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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网易传媒副总裁李淼：

用互联网助推教育资源均衡分配
� � 9 月 22 日，网易公益‘一块屏’教育扶贫试点基地捐赠仪

式在湖南省邵阳县玉田中学举行。 网易公益将把软硬
件结合的智能化教育内容和设备捐赠给湖南省邵阳县塘渡口镇
玉田中学、五峰铺镇六里桥中学、白仓镇中学等 10 所中小学，用
‘一块屏’帮助 12000 余名学生成长。

2018 年，网易 CEO 丁磊看到了《这块屏幕可能改变世界》
这篇刷屏报道，当即决定拿出 1 亿元投入教育公益，让网课模式
惠及更多贫困地区学子。 网易公益‘一块屏’的故事由此开始。

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网易公益持续践行教育扶贫，旨在用
科技的手段推动实现教育公平。 那么， 科技究竟如何助力填平
教育鸿沟？ 网易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互联网教育究竟可以解决
乡村教育中的哪些重要问题，将为乡村教育带来哪些具体变化？
为此，《公益时报》社记者专访了网易传媒副总裁李淼。

重点关注
聚焦儿童和教育扶贫

《公益时报》：网易在公益方
面重点关注哪些领域？

李淼 ：第一，就网易传媒来
说，我们本身就是做信息和资讯
报道，所以在面对很多重大社会
事件时，从报道和传播层面就有
公益的属性和主张， 比如水灾、
地震、暴雪等，我们会从媒体角
度倡导社会关注和解决问题。 第
二，网易具有强大的互联网基因
和技术能力， 比如 9 月 22 日在
湖南落地的网易公益“一块屏”，
它最核心的是用网易在互联网
领域的布局，用我们的在线教育
产品去做教育扶贫，这种是适合
像网易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去做
的，并且能够做得有价值、长效
的公益方向。 第三，从公益人群
来看，网易关注很多方面，但相
对聚焦儿童群体，我们做的很多
公益都是围绕孩子的教育等方
面开展的。

《公益时报》：9 月 22 日网易
公益 “一块屏 ”项目在湖南邵阳
县举行教育扶贫试点基地捐赠
仪式，该项目在甄选地区和学校
时有着哪些标准和考量？ 此外，
为何会选择传媒作为该项目的
策划执行方？

李淼：从邵阳的综合状况来
说， 邵阳县地处湖南省中西部，
人口众多，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 而且整个邵阳市有一
定的教育信息化基础， 具备让
“一块屏” 项目落地和发挥效果
的土壤，做公益的效率更高。

在网易内部，网易传媒是一
个相对平台化的角色，承担了集
团的一些平台功能。 首先，网易
传媒在做各类公益项目和落地项
目方面有较好的经验和整合能
力。其次，传媒本身是一个媒体传
播平台， 而做公益项目的目的也
是希望能将项目发扬光大， 传递
给更多区域， 号召更多的社会力
量一块加入，关注教育公平。

用“一块屏”填平教育鸿沟

《公益时报》：今年是网易公
益“一块屏”实施的第三年，在已

有的落地中，这个项目为捐赠学
校的学生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未来“一块屏”有什么计划？

李淼： 网易公益“一块屏”
2018 年开始试点，2019 年 9 月首
次大范围落地， 在全国十余个
县、超 300 所学校正式开设了网
课班。 今年，我们在经过长达半
年的调研之后，根据湖南当地实
际情况，把“升级版”的捐赠内容
带给了湖南省邵阳县 10 所中小
学，覆盖学生 12000 余人。

在“一块屏”近年的落地中
我们看到，第一，学生觉得是用
一种新的、 更加容易接触的方
式， 获得了更丰富的教育资源；
第二，在网课试点班，很多学生
的成绩的确得到了提升。比如，像
在四川攀枝花的“盐边县中学校”
这些试点学校里， 网易公益网课
班的总平均分， 要比其它普通班
高出了 120分~140分， 很多同学
期末考试的单科成绩比期中考试
提高了近 20分。 而在全部 161个
网课班中， 盐边中学试点班的名
次从一开始的 124名， 上升到 81
名，本科进线率大幅提升。

在中国的教育体制里，实际
的成绩提升有助于学生进入更
好的教育通道，包括中学、大学。
另外是综合素质的提升，比如眼
界的开阔，对社会信息更多元的
掌握。 通过试点，我们看到“一块
屏”目前的成效在这两个方面都
有，而且网易有道的精品课都是
全国的名师，这样的教育资源是
比较稀缺的，会对学生核心的主
业学习有一定帮助。

接下来，我们最核心的规划
还是把“一块屏”的项目巩固和
完善，然后落地推广到更多的地
区。 除了这次落地的湖南，包括
重庆市、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西藏自治区、湖北省等地区
在内，很多区域都在跟我们一块
推进，逐步落地。

《公益时报 》：网易公益 “一
块屏” 项目在推行的过程中，最
大的难点是什么？

李淼： 难点是综合性的，网
易公益“一块屏”是用互联网的
方式，对现有教育模式进行优化
和改造，这个优化改造怎么和当
地条件融合、匹配，形成 1+1＞2
的效果？ 坦率地说，这在各个维

度上可能都会有难度，比如学生
的接受能力、接受度、使用习惯，
比如老师的习惯，比如学校硬件
和教学环境，以及每一个区域都
有不同的情况等。 所以需要因地
而异，因人而异，我们是希望每
一个点都做的扎实，下一个点也
做好前期铺垫，再去落地。

再具体到今年， 网易公益
“一块屏”在前期调研中发现，在
政府的支持下，目前大部分贫困
地区在硬件配置方面有了长足
的进步，大屏、电脑已经覆盖了
大部分的校园。 但是如何提升这
些硬件产品的使用率和使用效
率，以及培养偏远地区教师对硬
件产品的使用习惯，是今年在项
目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用互联网助推
教育资源均衡分配

《公益时报》：你认为贫困地
区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网
易为什么会选择教育作为扶贫
的重点方向？

李淼：贫困地区比较根本的
问题还是资源匮乏。 因为地理位
置、社会环境、历史等各种原因，
导致贫困地区从物产到各种各
样的资源都相对匮乏，有着先天
的劣势。 面对这样的劣势，扶贫
需要考虑两个方向：第一是可持
续性扶贫， 有没有什么机制能让
区域本身焕发出它的经济活力
来？ 比如网易严选在扶贫方面的
尝试，更多地希望是可持续的，把
当地的物产放在平台上进行电商
化，形成一个正向的经济效益；第
二是教育， 只有通过教育产出真
正的人才，形成人才的阶梯性，让
人才一定程度上再反哺到当地，
当人的综合素养提升了， 那么这
个区域的发展是不成问题的。 网
易公益“一块屏”项目就是将核心
的关注点放在了“人”上。

在扶贫方向上，网易的优势
在于互联网科技能力和在在线
教育领域的积淀。 所以，结合我
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觉得往“互
联网+” 背景下的教育扶贫的方
向走是合理且有效的。

《公益时报》：你认为企业做
教育扶贫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
是什么？ 互联网企业做教育扶贫
的优势在哪里？

李淼：教育扶贫需要长期可
持续的模式，一定不能是短期行
为。 网易公益“一块屏”项目对当
地的教育硬件进行优化，同时集
结网易集团整体的教育力量，把
优质名师资源输入到“一块屏”
的内容当中，再落地到需要的地
区，成为当地课程或者课堂的重
要补充部分。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
软硬件结合的方式，搭建一套和
当地现有教育资源相补充的、可
持续的教育扶贫模式。

在项目的开展过程中我们
感知到两点：一是各地的课件其
实差距不是特别大，包括贫困地

区和相对好的地区差异也没有
那么大，但是授课质量、授课模
式、授课的条件等和发达地区有
很大差距。“一块屏”其实是希望
用名师的资源、精细化的课程辅
助当地老师拉平差距； 第二，贫
困地区有很多的环境和条件的
因素限制了孩子的视野和
综合能力，我们希望用“一
块屏”这个项目，让孩子
看到更大的世界，通过互
联网化的教育，来接触
和感知社会的变化，激
发孩子的求知欲，培养
他们获取新鲜的信息
和知识的能力，这对孩
子的人生成长是非常
重要的。教育是一个综
合体， 并非只是坐在课堂
上。 从这两点来看，现在乡
村教育单纯通过自己的力
量没有办法快速达到，
互联网公司， 或者说网
易公益“一块屏”这样的
项目的介入， 可以起到
很好的补充作用。

《公益时报 》：你认
为在开展教育公益的过
程中还需要哪些社会力
量的加入和共同推进？

李淼：教育是一项需要
步骤一致、体系化推进的工
作。首先需要政府的共同参
与，实际上“一块屏”项目跟当地
政府都有很好的共识和协作，大
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其次需要教
育部门的加入， 教育部门是教育
落地的主体，包括教委、学校、老
师等， 教育部门本身也在做信息
化建设， 其实可以和类似网易这
样的社会企业做更多的联动，同
步融合地来做。所以，需要从政府
层面做方向性的联动， 同时也要
和具体的教育实施者联动。当然，
还需要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但
要能把这个事落实好、 落实得长
效， 跟政府和教育体系的协作还
是最为关键的。未来，我们希望把
分散在全国的爱心、能力、资本集
中起来， 形成一套地域普适性更
强、操作门槛更低、内容更趣味
创新的教育公益模式。

搭建互联网教育
公益“3.0 模式”

《公益时报》：根据互联网企
业参与教育公益的程度和方式
来区分，以搭建信息交流平台为
特点的是互联网教育公益的“1.0
模式”， 以送优质的在线教育内
容资源为特点的是互联网教育
公益的“2.0 模式”。 那么，在你看
来， 互联网教育公益的 “3.0 模
式”是怎样的？

李淼：所谓的“3.0 模式”有几
个关键因素：第一，底层是由技
术和互联网化做支持，比如“一
块屏”这个项目，其实它就是融
合了我们的在线教育内容能力、
教育+AI 的技术能力、 互联网传

播能力等，这是基础；第二，要把
这些东西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可
以被教育部门顺利应用的整体
解决方案，这个是比较难的。 并
不是把软硬件直接给学校， 让学
校挑着用就行， 而是要把学校需
要的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
量做成一套完善的解决方案，让
学校可以直接应用， 互联网化最
强的能力就是变成用户端能用的
解决方案，比如平台或者产品，这
是第二个关键点；第三，要可以融
合到当地的教育场景里， 跟当地
课程、 当地学校具体的教育方式
形成互补性和协同性。 所以“3.0
模式” 可能对于教育公益的各个
参与方的要求都会更高，尤其对
我们这种提供技术、产品、内容
的供应端要求更高。

《公益时报》：从 2018 年开始
试点到现在，网易公益做这个教
育公益项目已经到了第三个年
头了， 但是从今年起，“一块屏”
这个名字才被正式明确提了出
来，是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吗？

李淼：从今年起，我们在有意
识地把网易公益“一块屏”这个公
益项目进行 IP化运作。 从企业角
度来说，IP 化说明我们对这个公
益项目有了更加成熟的计划，IP
化有助于让公益项目以更可持续
的方式运营。 对于公众来说，IP化
也能够让公益项目更好地被公众
识别、认知和参与，进而扩大社会
影响力。我们希望通过把“一块屏”
IP化，开放社会接口，吸引更多力
量加入到网易公益“一块屏”，一
起把这项公益事业做得更好。

网易传媒副总裁李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