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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日前，一篇题为《这块屏
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在
朋友圈刷屏。文章讲述了以
云南禄劝第一中学为代表的
248所贫困地区高中通过视
频直播教学，和重点高中成
都七中同步上课，适当共享
教育资源，提升了贫困地区
升学率的同时，也相应降低
了本地生源的流失。通过3
年直播教学，偏远地区的学
生大幅提高了学习成绩，很
多人考上本科，还有人考上
名校，实现了人生逆袭。

文章一出，即被疯狂转
发，许多人为之喝彩、点赞，
也有人提出文章背后的诸多
疑点，以及对这一模式更为
深远的担忧。或许，单靠一
块屏幕并不能改变命运，但
却足以在孩子们的心底种下
希望和梦想的种子。“互＋计
划”、支教中国2.0、聚梦课堂
等众多社会力量正通过屏幕
尝试互联网支教，致力于推
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让爱与教育实现零距离。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伏彩瑞：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做一件事

情，即用互联网让教育更简单、更公平、更快

乐。大规模复杂交互、低成本普惠、重视体验

和人以群分是“互+计划”乃至沪江的四大核

心特征。利用这四个优势，互+计划通过教

育平台CCtalk将优秀的老师从线下带到线

上，把课程用网线和屏幕从城市送入乡村。

吴虹：现在通用的网络课程模式叫做双

师课堂，主要是线上的网师讲课，当地的老

师配合完成教学。但对于乡村教育而言，仅

仅是“双师课堂”还不够，我们推出了N师课

堂，发掘人的力量，来完成互联网支教，帮助

课堂实现迭代升级。

朱隽靓：我们更加关注学生本身，通过

小班化、互动式教学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

成绩并不是最重要的考量。但如果培养了

他们的学习兴趣，成绩也会有大幅度的提

升，这一点在实践中已有所体现。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硬件设备的普
及，“互联网+教育”正成为偏远地区解决
课程匮乏问题的重要手段，并逐渐衍生出
录播教室、直播课堂及相对更成熟的双师
课堂等模式。沪江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伏彩瑞于2015年发起“互+计划”，这一“互
联网+教育”公益项目主要通过网络和屏
幕将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全国的偏远乡村
学校。截至2018年5月31日，“互+计划”
已覆盖全国5000余所学校，向15万名教
师提供系统性帮助，惠及学生逾百万。

“互+计划”成立3周年之际，“这块屏
幕”再度升级。沪江“万师互教·众师成
长”2019互+计划网络公益课程发布会于
日前举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黎加厚，沪
江创始人兼CEO、互+计划发起人伏彩瑞，
江西赣州市宁都县教育局局长温英俊等
教育界人士出席会议并发布全新课程模
型——N师课堂，完善网络课堂模式、助力
偏远地区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

据了解，N师课堂有别于传统双师课
堂的线上老师讲解、当地老师配合的模式，
它是由一位教师面向N所学校授课，由网
师、助学（当地乡村教师）、助教共同配合的
大规模网络社群化课程组织，形成学习及
反馈的闭环模式。同时，N师课堂还推出
了全新课程体系——N师学院，即对优秀
的乡村教师、线下区域名师进行培训，帮助
其成为一流的网络名师，并融入N师课堂
成为新的网络课程提供者。通过这一课程
体系打破空间束缚，把教师的能力通过互
联网辐射到更广的区域，实现区域教育资
源自我造血，提升当地教育水平。

“N是多、N是新、N是感恩、N是无限可
能性，当我们把青年教师、骨干教师、名
师、援疆老师、优秀老师都集合在一起的
时候，我们的N师课堂便能实现助力乡村
教师成长、完善教育公益生态、推进教育

精准扶贫、搭建区域名师课堂、推动乡村
振兴等愿景。”据沪江首席教育官吴虹介
绍，该模式已经在江西宁都、新疆喀什、甘
肃定西等县市落地，以及越来越多的教
师、区域参与其中。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N师课堂得到
了黎加厚教授的认可，他表示，“互+计划”
的N师课堂补足了乡村教育最缺乏的资
源，将当地老师培养为好老师、名师才是
最根本的教育扶贫方法。

作为“互联网+教育”支持偏远山村的
案例之一，来自江西赣州市宁都县的教育
局局长温英俊详细叙述了宁都开展网络课
程的过程。“宁都地处偏远，师资力量相对
匮乏，存在老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
问题。”温局长表示，为了引入更优质的教
育资源，宁都县整体引入互+计划美丽乡
村网络公益课程，当地5475位教师也参加
了教师培训网络课程青椒计划，提升教学
能力。据了解，目前，每周有近6000名学
生从中受益。“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不单学
习成绩有所提升，学生们在免费网络课程
的推动下，从原来的拘谨、内向，变得活泼、
自信，眼神里充满了光亮和希望，脸上洋溢
着灿烂的笑容。”温英俊感慨地说。

屏幕可以改变命运，最终是因为人。
在伏彩瑞看来，真正的教育一定是社群教
育，如果认为只要有了一块屏幕就能解决教
育资源的问题，那就把复杂问题太简单化
了。“我们主张以‘集合影响力’的方式，将社
会力量，包括企业、公益组织、高校、爱心人士
的能量汇聚在一起，共同提升教师素养。”

值得一提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凯迪
拉克、唯品会唯爱助学项目等都与“互+计
划”达成了合作，共同向乡村倾斜教育内
容及设备资源，保证网络课程顺利落地之
余，还对优秀助学、助教、网师、学生提供
相应激励。

一块屏幕如何改变命运？

集聚“人的力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引发刷屏一片，喝彩、点赞之余，也存在不少争议和质
疑，同时引发了人们对于“一块屏幕”的思考。如何通过“一块屏幕”改变命运？怎样汇聚人
的力量？互联网支教还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本期大家谈，邀请互+计划发起人、沪江首
席教育官、支教项目负责人三方嘉宾共同探讨。

●伏彩瑞 互+计划发起人 ●吴虹 沪江首席教育官
●朱隽靓 支教中国2.0远程教室项目负责人“互+计划”探寻网络课堂新模式

助力乡村教育
“老师，我祝您永远快乐，和家人一起

度过美好的生活。”画满了爱心的纸张上，
支教学生稚嫩而温暖的字句让朱隽靓感
动不已。作为支教中国2.0远程教室项目
负责人，当年，她从创始人顾思毅手中接
棒，负责项目运营、志愿者招募及远程教
室搭建等工作，同时，带领团队一步步探
索，为偏远地区的小学生带去英语、美术、
计算机、心理、音乐、绘本等丰富的知识和
可持续的陪伴教育。

“支教中国2.0成立于2014年，我们
通过与当地教育部门合作，搭建远程教育
示范点，借助互联网及当地助教老师的协
助与配合，完成课堂教学、布置作业、课后
辅导等。”据朱隽靓介绍，支教队伍除了项
目本身的核心团队之外，还有来自世界各
地的志愿者、爱心人士等，包括全职妈妈、
外企高管、公务员、企业员工等不同人
群。但做支教老师仅有爱心是不够的，由
于是教育类公益项目，本着对学生负责的
原则，对志愿者本身的要求较高，只有通
过培训测试与考核的志愿者才能参加远
程支教。

一般来说，远程支教很难像传统支
教那样，师生可以面对面交流与互动。
长期实践中，朱隽靓与团队根据小学生
的年龄特点和互联网教学的特征，逐渐
摸索出小班化教学的模式。“支教中国
2.0最大的创新和特色就是互动性，教学
质量和效果是我们非常重视的。”朱隽靓
坦言，由于小学生注意力集中时间有限，
上课人数过多不利于课堂秩序的维持和
师生互动，所以每个支教班级人数通常
维持在10-20名。

2018 年，除了新搭建远程教室外，
支教中国2.0团队成员还将更多精力放
在了内容建设上，与其他机构共同开发
出一系列适合村小学生的艺术类课程，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培训流程方
面，也进行了改进和调整，如根据不同
科目、不同年级，成立培训小组，优化
培训流程，整理教学资料，为志愿者提
供参考和借鉴，并完善激励机制，充分
调动志愿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
性。

“其实，只要这个项目正常运行，学
生们受益，支教老师能够得到精神上的
富足，对我们来说，就是很欣慰的事情。”
在朱隽靓看来，“互联网+支教”模式的出
现，为支教添砖加瓦的同时，让教育呈现
出便捷、持久、广泛的特点，但远程教育
不能完全脱离线下，尤其陪伴教育更需
要线上线下相结合。她表示，2018年，除
了互联网支教之外，老师们还挤出更多
的时间去当地看望孩子们，并与他们互
动，陪伴他们共同成长的同时，也收获了
满满的感动和祝福的话语。“孩子们的喜
爱、家长和校方的认可，便是对我们最大
的鼓励，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一直以
来，所坚持的陪伴式教学是值得的，还将
继续坚守下去。”

2019年已至，朱隽靓与团队依旧是
奔波与忙碌的状态，经常出差，前往偏远
地区，考察联系并搭建新的远程教室。同
时，继续潜心研发课程，注重内容升级，尝
试试点性推广。

从最初参与养老院活动，到现在负
责支教中国 2.0 的运营，朱隽靓在公益
路上已经坚持了十年的时间。她说，公
益能够带给自己很多快乐，生活在充满
正能量的环境里，人也会变得富有正能
量。除了热情和情怀之外，更希望用专
业、认真、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公益就
是身边的点点滴滴，每天扎扎实实力所
能及，去感染别人，用一颗平常心做事，
才能长久。”

“支教中国2.0”关注村小学生
让爱与教育零距离

2019年的第一个周末，虽然是休息
日，但志愿者张恒一大早就出发前往工作
所在地上海中心大厦。这一天，他要给河
北石家庄鹿泉区李村镇中学的孩子们上
一堂远程支教课——《互联网的前世今
生》。此外，他的三位同事分别在北京、杭
州和西班牙马德里，作为志愿者为孩子们
开展互联网支教。

据了解，这四位支教的志愿者，都是
阿里巴巴的员工。他们利用业余时间，针
对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美育领域，制作
有趣味性、互动性的课件，通过远程公益
课堂，和李村镇中学的学生们分享，带给
他们更丰富多元的课外生活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青年报联合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聚划算共同发起的“聚梦
课堂”美育支教项目的又一次公益实践。
该项目自2018年5月启动以来，共为河北、
贵州、湖北等7个地域的30多所乡村学校
送去了数百次兴趣课。同时，在湖南、西藏
的乡村学校捐赠了6所远程公益支教教室，
并组织美育志愿者开展远程公益支教。
2018年下半年，“聚梦课堂”项目通过聚梦
夏令营等方式，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爱与梦
想的种子。2019年伊始，项目升级为深度
支教2.0版，搭建点对点“互联网+公益”支
教平台，让更多的优质志愿者参与进来，为
学生提供更丰富、多频次的美育支教。

上午10点，志愿者张恒的互联网知
识课正式开始。曾有过大学老师经历的
他，对自己能够用这种方式“重返课堂”有
些激动。远程连线开始后，张恒扭转电脑
镜头对着身后的窗外，让孩子们通过屏幕
仿佛欣赏摩天大楼和繁华浦东的城市街
景，屏幕那端的李村镇中学孩子们兴奋不
已，眼神中充满了惊喜。

课堂上，他结合“嫦娥四号”登上月球
背面的新闻，通过手势模仿、深入浅出的

讲解等形式，和学生们一起探讨最前沿的
互联网技术。“老师，将来我也想去上海上
大学。”“老师，请问wifi是怎么产生的？”
课堂气氛越来越活跃，大家沉浸在互联网
的世界里。

看着孩子们好奇发问的样子，张恒脸
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他而言，一切准
备都是值得的。他坦言，虽然不能和孩子
们真实地面对面，但是通过镜头，仿佛看
到了孩子们眼睛里的星空。“一堂课虽然
很短，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方式可以给孩
子们留下深刻的记忆，打开他们看向世界
的窗口，点亮心中的梦想。”

当天上午，除了互联网知识课，河北
石家庄李村镇中学的孩子们还分别通过
屏幕体验了《挑战吧！太空》《新年花艺
DIY》《西班牙旅行趣闻》等多元化课程。

“不知道志愿者老师下次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课程呢？好希望下一次课能早点
来！”满足之余，一位学生表达了她的期
待和希望。

李村镇中学校长张伟霞表达了对于
主办方的感谢，她坦言，作为乡村少年宫
的实践基地，学校一直探索如何开拓学
生们的课外兴趣，丰富其业余生活，阿里
巴巴志愿者所带来的远程公益支教课
堂，形式新颖活泼，且方便高效，深受学
生欢迎。

这块互联网+公益屏幕，能改变什
么？在聚梦课堂项目的负责人侯聪看
来，乡村学校的孩子们，需要看到外面世
界的窗户，而阿里巴巴在全球有数万名
员工，员工素质较高、公益意识浓厚、兴
趣派活动丰富，具有高质量的志愿者资
源和强互联网基因。“我们希望通过互联
网+远程公益支教，真正给孩子们的课外
生活带来一些改变，鼓励他们发现兴趣，
拓展眼界。”

“聚梦课堂”项目升级
打造点对点“互联网+美育”支教平台

伏彩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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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群人在一起，大家就不会孤单、不会

疲倦，能够一直前行。我们和合作伙伴们会

继续把互联网教育公益做下去，现在已经支

持了 5000 所学校，未来这个数字将会持续

地、快速地放大，最终借船出海、扬帆远航。

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吴虹：长远来说，我觉得互联网支教不

仅仅适合乡村，应该通过N师课堂、N师学

院等共享模式帮助教育地方政府更大规模

地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把人的能量最

大化。

朱隽靓：为了帮助和覆盖更多偏远地区

的学生，互联网支教会呈现规模化的发展趋

势，但规模化和小班化都各有长处，也都有

弊端。我们将继续从自身力量出发，坚持

“小而美”，关注每一个学生，陪伴其成长。

伏彩瑞：“互联网+”已经解决了很多传

统领域的问题，但在教育生态中，“互联网+”

不仅需要把互联网引入学校，还要通过大规

模、普惠的平台及工具，将教师们从学校带到

互联网上，让他们的力量得以汇聚。

吴虹：互联网支教的起点是理念，焦点

是技术。如今，理念、技术都在日益更新和

成熟，难点在于可持续，做好运营和机制激

励，是实现可持续的关键所在。

朱隽靓：目前的互联网支教，还存在硬件

和收音等网络不稳定的情况，尤其乡村小学

有时还会断电，这些问题亟需要克服和解决。

另外，一味提倡线上代替线下，也是不

可取的，只有线上线下相结合才是王道。因

为人是无法取代的，如果一味强调技术而忽

略人的陪伴，效果很难持续。

互联网让教育更简单、更公平、更快乐
Q1：近年来，互联网支教实现了哪些突破？

可持续的支教，才能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
Q2：互联网支教还存在怎样的问题、困难和瓶颈？

群策群力，以“人的力量”助推互联网支教规模化
Q3：从长远来说，互联网支教将呈现怎样的趋势和特征？

沪江“万师互教·众师成长”2019互+计划网络公益课程发布会于日前举行。

河北石家庄李村镇中学的孩子们还分别通过屏幕体验了《挑战吧！太空》《新年花艺DIY》等多元化课程。

老师通过网络直播给乡村的孩子看陆家嘴全景。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