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请平板电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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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网课困难学生情况统计及在线教育困境调研报告》发布

网课困难学生心理落差需引起关注
� �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全国
各地学校都推迟了开学日期，正
常的教育教学活动无法开展。 为
避免影响正常教育进度， 各地教
育部门都组织以线上教育的形式
进行授课。但由于家庭条件、网络
信号、设备等多方面原因，有一部
分孩子无法正常上网课。

为避免或缩小疫情带来的城
乡教育差距，2020 年 3 月 4 日，
乔治城大学非营利组织领导人能
力提升研修项目校友会联合凤凰
网、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发
起“为网课困难学子送平板电脑”
公益活动，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前
执行会长何道峰、 崔阳夫妇捐赠
200 万元，采购 1800 台平板电脑
及配套流量卡，资助 1800 名网课
困难的中学生。

在此基础上，发起方对 1800
名受助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并
结合对受助学生监护人、 申领推
荐人以及业界专家的电话访谈，
形成《2020 年网课困难学生情况
统计及在线教育困境调研报
告》， 并与 4 月 3 日在凤凰公益
进行了发布，以期让社会各界对
网课困难学生情况及乡村在线
教育困境有进一步了解和关注，
并共同参与推动解决乡村学子在
线教育难题。

设备及费用影响网课质量

本次参与调研的受助学生
里，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表示，网课
困难与缺乏上课设备有关。 具体
原因， 如家中没有适合上网课的
智能手机， 或是兄弟姐妹多人共
享一部手机轮流上网课。

根据调研数据，1729 人中，
304 名（17.58%） 学生是独生子
女。 受助学生所在的家庭， 超过
82%育有两个以上孩子。 其中，
66.28%的家庭有至少两个孩子处
于学龄段；有 33 个家庭中，超过
五个孩子正在上学。 现有经济情
况， 不足以满足家中每个孩子的
网课设备需求。

调研发现，除了设备不足，另
有近两成（17.6%）学生反映，他们
无法正常上网课是源自网络或流
量费用问题， 例如无法承担流量
费用，或家中没有安装宽带，或信
号不佳网速不畅。

经进一步调查发现， 使用父
母手机流量上网课的学生家庭，
会承担相对重的话费压力。例如，
有的家庭里， 三至五个孩子同时
使用一部手机上网课， 一周时间
就会用完一个月的流量套餐。

让孩子们陷入困境的另一因
素是： 居住地偏远， 家中无 4G
信号。 比如来自山西、云南、湖
南等地的学生反馈， 只要走进
自家房屋内，手机就只有 2G 信
号， 少部分偶尔会有 3G 网络，
网络加载速度慢，听课卡顿。 他
们只能走到村里空旷的路上、
楼顶或附近山上， 寻找稳定的
4G 信号。 此外，有个别学生表

示，村里会不定时停电，影响通
讯信号。 一旦停电，即便是用本
次公益活动捐赠的上网卡也搜
不到信号，上不了课。

本次调研的 1729 人中，因
为没有设备或设备不够、 没有
高速网络信号， 有 161 人明确
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参加网课学
习；725 人表示曾通过看书本或
借阅他人笔记的形式自学；864
人曾借（蹭）亲友或邻居的网络
上课。

学生心理落差值得关注

疫情期间， 受助学生的同班
同学如何上网课？此次调研中，超
过四分之三的学生表示， 他们的
同学可以通过电视、 智能手机或
平板电脑同步在线听课。

对比自身情况， 网课困难学
生不可避免地产生心理落差 。
79.41%的受助学生担心自己再也
跟不上学习，75.77%害怕遗漏重
要知识点。 其中 15.79%（273 人）
因无法跟其他同学一样上网课而
产生负面情绪， 如做什么都打不
起精神，自卑、怕同学嘲笑，不想
说话，甚至因此不想再上学。

有老师反映， 在每天回收作
业时会明显感受到跟不上网课学
生的慌张。他们可能会通过自学、
借同学的手机看回放等形式补
课， 但实际做题时仍会发现很多
考点不能掌握， 担忧自己被同学
拉大差距， 担心考试甚至是日后
的考学。

对于这样的负面心理或情
绪， 北京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
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表示， 还要
留意其背后的问题。 应试淘汰性
教育与考核压力下， 学生们看到
自己原地踏步，其他人却在奔跑，
产生焦虑、紧张情绪，是可以被理
解，也是合理的。但监护人和老师
需要警惕，自卑甚至是厌学反应，
会不会是“网课困难”引发的扳机
效应，陷入习得性无助状态（注：
一个人经历了失败和挫折后 ,面
对问题时产生的无能为力的心理
状态和行为）。

综合调研情况发现，受助的
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长在
单亲家庭，父母因严重工伤或精
神类疾病，丧失劳动力，甚至过
早地离开人世， 学生们只能和
爷爷奶奶靠低保生活。 尚未成
年的他们因“穷”看不到前方，
因“贫”得不到资源，所以，在物
质援助之外还需要提供心理安
抚与价值引导，防止自卑情绪转
化为自卑情结，引发更深层面的
负面影响。

学生需要时间熟悉网课形式

在此次调研中，62.98%的受
助学生表示， 他们的网络课程由
本校老师在线讲授； 而 21.8%通
过老师推荐的网络课程在线学
习；12.96%的学生经老师指导或

个人主动搜索， 寻找网络课程资
源在线学习；2.26%（39 人） 完全
没有参与线上学习。

不论是第三方网络课程 ，
还是本校老师在线上课， 很多
学生需要熟悉网课形式，适应非
本班老师的语速、风格、思路，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习效
果。 电话调查中，有学生困扰的
是，不同老师对数理化有不同的
解题思路， 导致小部分高三学
生在高考压力下， 更容易产生
错乱感。

不同于城市孩子幼教期就开
始通过平板电脑观看启智动画
等，小部分县乡村的教师、家长，
或因硬件条件不够， 无法让孩子
接触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 或排
斥孩子使用智能设备。

此次受资助的 1729 名学生
里，有 88.37%的人从未接触过平
板电脑。而调研结果显示，目前有
近一半的学生会在每天用 5 至 8
个小时， 通过平板电脑或手机进
行在线学习。

尽管没有接触过， 但 94%的
孩子表示平板电脑的操作不难。
在无旁人指导的情况下， 他们借
助使用说明书普遍能顺利地操作
平板电脑。 其中，认为操作“非
常困难”的两名学生，通过推荐
人指导也已经顺利使用平板电
脑开始学习， 逐步跟上网络课
程。有 72.7%的受助学生在申领
平板电脑之前没有上过网络课
程，但调研显示，近 97%的学生
认为未来网络课程是学习知识
的好途径。

在线课堂仍有“空白”待填补

该报告指出， 网络教学形式
尤其是面向贫困学子的在线课堂
仍有“空白”待填补，比如网络信
号覆盖、智能产品使用习惯培养、
多媒体互动思维锻炼等。 基于此
次调研，发起方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 希望社会各界关注到
通讯公平问题， 建议网络铺设搭
建方加大边远山区信号塔建设，
同时建议运营商在流量费用方面
给予贫困地区用户一定优惠；其
次， 希望家庭与学校加强对困难
学生的心理引导， 学校要引导学
生正视现状， 调动终身学习的主
观能动性，而非只是课本内容，从
而成为学习的主人； 同时希望更
多第三方力量关注困难学生的心
理辅导问题。

报告还建议公益项目或教育
教学机构培养学生良好的网络素
养。需要有更多机构、企业或社会
组织，面向乡村学生与学校，提供
更多元的社会服务， 锻炼学生的
多媒体互动思维， 建立使用网络
的自控力。

此外， 为保障青少年儿童上
网安全， 针对青少年群体的网络
内容规范立法亟待推进， 针对网
络侵害青少年儿童的不法行为应
加强打击。

收到平板电脑前的学习途径

同班同学如何上网课

上不了网课对学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