益时报 》： 艾兰得与李
家杰珍惜生命基金正式联合启
动公益项目 ， 请详细谈谈这个
公益项目 。

常亮 ： 在 2016 年， 艾兰得
就与恒基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
协议，共建“恒艾健康产业园”。
就“健康”这一主题，我们有着
相同的使命和理念， 由李家杰
先生发起成立的慈善基金也是
以“健康”和“发展”为理念。 这
是我们双方合作的基础。 今后，
我们将一起帮助更多身处困境
的孩子获得健康与良好的成长
环境，此外，我们将策划开展中
国传统中草药种植项目， 以精
准扶贫、农业造血为目标，帮助
民众开发新的生计，实现“公益
造血”的目标。

《公益时报 》： 在 “健康中
国 ”背景下 ，艾兰得首先应履行
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

常亮 ：艾兰得成立 20 周年
以来，始终聚焦营养健康领域，
不断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
和服务。 如今，艾兰得在全球有
7 家工厂和 3 个研发基地，10
多个营养品品牌。 产品涉及家
庭营养健康、运动营养、草本营
养调理、素食营养、儿童营养等
方方面面， 全球每年研发配方

超过 10000 个。 而在“健康中
国”的当下，我们汇聚全球资源
优势， 将世界营养健康领域的
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带给国
内的客户和消费者， 作为中国
企业， 这是我们首先应尽的社
会责任。

《公益时报 》： 请简单介绍
一下艾兰得相关业务情况 。

常亮 ：2010 年，艾兰得开始
实施海外拓展计划， 在拓展业
务的同时， 艾兰得始终聚焦科
研创新。 艾兰得拥有美国第一

条智能自动化生产线， 并与哈
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
大学、剑桥大学、罗格斯大学等
全球顶尖学府共同探索开展健
康领域的创新研发。 艾兰得根
植中国， 持续将把海外最好的
产品、 最好的技术和最优的生
活方式引入中国， 更广泛开展
跨界合作，践行“健康中国”。

《公益时报 》： 艾兰得历经
20 年的发展 ，实现了从小到大 、
从中国到全球的布局 ， 企业的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

常亮：我们有幸处于这样一
个伟大的时代，下一个 10 年，艾
兰得将继续坚持全球化发展之
道“进无界”， 聚焦营养健康产
业，加速全球布局；不断追求卓
越品质、创新科技、效率与体验，

“做最好的自己， 去链接世界”。
与此同时， 艾兰得将持续推进

“科技创新在美国、 消费体验在
欧洲、成长空间在中国”的战略
部署，致力成为全球营养健康解
决方案的首选提供商和全球营
养健康产业的创领者。

（徐辉）

专访艾兰得健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亮：心善即身善 善领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