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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近八成网友认为
“支教”需要统一组织和规范培训

截至 1月 21日 10时

腾讯公益在线
筹款额突破 50 亿

据光明网消息，近日，腾讯公益迎来了一个里程
碑时刻：网络捐款平台筹款突破 50 亿，超 2.1 亿人次
为 5 万个项目贡献力量。来自手机移动端的捐款占比
自 2016 年起已达到 98%， 单次捐出金额在 100~999
元的总额占比突破 50%。

点评 ：筹款额不断突破反映了公众对 “互联网+
公益”模式的认知和认可程度的提升，也标志着互联
网公益从自发到自觉，从热情到专业，正逐步步入下
一个理性发展的阶段。

2018 年全国红十字系统
接受捐赠比上年增长 18%

据新华社，中国红十字会 18 日发布消息称，2018
年全国红十字系统接受捐赠 39.4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8%，捐赠支出 34.9 亿元，占捐赠收入的 89%。

点评：接受捐赠的增多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未来
的公益之路，红十字会需要更加努力。

美国“失业”公务员
首日领取 4400 顿餐

环球网 1 月 19 日发布消息称， 由于政治僵局
持续， 影响约 80 万联邦政府雇员的工作和收入。
“停摆”进入 28 天，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在离白宫
和国会大厦不远的地方排起长队领取食物。 提供
食物的是非营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近日在华盛
顿开设的一间紧急厨房。 这间厨房于 16 日开始营
业，为前来领取食物的公务人员提供牛排三明治、
蔬菜和小麦汤等。 厨房营业第一天提供了 4400 顿
饭，到了第二天这个数字则上升到 5558。

点评： 任何职业的人们都可能有需要救助的时
刻，因此，任何职业的我们都有责任为公益事业的发
展与完善贡献力量。

陕西 95 人
因大气污染问题被问责

据新华社 1 月 18 日消息， 陕西省环保督察办日
前通报了大气污染专项督察移交的 32 个责任追究问
题问责情况。 在此次督察中，陕西 10 县（区）95 名相
关责任人被问责。

点评：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不能只依靠外部专项督
查，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应以此次问责为契机，早日完
善环境保护长期自查自纠机制。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 1月 1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钱七虎 800万元 助学 昆山市瑾晖基金

2019年 1月 15日 香港爱圣国际教育集团 100万元 助学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

2019年 1月 15日 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万元 助学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

2019年 1月 18日 贵州省农村信用社 1000万元 助学 贵州大学农信茶学教育基
金

(2019 年 1 月 14 日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文梅

1 月 19 日，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举行第八届冰雪
文化旅游节暨首届风干美食节，现场举办“悦跑越美”
野果林公益越野跑活动，吸引了上千名爱好者共赴野
果林为爱奔跑。 根据规则，参赛选手只要完成指定的
公益里程，新疆兵团第九师与额敏的慈善机构将获得
爱心企业为此次活动募集的 22.9 万元公益金，用于帮
助贫困学生、孤残儿童和孤寡老人。

（中国新闻网 勉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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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依依 ： 我是
一个生活在一线城市
的女孩，24 岁，明年打
算去当支教了 ， 一去
就 2 年 。 放弃眼下的
舒适环境和好工作去
受苦， 很多人都觉得
我疯了， 但我心里很
笃定，我做的没有错 ，
以后也不会后悔。

老牛徐徐走 ：作
为山区的一名普通教
师 ， 我只想说———没
经过专业和培训和上
岗前的心理辅导 ，光
有力气和热情的人还
是别来支教了 。 这种
支教没有实际的意义
和价值。

1、你参加支教的目的是？
A、纯粹的志愿精神和爱心驱动 36.7%
B、丰富人生经历，体验多彩生活 28.9%
C、为履历表增添光彩，增加竞争优势和筹码 27.8%
D、传播综合知识，提高教育质量 6.6%

2、你认为支教是否需要统一组织培训、规范和引导？
A、当然需要 76.6%
B、没必要，可以因个人时间和兴趣自行选择 19.4%
C、不确定 4%

3、你觉得目前的各种支教活动存在哪些问题？
A、组织不到位，支教活动存在管理和安全隐患 40%
B、整体宣传不到位、社会参与度不高 24%
C、支教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影响预期效果 23%
D、当地学校和政府等部门重视、配合程度不够 13%

4、如果未来还有机会，你还愿意去支教吗？
A、义无反顾，一定会去 34%
B、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33%
C、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32%
D、肯定不会再去了，支教让我“伤不起”啊 1%

为解决我国中西部发展较为
缓慢、 部分地区教育资源匮乏等
问题，2006 年国家人事部（即目前
的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颁布《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
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
和扶贫工作的通知》，每年组织高
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
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简称“三
支一扶”）。 高校毕业生参与支教
工作不仅支援了服务地的基础教
育， 同时也缓解了当地师资严重
短缺等问题， 促进了服务地基础
教育的进步与发展。

然而，近几年来，随着支教活
动的广泛推广， 因支教产生的各
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让人们对支教
活动产生了一些怀疑。

根据这些年的实践情况，我
们不难发现和总结出支教过程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

（一）学科专业不对口
目前， 许多高校和机构对支

教志愿者的选拔主要考虑个人综
合素质，在专业方面未设限制。 但
在实际工作中， 学科专业不对口
将会为支教工作带来不便， 即使
服务地会进行一定的培训工作。

（二）志愿者自我定位不清晰
支教工作中曾出现以“奉献

者”自居的志愿者，在与当地教师
交往过程中， 将自己置于优越者

的地位，以来自城市为傲，认为自
身的教学水平较高， 致使出现与
当地教师交流障碍的现象， 形成
一种不良风气。

（三）支教工作形式单一
志愿者在支教工作中， 由于

思想上并未做好充分的认识和准
备，支援内容局限于知识教学，而
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变化缺乏关
心， 无法成为孩子们值得信赖的
良师益友。

（四）教学指导力度不足
参与支教项目的志愿者多为

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 他们具有
丰富的理论知识， 但在教学经验
方面却明显不足。 此外，由于部分
服务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 在语
言交流上也存在着不便。

（五）支教完成后的后续联动
沟通缺失， 不能对当地教育及学
生心理形成持续健康良好的正向
影响。

不少支教志愿者参加支教前
的心态是好奇多过责任， 一旦支
教情况不如预期， 难免会抱怨和
叫苦。 支教结束后他们很快就“如
获大赦”，迅速离去，且与当地学
生断了联系。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
次数多了， 爱心支教也就变成一
种“隐形伤害”，后果可想而知。

每年的寒假是支教活动的高
峰期之一， 针对支教以及支教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公益时
报》 联合问卷网推出本期调
查———爱心支教真会如你所愿、
皆大欢喜吗？

调查结果显示， 近四成网友
参加支教的目的是“纯粹的志愿
精神和爱心驱动”；抱着“丰富人
生经历，体验多彩生活”和“为履
历表增添光彩， 增加竞争优势和
筹码”想法参加支教的人数相当，
均不到三成。

“你认为支教是否需要统一
的组织培训、规范和引导”这个问
题网友反应热烈， 近八成网友均
认同此观点。

参与调查的网友有四成认为
目前各种支教活动存在问题最多
的是“组织不到位，支教活动存在
管理和安全隐患”；觉得“整体宣
传不到位、社会参与度不高”以及
“支教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影响预
期效果”的网友各占两成多。

根据调查结果来看， 愿意参
与支教的爱心人士为数众多，但目
前支教活动最为匮乏的是在支教
前参加相关的组织、 培训和引导，
对当地综合环境、教育现状和学生
情况予以基本摸底，如果仅凭一腔
热情和爱心就盲目地深入到支教
当地开展工作的做法不宜提倡，亦
不可取。 因为这种支教多半属“一
厢情愿”，往往很难“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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