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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助力精准扶贫

“梦想钥匙”推动贫困地区教育现代化
对很多人来说，互联网已经

成为工作、生活和学习中必不可
少的工具，网络也已成为大众认
识世界的一个便利渠道。 但在一
些贫困山区， 由于种种条件限
制，接入互联网仍十分困难。 尤
其对于贫困山区的师生来说，没
有网络就等于关闭了他们与外
界进行沟通互动、了解更多知识
的一道大门。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天竺山
镇蚰蜒峡教学点只有六名学生和
两名老师。由于处于大山深处，附
近村庄也没有接入网络。 对于这
里的学生来说，互联网、电脑以及
网络课程等在外界看来十分普通
的事物都极其陌生。不过，在公益
组织和互联网企业的帮助下，这
一情况也将成为过去。

10 月 30 日， 在蚰蜒峡教学
点举行的梦想钥匙三周年纪念
活动上，山阳县县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王昕表示，由连尚网络与
中国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
共同发起的梦想钥匙项目已帮
助山阳县 80 所小学实现网络覆
盖。 此外，作为一家互联网科技
公司，连尚网络还将为这里的师
生提供笔记本电脑、网络课程等
互联网软硬件配备。

让贫困地区师生融入互联网

山阳县位于陕西省商洛市，
因县域北有流岭、 中有鹃岭、南
有郧岭，有“三山夹两川”之称。
由于地属偏远，山阳县多数学校
此前并未通网，且学校中相当一
部分学生为留守儿童。 互联网不
仅是孩子们学习的重要工具，更
是他们眺望世界、连接未来的一
扇窗口。 而由于种种现实条件限
制，类似蚰蜒峡教学点这样位于
大山深处的地方要接入网络则
十分困难，传统的电信宽带运营
商也没有或不愿入驻。

通过社会力量解决这一问题
成为当下最佳的选择。 在去年底
举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

镇峰会上， 连尚网络与陕西省山
阳县签署了网络扶贫结对帮扶协
议， 希望通过互联网的力量实现
精准扶贫。随后，梦想钥匙项目组
多次赴山阳县进行实地调研，迅
速开启试点， 并联合山阳县政府
将试点成功经验进行推广。

“扶贫先扶志， 教育要先
行。 ”结对帮扶精准扶贫，最重要
的是义务教育均衡、为当地培养
人才，由输血到造血。 那么如何
才能迅速缩短偏远山区乡村儿
童教育的差距？ 网络是最方便与
快捷的方法之一。

在梦想钥匙三周年活动当
天，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秘书
长杭宇，陕西省商洛市委网信办
主任赵嘉安， 山阳县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王昕，山阳县科技与
教育体育局党委副书记胡仁旺，
连尚网络轮值总裁王小书，连尚
网络副总裁刘鑫智，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发起人、
秘书长苏哲芳等走访了陕西省
山阳县蚰蜒峡教学点，了解梦想
钥匙项目具体的落地情况。

此前， 该教学点的孩子们从
来没有接触过网络， 并不知道什
么是网络教学。 在来自连尚网络
的志愿者给学生们上了一节多媒
体语文课程《美丽的丹顶鹤》后，
孩子们对互联网及这种新鲜的上
课形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当地老师告诉记者，学校通
网之后，老师们就可以从网络上

查找各种教学资料，并且可以使
用多媒体向学生们立体地展示
教学内容， 比如动画、 视频、音
频，还能直接下载远程教学平台
上的课件上课使用。“而在以前，
老师们如果想要上网查资料，则
需要去别的地方，导致老师们教
学内容比较单一，且与外界沟通
也比较少。 ”

连尚网络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山阳县结对帮扶企业，连尚
网络希望通过提供免费上网、免
费教育等内容，为解决偏远山区
学校师资力量薄弱问题、缩短贫
困地区儿童与发达地区的信息
鸿沟问题做出努力，从而助力山
阳县扶贫攻坚。

过去三年，连尚网络已在全
国多个贫困县推行过类似的公
益项目。 2015 年，连尚网络旗下
产品 WiFi 万能钥匙和中国社会
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联合
发起梦想钥匙公益项目，目标是
在国内 1000 所偏远山区学校提
供免费 WiFi 网络及上网设备，
截至目前，梦想钥匙项目已在全
国 241 所小学落地，覆盖全国 15
个省份的多个贫困县，包括四川
红原县，吉林农安县，湖南新晃
县、平江县，广西蒙山县、龙胜
县，江苏灌云县，四川普格县等。

推动项目落地模式不断升级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
底， 中国网民规模已达 8.02 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 57.7%， 这意味
着在中国仍有近半数人没有上
网。 尤其是在偏远山区，互联网
的缺位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地经
济、社会、教育的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梦想
钥匙公益项目是连尚网络进行免
费上网全球布局的重要板块之
一。 从 2013 年推出以来，连尚网
络旗下产品 WiFi 万能钥匙通过
共享、自建、合作 WiFi 热点的形
式，为用户提供免费、稳定、安全
的上网服务。同时，连尚网络也在
持续拓展各种 WiFi热点来源：如
战略投资航空 WiFi 服务提供商
世纪空联、布局厂区 WiFi 或智慧
城市、从运营商采购流量等。

在商业无法覆盖的地区，公
益的力量开始显现。 梦想钥匙提
供的网络既能够让学校里的师
生受益， 也可辐射到周边的村
民， 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互联
网，避免与网络时代脱节。 陕西
省商洛市委网信办主任赵嘉安
表示，经过将近一年的沟通调研
和实地考察，连尚网络的梦想钥
匙公益项目在山阳已经取得了
显著效果，为贫困地区的教育现
代化、数字化奠定了基础。

三年来，梦想钥匙的落地模
式也在不断升级。

据连尚网络轮值总裁王小
书介绍，最初，梦想钥匙主要以

为学校提供网费资助为主。 从安
徽石台县开始，梦想钥匙项目除
了为学校接通网络以外，还引入
了小米、沪江等合作方，根据当
地学校配备了笔记本和在线课
程，将当地中心校与村教学点网
络打通，通过网络让村小共享师
资资源。 而在陕西山阳县，梦想
钥匙升级到“基建+网费+软硬
件”模式，为未通网村小从零到
一地开通了网络基础设施。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秘
书长杭宇表示，儿童扶贫公益已
经从以往的纯物品资助向教育
公平升级，连尚网络以“硬件+软
件”的模式支撑这种升级，能够
让更多贫困山区的孩子享受到
与城市孩子同样的教育水平。

据悉，本月底梦想钥匙线上
版将正式推出。 借助连尚网络运
营的 WiFi 万能钥匙 App 多达数
亿的月活用户，梦想钥匙项目的
影响力可进一步扩大，通过线上
产品展示、客服、学校申请、募资
等一系列相应功能， 吸引更多
人、更多机构和企业加入到这一
阵营中来。

“连尚网络将继续尝试更多
的可能性，包括推出梦想钥匙线
上版， 希望嫁接 WiFi 万能钥匙
的流量优势，吸引更多资源参与
到这个公益项目中来。 除了在硬
件上的投入，未来连尚网络还将
增加在软件、师资及其他方面的
投入。 ”王小书表示。

2018 年 10 月 28 日上午，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军双创基
金（以下简称“爱军双创基金”）

“关爱老兵创业就业” 公益项目
启动仪式在北京丰台军民融合
创新工场举行。 海军原副政治委
员冷宽中将、贺龙元帅之女贺晓
明、海军原副参谋长尹长志少将
以及各行业、企业、志愿者和媒
体代表共 150 余人见证并参与
了该启动仪式。

冷宽对爱军双创基金举办
的公益项目表示肯定和赞许，他
说：“作为一个在部队服役多年
的老兵，关心关爱退役军人责无
旁贷。 要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
让更多的人来关心关爱这个群
体， 帮助退役老兵迈好工作转

轨、人生转身的关键一步；鼓励
退役军人要象在部队一样艰苦
奋斗、发奋图强，主动为政府解
忧，再创新的辉煌；要合力把为
退役老兵服务的工作做得更好，
让现役军人安心服役，让退役军
人在新的岗位上建功立业，为人
民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

贺晓明表示，中国革命来之
不易，革命军人为国家做出了巨
大牺牲，他们是最值得尊敬和最
需要关爱的人，社会有责任和义
务去关心、爱护他们。

爱军双创基金常务秘书长
刘林表示，该项目的主要内容主
要包括资助和帮扶退役军人餐
饮行业创业就业、资助和帮扶老
兵重大疾病困难、提升退役军人

所创企业的责任品牌工程等，其
初衷是整合社会各方资源，通过
公益基金的特性，资助和帮扶退
役军人创业就业和创新可持续
发展。

爱军双创基金执行主任翟
丽彬表示，多年来，该基金累计
培训退役军人两万多名， 为他
们对接企业和岗位， 实实在在
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服务，赢
得了各级政府的肯定和退役军
人的认可。

此外，华夏金甲俱乐部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邢洪河在本次
活动上介绍了“老兵重大疾病救
助计划”，该计划主要针对老兵、
老兵直系亲属及军烈属的重大
疾病进行救助，践行“一人患病、

众人帮扶”的基本理念。 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老龄与综合公益
事业部主任助理李红艳、爱军双

创基金常务秘书长刘林还在启
动仪式上接受了来自企业的捐
赠。 （张慧婧）

中国福基会爱军双创基金启动“关爱老兵创业就业”项目

连尚网络轮值总裁王小书 连尚网络志愿者为学生们上多媒体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