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继承弘扬“太行山
精神”， 引领教育广大青年学生
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2019 年 7 月 15 日，河北农
大现代科技学院李保国扶贫志
愿队循着“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李保国老师的足迹，来到河北省
内丘县大和庄村，与当地法院驻
村工作队联手合作，深入开展了
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实
际行动助力精准扶贫。

据前期调研了解，大和庄村
地处内丘县西部浅山丘陵区，基
础条件差， 人均耕地不到半亩，
主要作物为酸枣、核桃，基本上
都是粗放管理，缺乏必要的专业
指导。 了解当地情况后，志愿队
邀请河北省林科院专家一同前
来，为大和庄村酸枣树等作物种

植进行技术指导，逐一解答村民
种植户的疑问，并赠送农业书籍
200 余册， 为提升大和庄村酸枣
种植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持。

活动期间，志愿队的师生多
层次体验省情、 多形式服务群
众，把政策宣讲、技术指导等融
入帮扶工作，从小事做起，从细
节着手，了解农民所需、所想、所
愿，让贫困群众在实实在在的服
务中感受温暖， 提振生活信心。
此次活动得到了内丘县人民政
府、县委宣传部、法院驻村工作
队的高度支持与认可。 活动相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河北农业大学
李保国扶贫志愿队的有志青年
能继续弘扬“太行山精神”，持续
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为精准
扶贫贡献力量。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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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华教育互联网办学初获成功
近些年，一批在“互联网+教

育”方面拥有先天优势的在线教
育平台纷纷开展互联网教育公
益项目。 实际工作中，开展此类
公益项目难度如何，可能会遇到
哪些棘手问题，如何促使此类项
目在贫困地区发挥实效？

为此，《公益时报》 记者走访
了拥有爱学堂、 学堂在线等国内
知名在线教育品牌的慕华教育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慕华教
育”）设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南涧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南涧
县”） 的互联网学校项目———“慕
华·南涧互联网学校”。

贫困地区融入并非易事

“慕华·南涧互联网学校”是
慕华教育与南涧县政府于 2018
年 3 月共同发起的互联网教育
公益项目。 该项目的发起，源于
清华大学对南涧县的定点帮扶。

慕华教育是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清华大学
校产板块于在线教育领域内布
局的核心企业。 据了解，从 2018
年 3 月成立至今，“慕华·南涧互
联网学校”项目已建立起包括教
师账户、学生账户在内的项目体
系，覆盖了南涧县小学、初中阶
段的全部教师与学生群体。

以供教师使用的教师账户为

例， 该账户下辖两大平台———教
师教学平台和教师成长平台。 其
中， 教师教学平台供教师开展课
堂教学使用， 内容涵盖多个学科
6000余节中小学动漫微课、 经典
名师课、题库、教学课件等；教师
成长平台则供教师在课外发展自
我兴趣、提升自身素养使用，内容
涵盖近 100 门高等教育慕课，包
括师德师风建设、 教学辅助与提
升、职业发展与心理健康、国学与
艺术修养等多种门类。

通过走访“慕华·南涧互联
网学校”，记者发现，互联网教育
扶贫类项目真正融入贫困地区
并非易事。 受项目与当地已有的
教师培训项目之间是否冲突、学
校硬件设备与网络条件、教师对
网络教学技术的接受程度、项目
与当地教育教材内容的兼容程
度等一系列因素影响，项目开展
可能会面临一些棘手问题。

就“慕华·南涧互联网学校”
而言，项目发展一年多来，也曾
遇到不少问题。 譬如由于各地学
校所用教材版本不一、教材版本
更新快，项目开展初期，动漫微
课与南涧县教材的适配就曾出
现问题。 对此，慕华教育与南涧
县教育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
了多次沟通交流，最终借助教材
适配与知识点平台检索的双重
办法解决了这一难题。

慕华教育实践引思考

记者走访过程中发现，“慕
华·南涧互联网学校” 项目立项
一年多来，在当地中小学教育教
学中，该项目已经产生了一些实
际效果， 受到不少中小学校长、
教师和学生们的欢迎。

宝华镇中学校长付刚在接
受采访时就谈道：“这个项目吻
合了我们学校现在的需要，（我

们）需要用这样一个项目来促进
我们学校的发展， 因为这么多
年，（我们学校）老师在信息技术
的使用，还有教育教学质量的提
升方面， 其实是处于停滞状态
的。 自从项目开通以来，老师和
学生们的面貌都发生了非常大
的变化。 学生们在课堂上通过观
看动画微课， 更加集中注意力，
更容易理解课堂重点难点，学习
成绩随之提高。 ”

松林小学教师张家珍表示：
“通过应用‘慕华·南涧互联网学
校’教学平台，自己的课程教学
更加丰富有趣， 深得学生喜爱。
利用空闲时间在成长平台上进
行学习，大大丰富了业余精神生
活， 学习到了非常多的知识，提
升了个人的综合素养。 ”

在碧溪乡中学，初三学生李
本燕告诉记者，在学校计算机房
登录爱学堂学生账户进行学习，
对她的学习很有帮助。“学生账
户的内容和老师上课的内容是
结合的，而且更有趣。 有动画，方
便理解。 ”她说。

走访过程中， 记者了解到，

除了南涧县政府的大力推广与
支持，慕华教育借助清华大学的
学术实力提供优质适用的教育
教学内容与服务也是该项目在
当地产生实效并广受欢迎的重
要原因。

慕华教育市场总监高翔介
绍，为确保项目教学质量，教师
教学平台上提供教师上课使用
的爱学堂动漫微课多由清华附
小教师提供专业知识脚本，而教
师成长平台上供给教师自我提
升的学堂在线慕课课程，其中有
200 多门都由清华大学教授负责
主讲。

走访“慕华·南涧互联网学校”
项目的过程中，记者还发现，不同
于一些互联网教育公益项目强调
名校名师而弱化本地教师的做法，
慕华教育尤其强调本地教师在互
联网教育项目中的主体作用。 对
此，高翔表示，从教育公益、教育扶
贫的角度来讲，互联网教育扶贫项
目需要更多地关注并赋能贫困地
区教师，充分发挥当地教师的核心
作用，而这也是慕华教育坚持的重
要理念。 （张龙蛟）

近日， 现代汽车集团 2019
年“内蒙古盐碱干湖盆治理”
（以下简称“内蒙治沙”）项目第
一批大学生志愿者如期踏上前
往内蒙古的公益之旅。7 月中旬
到 8 月中旬，120 名京津地区的
高校大学生， 近百名现代汽车
集团员工将陆续走进内蒙古锡
林郭勒盟正蓝旗哈根诺尔开展
治沙工作， 持续为贫瘠的盐碱
干湖盆地埋下绿色的希望。

12 年如一日， 现代汽车集
团在“携手共进的世界”社会贡
献口号引领下，携手大学生、员
工和媒体志愿者在内蒙古挥洒
青春的汗水，埋植沙障，栽种适
宜盐碱地生存的植物，使“绿进
沙退”，让荒漠展新颜。

绿色奇迹

12 年间， 现代汽车集团携
手环保 NGO 致力于内蒙古盐
碱干湖盆地的治理， 并组织了
4000 余名中韩大学生及员工志
愿者走进内蒙古， 了解当地的
生态环境， 为当地生态恢复贡
献力量。

第一期项目（2008—2013）
“查干诺尔盐碱干湖盆治理”于
2013 年顺利结项， 为内蒙古盐
碱地铺上了 5000 多万平方米
的一年生碱蓬、 芨芨草等固沙
植被， 使查干诺尔湖成为全球

范围内草地恢复面积最大的单
个地区。 2014 年，现代汽车集团
为延续这份绿色承诺， 在锡林
郭勒盟正蓝旗再次拉开了盐碱
干湖盆地治理的帷幕。 二期项
目在当地建设了现代生态园苗
木基地，以此为基础，六年间，
日复一日地在当地开展实地调
研及实践工作。 通过扦插，育苗
盘移植， 种肥土播种等方法创
新用灌木、碱茅草、芦苇等多年
生植物治理盐碱干湖盆， 尝试
探索治沙有效实用的新方法。
与此同时， 现代汽车集团还持
续组织中韩大学生志愿者、现
代汽车集团在华法人员工、中
韩爱心媒体志愿者共同参与治
理， 在逐步恢复当地生态系统
的同时， 联合利益相关方宣传
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承担责任

我国是世界上受沙漠化危
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近年
来，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
施遏制其扩张态势， 取得了显
著效果， 但局部地区情况仍不
容乐观。

内蒙古便是荒漠化问题
的集中地与危重区之一， 脆
弱的生态环境与低下的植被
覆盖率，使其就像悬在京津冀
头顶的巨大“沙盆”。当季节性

大风来临时，盐碱和沙土被裹
挟着进行“长途奔袭”，为当地
牧民及京津冀居民带去严重
的生活困扰。 现代汽车集团
“迎难而上”，一行 12 载，与共
青团中央、内蒙古地方政府及
韩国环保组织生态和平亚洲，
携手攻克内蒙古盐碱干湖盆
难题。

现代汽车集团凭借其坚韧
不懈的精神，创造了“量变转质
变、荒漠变绿洲”的绿色奇迹，
更号召了一批又一批的中韩志
愿者奔赴荒漠开展志愿者活
动， 示范了环保事业无国界的
开阔格局。

现代汽车集团始终践行以
人为本与环保经营的发展理念，
自 2002 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在环境保护、 交通安全知识普
及、弱势群体帮扶、中韩文化交
流等领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
会贡献活动，主动担当起传播社
会正能量的角色，号召利益相关
方加入到公益事业中。 此外，还
结合中国本土情况， 打造了以
“Green Move 共护绿色”、“Safe
Move 共 建 安 全 ”、“Happy
Move 共 献 关 爱 ”、“Dream
Move 共筑梦想”四大版块为核
心的社会贡献活动体系，致力于
通过自身经营创造本地价值，为
当地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做出贡献。 （徐辉）

现代汽车内蒙古治沙 12 载
荒漠展新颜

河北农大志愿者
助力精准扶贫

南涧县学生在学校计算机房登录爱学堂学生账号进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