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22.3.29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13新闻NEWS

关注乡村美育教育
短视频让公益直达人心

这场“特殊”的公益画展展
出了近 80 幅乡村孩子的画作，
让观众感到意外和惊喜 。 细细
观察， 你会发现这些不同风格
的画作描绘出了乡村孩子对美
好和梦想的追求， 让人在一笔
一画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温暖
和感动。

此次公益画展主题为 “生
命的色彩”，由字节跳动公益联
合北京尤伦斯艺术基金会 、北
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以下
简称“情系远山”）共同发起，展
出画作全部出自情系远山 “助
力乡村美育课堂” 项目服务的
乡村学校。 除了线下展览，公众
也可以在抖音搜索 “一笔画开
学”进行线上观展，同时还可以
参与 “一笔画开学 ”挑战 ，为情
系远山“助力乡村美育课堂”项
目进行捐助， 帮助更多乡村青
少年实现艺术梦想。

弥补乡村美育
教育短板

一直以来， 我国农村地区
尤其是一些偏远山区义务教育
阶段师资力量都较为匮乏。 这
其中， 体育美育教师缺口相比
而言更大。

教育部 2020 年 12 月公布
的数据显示，“十三五” 期间我
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由
50.2 万增加到 59.5 万， 美育教
师由 59.9 万增加到 74.8 万，美
育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
由 2015 年的 6.5%提高到 2019
年的 7.5%。

根据《义务教育美术课程
标准》（2011 年版）规定，美术课
程为小学阶段必修课程之一，
小学阶段美术课程每周为两课
时。 不过，虽然体育美育教师数
量在增加， 但一些偏远农村地
区因为教育资源匮乏， 有些地

区的小学从来没有上过美术
课， 现有教师资源也不足以满
足实际教育教学需求。

乡村艺术教育资源匮乏是
基本现状，但这不等于美育教育
不重要。 随着中考、高考机制不
断改革，时代发展对孩子的教育
和成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乡
村孩子而言，这也不应该成为他
们成长路上的“绊脚石”。

在移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
今天， 如何能够将科技和公益
相结合， 弥补乡村美育教育短
板？ 近年来，一些公益机构在这
方面不断进行探索， 设计开发
了不同的公益项目， 也取得了
显著的社会效果。

情系远山“助力乡村美育
课堂” 项目负责人梁伟康告诉
《公益时报》记者，基金会最早
决定开展乡村美育项目源于对
乡村小学英语教师师资力量的
调研。“我们有一个‘大山的孩
子会英语’项目，在项目开展过
程中我们发现， 那些缺少英语
老师的乡村学校普遍缺少美术
老师。 一些农村中心校可能还
会有一两位美术老师， 但具体
到村小一级教学单位， 基本上
没有美术老师。 ”

梁伟康说， 情系远山希望
通过互联网手段， 在线上为乡
村老师提供优质课程。“课程由
三方共同参与设置， 包括来自
企业的青年志愿者， 能够提供
专业指导的大学老师， 以及来
自一线的乡村老师， 三方共同
调研设计， 争取为孩子们呈现

一个尽量丰富多彩的线上教育
课程。 ”

此外， 基金会还会有针对
性地开展线上和线下教师培
训， 助力乡村老师成长为一名
美术老师， 最终目标是让这些
乡村“种子教师”脱离项目，让
他们自主把握节奏， 抓住乡村
美育教育的主动权。

短视频让公益
触达更多受众

此次公益展围绕“生命”和
“色彩”两大主题展开，集中展
现了乡村青少年眼中的家乡自
然风光、童年伙伴、学校生活及
对未来的憧憬， 展厅内还设置
了公益互动环节。 而此次乡村
孩子们的画作能够在顶尖艺术
机构展出， 也从侧面印证了以
情系远山等为代表的公益力量
在乡村美育教育领域的成功。

曾经，由于缺少画笔、画板
等美术用具， 再加上没有专业
美术老师指导， 乡村孩子很少
有机会通过画笔展示自己、描
绘自己的梦想。

如今，在多方共同努力下，
孩子们眼中的世界被更多人看
见， 更多人也因此了解到了一
个更加真实的乡村青少年群
像。 而另一方面，因为得到了外
界肯定，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
乡村孩子爱上美术，爱上画画，
也会有更多乡村孩子的绘画天
赋被挖掘。

线下展览受众有限， 如何

才能让公益触达更多受众？ 在
这个过程中， 短视频之于公益
传播的作用就显现了出来。 这
也是此次公益画展的一个巧妙
设计。

在抖音搜索话题“一笔画
开学”， 不仅能够线上观展，还
能接力参与“一笔画” 挑战接
龙———为乡村孩子的画作添上
一笔，让画作变得更好看。 知名
人士、 抖音创作者及普通用户
共同参与， 让乡村美育教育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更重要
的是， 短视频让大家对公益项
目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同时
也提高了用户从关注到捐赠的
转化率。

去年 11 月，民政部公布了
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
息平台， 包括字节跳动公益等
在内的 10 家平台入选。 几天
后，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在抖音、
今日头条、 西瓜视频等平台全
面上线。 从传统的文字化传播
到短视频及直播互动， 字节跳
动公益的入局为公益行业增添
了一股新的动力。

字节跳动公益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字节跳动一直以来
都非常重视儿童公益， 尤其在
关注乡村儿童、 留守儿童等方
面做了很多探索， 跟其他公益
机构也有深入合作。“我们希望
能够发挥字节平台的品牌和流
量优势， 引导平台更多用户关
注优质公益机构和公益项目。
也希望让诸如乡村美育这样相
对陌生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并
关注。 ”

基于此，字节跳动公益联合
情系远山及北京尤伦斯艺术基
金会发起了此次公益画展。借助

短视频这种传播方式，画展得以
被更多人看见，同时也调动了平
台上很多优质创作者，比如俞敏
洪、金龟子、凯叔等，由此也产生
了进一步的“裂变”，公益在互动
游戏中“出圈”。

唤起更多关注
比筹款更重要

据字节跳动公益介绍，字
节跳动公益平台上线后， 已有
不少公益机构和项目陆续入
驻。 平台也尝试联合不同项目，
定期开展线上募捐活动。 由于
平台自身拥有数亿活跃用户，
且拥有大量优质创作者， 加之
短视频这种更为直观、 互动性
更强的传播方式， 筹款转化率
十分明显。

以“免费午餐”公益项目为
例，在抖音平台上线短短 9 天，
筹款就突破了千万。 情系远山
上线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后，涨
粉也十分明显。

梁伟康告诉记者， 情系远
山于今年年初入驻字节跳动公
益平台， 目前基金会抖音账号
粉丝约有 2200 人 ， 获赞超
9400，账号近七日播放量达 37.9
万。“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
么多人在抖音上关注我们。 ”

“入驻字节跳动公益平台
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 平台
为基金会和公众搭建起了一个
非常畅通的互动桥梁， 尤其是
通过短视频这种形式， 我们可
以在抖音平台上频繁地与捐赠
方及社会公众进行互动， 这一
点可能是其他平台无法实现
的。 ”梁伟康谈道，在视频制作、
用户引导等方面， 字节跳动公
益会给予基金会工作人员专业
指导， 同时对公益项目也会进
行一定的流量扶持。

不过，吸引更多捐赠并不是
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唯一的目标。

“不同的项目关注的群体
不同，诉求也不尽相同。 对于像
乡村儿童美育教育这类项目来
说， 平台更多是希望唤起公众
的关注和重视，做好社会倡导，
进而让大家明白乡村儿童的需
求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也有精
神层面的。 而后者更需要长久
关注。 ”字节跳动公益相关负责
人表示。

据介绍， 为充分发挥平台
品牌和流量优势， 字节跳动一
方面会给予入驻机构和项目技
术支持，如视频拍摄、账户运营
等；另一方面，平台也会对儿童
公益项目进行长期关注， 定期
复盘项目开展情况和效果。 此
外，在合适的时机，平台还将组
织开展实地探访活动， 开发更
多优质课程和公益产品， 让更
多乡村孩子从中受益。 （皮磊）

如果你喜欢画画，那么
想不想办一场自己的画展？
如果是在北京 UCCA 尤伦
斯当代艺术中心这样的顶
尖机构办展，那会是一种什
么感觉？

这里曾展出过很多价值
不菲的世界名画， 对艺术家
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展
示窗口和平台， 同时也让普
通人有机会大饱眼福。 最近
几天， 这里再次吸引了众人
的目光。 不过这次展出的画
作并非出自大家名人， 而是
出自乡村地区孩子之手。

� � “生命的色彩” 青少年
公益艺术展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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