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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计划”迈入新一年
网络课程推动乡村教育变革

春节过后， 开学在即，“互+
计划”美丽乡村网络公益课程在
迎来新学期之时，公布了全新的
公益课程表。

自 2015 年沪江发起“互+计
划”以来，网络公益课程已经为
大量乡村学校补齐美术、 音乐、
手工、外教英语等当地最匮乏的
素质课程。 沪江招股书显示，截
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互+计
划” 为海内外 5000 所学校提供
了免费的网络课程， 向 15 万乡
村教师提供系统性帮助，惠及乡
村学生逾百万。

江西张敏老师的“互+”缘

江西吉水县八都南溪小学，
正在为 2019 年新学期网络课程
做准备的张敏老师，依然经常想
起未引入“互+计划”的日子。

2017 年 9 月，工作三年的张
敏接下了一个艰巨的任务：独自
负责一个新教的教学点———江
西吉水县八都南溪小学。“此时
的我满腔热血，也不知道有什么
困难在前方”， 发现自己有些托
大时，很多问题已开始萌芽。

面对教学点的 9 个孩子（1
个一年级和 8 个学前班的小
孩）， 张敏逐渐发现困难远远比
想象的更多，张敏说：“在他们这
个年龄段，美术和音乐是挺重要
的，而我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
业的，不会简笔画，连简谱都认
不全， 我教不了他们音乐、美
术。 ”于是张敏不得不采用当地

村小极为普通的教学形式———
美术课，发给他们美术本，爱怎
么画怎么画。“看着孩子们简单
线条图下的房子，太阳、小人儿，
有点心酸， 自己心有余而力不
足；音乐课，我只会几首简单的
儿歌，然而他们都会了，也渐渐
地失去了乐趣。 ”张敏叹息道。

第一年的教学任务结束后，
张敏开始反思：虽然孩子不多，但
他们到底获得了多少？ 上过几节
美术课？上过几次音乐课？绘本课
呢？ 又有几次挑战过美术还有音
乐？ 张敏给出的答案是———0。

新的一年， 一年级 2 个人、6
个学前班的孩子，张敏陷入迷茫。

2018 年暑假，张敏参加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农村小规模
学校联盟的培训，并认识了很多

同在村小的同仁。 交
谈中，张敏第一次听
说“互+计划”网络课
程。“河南商丘王二
保小学李志磊校长
给我建议，你这种情
况用互加课程真的
很合适， 学生人数
少， 就你一个老师，
谁都可以顾得上；丹
江口的张一鸣老师
和我同寝室，晚上给
我做了一个大致的

讲解，再次建议我用‘互+计划’
课程，还告诉我过几天有新课表
发布。 ”张敏回忆道。

出于对补齐素质课程的愿
景， 张敏在新学期跟着互加大课
表选修了 4门课程：彩虹花晨读、
阳光音乐、彩虹花绘本阅读、夏加
儿美术。之所以选择这四门课程，
张敏有着自己的看法：“彩虹花绘
本阅读，扩大学生的阅读量，尤其
对于村小的孩子来说他们在家的
阅读量几乎为 0；夏加儿美术和阳
光音乐，是我最为看重的两节课，
工作前 4年， 孩子们从未真正上
过此类素质课程；彩虹花晨读，扩
大学生阅读量， 同时也为他们的
晨读换换口味。 ”

跟着课程， 张敏老师记录下
来孩子们的转变。 从最开始怯生
生地说着自己的名字， 到和伙伴
聊天， 说着自己的爸爸妈妈的名
字，以及他们的爱好；从刚开始上
台就战战兢兢， 到现在讲台上轮
流读课文的从容； 从最开始不敢
到黑板上来完成小练习， 到现在
纷纷举手争抢上台机会； 从最开
始上课的时候不敢直视老师，到
现在可以非常从容回答问题，大
声表达自己的想法； 从难过的时
候只敢自己哭鼻子， 到现在可以
告诉老师他的情绪， 以及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情绪……家长们也向

张敏“汇报”：原来孩子在家不说
话， 现在会和父母聊学校发生的
事情和同伴发生的事情……

村小、教学点缺乏专职的音
乐和美术老师，这是乡村教育的
通病。 如今，一根网线、一台笔记
本就解决了音乐和美术课难题。
上学期结束，南溪小学教学点语
文数学期末考试成绩“非常好，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对于新
学期， 张敏老师也开始展望，除
了全新的融合课表，还准备了相
应的课程材料和工具。

互联网带来的村小变革

据东北师范大学发布的《中
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2016》显示，
2015年， 全国共有不足 100人的
乡村小规模学校 111420 所，不足
10人的乡村校点达 3.39万个。 这
些学校地处偏远，存在缺师资、缺
课程、缺资源等问题，教育质量难
以保证。 张敏老师所在的不足 10
人的教学点，全国还有 3.39万所！
仅凭着一腔热血， 一位老师能带
着乡村孩子走多远？

无独有偶。在广西梧州苍梧
县独村校教学点，16 个孩子也
只有一位老师。执教数十年的教
师车敏荣如今已年过 60， 达到
了退休年龄。但车老师依然申请
继续留在独村校，因为他担心自
己一旦退休，当地的孩子们将面
临失学。

虽然年过 60，但车敏荣老师
的课堂十分“前卫”。 引入“互+计
划”网络课程后，不仅学生们有
了美术、音乐、书法、阅读课，车
老师自己也常常通过网络与全
国各地村小学校教师一起交流
分享，大山身处、独自一人的教
学点工作毫不孤单。 今年，车老
师所在的广西梧州也开通了自
己的“长洲公开课”，包含音乐、
美术、科学等课程内容，其中长
洲音乐课还成为“互+计划”大课
表的优质公益课程，面向全国村
小开放。

除了老当益壮的资深教师，

乡村学校也不乏刚刚毕业的年轻
教学者。 在江西赣州宁都小布教
学点，两个“90 后”大男孩带着 8
个“小布娃娃”学习最优质的网络
课程。如今，这里已成为全国村小
的明星教学点； 用互联网学习优
质同步课程， 也演变为江西宁都
所有村小的常态。 由于互联网助
力乡村教育均衡发展的突出贡
献，2018年 12月，央视、中国教育
电视台等权威电视媒体纷纷对宁
都教育做出了专题报道。

江西宁都只是“互+计划”在
全国推进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国
各地越来越多的教育部门纷纷推
出文件， 进一步加强互加计划美
丽乡村网络课程的整体推进工
作，并称其“不仅仅是解决教育均
衡的重要举措， 更是提升乡村教
育活力的全新方式，用低成、大规
模、可复制、可持续的方式，让村
小教学点的课程完全可以与城市
名校同步， 让每一个孩子享受优
质而公平的教育不再是梦想”。

不论是已经退休的代课教
师， 抑或是刚入职的乡村青年教
师，在“互+计划”的大家庭中，曾
经孤独的山区、 乡村学校被连成
一片，所有的独村校都不再孤独。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
得远”，“互+计划”发起人、沪江
创始人兼 CEO 伏彩瑞认为，解
决教育公平的问题不能仅通过
一块屏幕，振兴乡村教育要发挥
群体的力量，“当我们一群人在
一起，我们不会孤单、不会疲倦，
能够一直前行。 沪江、‘互+计划’
和合作伙伴们会继续把互联网
教育公益做下去。 现在我们已经
支持了 5000 所学校， 未来这个
数字将会持续的、 快速的放大，
最终借船出海、扬帆远航。 ”

新学期在即，“互+计划”
2019 年全新的美丽乡村春学期
网络公益课程表也已推出。 在教
育公益领域，沪江“互+计划”将
运用互联网技术聚合更多的社
会资源，为乡村学生、乡村教师、
乡村学校乃至乡村教育，带来更
多能量和希望。 （苏漪）

定制扶贫套餐 强化履责体系
东风公司推动责任央企建设

1 月 21 日，东风公司扶贫攻
坚工作领导小组、社会责任工作
委员会 2019 年第一次会议暨东
风公益基金会二届三次理事会
在武汉召开。

会议指出，2018年，东风扶贫
工作通过加强扶贫组织领导力、
打造全价值链扶贫体系力、 推进
“赋能”提升造血力等措施取得良
好效果，先后获得“责任十年·国
企十佳”“企业扶贫优秀案例奖”
“卓越责任企业奖”“中国社会责
任精准扶贫奖”等荣誉。 2019年，
公司将对贫困地区量身定制“扶
贫套餐”，推进“赋能工程”，助力
深度贫困地区人口增收脱贫。

2018 年，东风社会责任工作
凝聚平台合力，促进全集团履责
能力和体系化管理水平提升；聚
焦爱心助学、志愿实践、崇尚创
新三大领域，打造东风履责实践
名片项目； 聚焦加强传播与沟
通，树立企业良好社会形象。 中
国社科院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
蓝皮书（2018）》显示，东风公司社
会责任发展指数综合评分为
87.1， 位列国有企业 100 强第 9
位， 中国企业 300 强第 14 位。
2019 年，东风社会责任工作主题
为“悦于心 润于行”， 将通过
“三个融入”“四个维度”“六项举
措”推动社会责任工作再升级。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李
绍烛表示，下一步，扶贫攻坚工
作要继续发挥产业扶贫、专业扶
贫的优势，助力推进精准扶贫工
作。 东风社会责任工作要贯彻新
发展理念，积极发挥优势，整合
资源，传递公益力量，展现东风
责任央企形象。

公司工会主席何伟说，要准
确把握 2019 年社会责任工作重
点， 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要
增强扶贫攻坚工作紧迫感，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贡献更大力量；要
强化履责体系建设和管理，积极
参与社会公益实践，共塑东风责
任央企好形象。 （于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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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笔记本、村小大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