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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
还没长大就被“玩坏”了？

■实习生 赵天骄 方艺芬
本报记者 李凌

2015年， 在“互联网＋” 概念
的催化下， 在线教育的发展呈现出
狂飙之势。 越来越多的人在试水
“互联网+教育”， 越来越多的资本
涌入在线教育行业， 据艾媒咨询集
团数据显示， 2015年中国在线教
育市场规模将超过1600亿元。

然而， 在线教育也受到了很多
人的质疑。 前不久， 新东方集团董
事长俞敏洪指出， “互联网+” 时
代， 受害最大的将是教育。 而分豆
教育董事长于鹏在近期的一次会议
上指出， 现在很多在线教育企业只
是培训机构的“翻版”， 不与学校
教学深度融合， 在线教育只是在炒
作伪命题。

据中国教育报微信的一项调查
显示， 尽管在线教育、 “互联网+”
的概念在产业界如火如荼， 但是在
老师、 学生群体中， 真正利用在线
教育手段进行教学的尚在少数。 只
有19%的教师对在线教育很了解、
比较了解， 29%的教师“不太了
解”。

一边是如火如荼的狂飙之势，
一边是各种质疑的声音。 在国家大
力提倡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
在线教育发展态势到底怎么样？ 其
发展方向和前景何如？ 记者进行了
调查采访。

在线教育火热， 超
1600亿元市场待挖掘

纪实摄影师、 儿童户外教育专
家红杏最近为女儿佳佳报名参加了
少年商学院的“小小CEO” 网络
直播课程。 “女儿对经营很感兴
趣， 所以在看到报名信息后就为女
儿报上了名。”

网络课程的时间并不长， 每周
一节40分钟的课程， 选定一个主
题， 给孩子们讲解。 “第一节是物
品的稀缺性、 价值的不同； 第二节
课关注一个产品、 一个机构、 一个
工厂的制作、 经营流程以及分工分
布。” 红杏说， “每周课下还会留
给学生两项作业， 有时候是设计流
程图， 有时候是拍摄图片， 有时候
是一些社会实践。”

看着佳佳在菜市场和叔叔阿姨
讨价还价的身影， 红杏心里很满
足。

尽管佳佳只上了3节课， 但红
杏却对这种在线教育形式很满意。

“会比学校学得更多。”
在红杏看来， 传统课堂不能够

重复， 但在网络课程中， 你可以多
次回放， 爱看多少次就看多少次。
更重要的是可以节省时间， 不受交
通限制。

佳佳参加的网络直播学习正是
当前火热的在线教育形式之一。

“近几年， 在线教育发展很
热 。 ” 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评价 ，

“火就火在创业的公司非常多， 创
业的老师非常多， 中小机构非常
多， 非常牛的人参与创业非常多，
资本投入非常多。”

自2012年起， 由美国MOOC
（慕课）、 可汗学院传来的在线教育
融资风暴开始影响中国。 据互联网
研究院创始人兼首席研究员吕森林
的统计预估， 2013年有20多亿元
注入在线教育， 2014年则有更多
资金进入， 单笔规模均在数亿元以
上。

今年， 互联网教育行业发生了
非常多的重要事件： A股市场诞生
了市值最高的股票———全通教育；
360和学大教育合作成立教育公
司； 猿题库获得了6000万美元融
资。

特别是两会期间“互联网＋”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 在线教育更
被视为教育界的一匹“黑马”。

艾 媒 咨 询 集 团 数 据 显 示 ，
2015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将
超过1600亿元。 “十几年前在线
教育起步， 而现在已经进入了加速
发展。” 吕森林说。

认可度不高， 大多企
业尚未盈利

“在线领域的市场空间确实非
常大。” “跟谁学” 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合伙人说道， “就拿我们来
说， A轮就拿5000万美元， 估值是
2.5亿美元， B轮的话肯定会有更大

幅度提高。”
即便是如此大规模的投资， 在

线教育企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跟谁学也刚刚创业10个月。” 他
说。

但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 在线
教育未能帮助他们有所盈利。 “目
前有3000家企业做在线教育。” 吕
森林如是说， 但与在线教育的火热
报道形成对比的是， “3000家企
业大部分尚未盈利”。

“目前的发展障碍就是传统学
习方式和现在这种在线教育的不
同， 最大的障碍还是用户对互联网
教育的认知， 很多人不知道。” 在
吕森林看来， “二三线甚至是四五
线城市还没有运用网络学习的意
识， 不是不需要， 而是不知道。”
但事实上， 在线教育更大的价值是
在三四五线城市， 尤其是农村 ，

“各地方都有家庭条件不错的学生，
他们出得起价格， 但找不到对应的
人， 这个时候就可以请北上广比较
好的老师给三四线城市学生讲课。
各地教育水平是有鸿沟的， 在线教
育能填平这种鸿沟”。

中国教育报微信一项针对教师
的调查显示， 当问到“您的学生目
前利用在线教育进行学习的人多
吗” 时， 48%的教师选择“不太
多”， 38%的教师选择“几乎没有”

“不了解”， 只有12%的教师认为
“还可以” 或者“很多”。

记者采访了解到， 即使是在一
线城市， 也并非所有的学生、 家长
都能够意识到在线教育的存在。

“之前没有上过， 现在也不太
了解。” 初中、 高中一直到大学，
线下课程都是大四学生唐硕远的首
选。 初中、 高中阶段的唐硕远对线
上课程并不了解， “可以说没有听
说过， 可能是因为培训班宣传力度
不够吧。”

“与在线教育有所接触已经是
大学的事了。” 在课余， 唐硕远会
利用百词斩、 猿题库进行英语学
习， “但我还是不太了解网络课程
是怎么回事。”

即便是有所了解， 很多家长还
是不放心将孩子的学习放在线上进
行。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王先生
的儿子浩浩， 今年在首都师大附中
上初二， 眼下在家附近的一家教育
机构上英语班， 而在这之前， 他的
孩子曾经在学而思网校上过一段时
间的课程。” 最后由于对网校的老
师并不了解， 王先生还是选择让儿
子参加线下教育课程。 浩浩的同班
同学大多有着同样的选择， “他们
同学一般都是一起组班找老师上课
的方式， 小班授课， 因为这样选择
的老师更有针对性”。

“学习使用新技术对学生来说
不是问题， 但是家长是不是能够接
受这种方式？” 在吕森林看来， 这
就需要企业下功夫， 在市场上宣传
推广。 “现在是在线教育快速发展
的阶段，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这
是目前在线教育发展一大障碍。”

行业混乱， 在线教育
开始“被玩坏” 了

“在线教育开始‘被玩坏’
了。” 这是吕森林对于在线教育的
感受之一。

在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 越来
越多的企业开始进入在线教育的大
市场中， 抄袭之风开始涌现。

在线教育APP产品———猿题库
获得经纬中国领投、 IDG资本跟投
的700万美元B轮投资， 此前该公
司成立之时曾获得IDG资本千万元
的A轮投资。 2013年以来， 猿题
库、 学霸君等题库类APP和扫题类
APP不断出现， 在收获市场的同
时， 在融资方面也获得巨大的成
功， 在线教育的APP产品受到业界
的广泛关注。 这种情况下， “同类
项目便一哄而上， 学习宝、 阿凡
题、 快乐学、 爱考拉、 求解答、 闻
题鸟、 答疑君、 问他、 百度作业帮
等， 题库和答疑APP这个细分领域
挤得太满”， 吕森林说道， “这不
就是‘被玩坏’ 的节奏吗？ 怎么就
越来越像打车软件大战了呢？ 还有
在线编程、 K12在线辅导……雷同
项目太多。”

2013年， 中小学答疑APP题
库， 一下子出现了学霸君、 快乐
学、 求解答等十几款同类产品 ，

“然而， 答疑市场真的那么大， 能
容纳这么多产品吗？ 未来一两年内
此类应用必然会经过一个大浪淘

沙、 由盛而衰的过程。” 吕森林说。
“版权问题一直困扰在线教育。

网上在卖的课程， 如果盗版大量存
在的话， 对企业也是不利的。 希望
通过国家立法能够规范一下， 加强
对盗版进行打击。” 吕森林说。

另外， 互联网教育的特色， 应
该是鼓励用户大量传播， 互联网思
维是做用户规模， “不是说十人
听， 这十人就都要交费。 可能一小
部分人是交费的， 大部分是免费
的， 这种免费思维还是比较重要
的， 因为现在投资比较看重是否能
把用户量做起来， 有了用户量之后
可以找更多投资。 现在很多在线教
育项目有上千万用户， 但是尚未盈
利， 就有可能已经投资几个亿了。
投资商不断投资， 看重的是长期发
展”。

在同质化竞争的市场下， 在线
教育领域的口水战开始升级。 “其
实， 在线教育市场普及率才5%，
还远远没有饱和到你死我活的程
度， 在线教育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不
是同行。” 在吕森林看来， 这是在
线教育被玩坏的第二个表象。

在高同质化竞争的态势下，
“未来一段时间， 大约30%资源不

够的企业会被淘汰。” 一位业内人士
表示， “有些公司做了半天， 用户数
量没有上来， 客户体验不好， 资本花
光， 不愿再投资， 退出就是必然趋
势。 而走到最后的肯定是很大的团
队。”

尚未深入教学， 在线
教育是在炒作伪命题

“很多机构都在做在线教育， 包
括一些传统的教育培训机构， 但是在
我看来， 在线教育只是被炒作的伪命
题。” 最近， 在第七届全国培训行业
招生人峰会上， 于鹏提出在线教育是
个伪命题， 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于鹏表示， 很多在线教育企业，
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手段的培训机构而
已， 他们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借着

“互联网+”、 在线教育的概念， 将用
户规模做到足够大， 一轮一轮融资，
然后再到美国上市。 这不仅脱离了教
育慢的本质， 而且跟国家推动教育信
息化与学校教学深度融合的大趋势相
背离。 信息技术， 一定要跟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 以学生为中心， 方可改变
整个教育生态。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
的认可。 吕森林指出： “在线教育目
前还只能以一种手段存在， 比如说拍
照搜题， 如果做作业的时候， 遇到一
道题不会， 拍照一搜， 就搜到这道题
的解答， 这样的项目只是基于学生的
刚需设计的， 但是我们觉得， 如果在
线教育仅仅是应试教育的帮凶， 那它
将没有发展的前景， 应该发挥更大的
价值， 让它来推进素质教育， 改变传
统的教与学， 真正实现个性化培养。”

“现在有些公司做素质教育、 个性
化学习， 还是做得不错的， 但这些还
是非主流。” 吕森林说道。

对此， 于鹏深有感触， 他将自己
比喻成孤独的行者。 5年前， 当他提出
云智能的概念时， 提出要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搜集整理学生学习的行为和结
果数据， 形成学生个人的数据中心，
并借助智能诊断、 推送系统， 帮助学
生和教师精确定位学习问题所在， 进
行有针对性的辅助学习， 当时很多人
都表示看不懂， 也有不少人嘲笑这是
痴人说梦。 “但我感觉， 这就是我的
梦想， 一个利用云智能技术， 改变传
统学校教学， 真正实施因材施教的梦
想。” 于鹏说。

同样的感觉， 聊城三中副校长张
胜聚也有： “现在面对学生综合素质
发展的在线教育形式太少了。 其实，
体育、 音乐、 美术等素质教育科目更
需要在线教育形式， 但市场上注重综
合素质的产品并不多， 只能依靠学校
教学完成。”

俞敏洪表示， “互联网+” 的出
现， 受害最大的也是教育， 因为把教
育本质部分给抹杀掉了。 而真正的教
育是改变人， 从思想上、 境界上、 深
度上改变， 并且由这批人重新引领世
界的发展。

吕森林认同俞敏洪的观点： “目
前所做的互联网教育， 其实本质上都
不是教育， 而是教学， 99%的公司都
是在教学。 现在这些都是在教学层面，
而不是教育层面上。”

与教学深度融合， 或成
在线教育发展方向

尽管目前大多数在线教育企业尚
未实现盈利， 但在吕森林看来， 这是
由于在线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造成的，

“在线教育产出应该在未来3到5年， 两
三年就会有盈利公司。”

吕森林认为， 在线教育未来的突
破口就在于解决教与学的刚性需求，
真正让信息技术与课堂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 与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深度融合，
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林峥
表示， 不管是在线教育， 还是教育信
息化， 其根本还是要利用信息技术改
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让老师教学更加
方便、 高效， 而且使用起来简单， 让
学生学习效率更高、 成效更加显著，
让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更加智能化、
人性化。 “服务教师、 学生和学校的
刚需、 痛点， 这才是在线教育的真正
突破口。”

在于鹏看来， 未来教育信息化的
发展， 必将以学生为核心， 走向云智
能。 通过在云端将学生所有的数据记
录下来， 包括学生全时间链的行为和
教学内容的记录。 这些数据来自于每
个学生， 最能够反映学生学习状况，
最能够证明学生的问题所在。 对这些
数据进行大数据挖掘、 解读和应用，
一定会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实现有针对性、 个性化的自主学习。

吕森林说， 现在的在线教育机构
都布局在课外培训、 资源平台建设等
教育教学外围领域， 并未深入到教育
教学的内涵与核心。 真正要对教师、
学生产生实际影响的“互联网+教育”，
应当与学校教育结合， 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在一起。

这一观点， 在日前举行的“2015
年全国推进学校教学信息化校长论坛”
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黑龙江省七台
河市第九中学校长白继贞表示， 作为
一所教师平均年龄超过45岁的基层学
校， 教育信息化唤醒了教师主动教学、
高效教学的智慧和主动性。这主要得益
于学校与企业、高校合作的模式，通过
引入企业的免费服务，学校能够借助企
业的信息技术优势， 打造更加高效、方
便的资源平台，创新教学模式，让老师
的教学应用更加方便、高效。

于鹏也表示， 真正的教育信息
化， 应当要走政府引导， 企业与学校
深度合作、 共同研发运营的模式， 这
样才能真正发现教师、 学生的刚性需
求， 才能更好地将信息技术与教学深
度融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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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师，我们弄错了的那些事
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Zhongguojiaoyubao

亲，您了解老师吗？ 也许，您惯常的看法都是
错误的哦！ 快来看看小编给您搜罗整理的很多人
对教师职业的理解误区吧！

不知怎的，大家好像都觉得教师这个职业轻轻
松松就能搞定；有些人认为老师的上班时间就是早
上8点到下午3点，何等悠闲；老师可以拥有超长的
寒暑假，真是令人“羡慕嫉妒恨”；在一些人眼里，老
师就是一个干活少赚钱多的职业；如果教的是小朋
友，有人就会觉得老师就是个高级保姆，没有技术
含量；孩子成绩差、没教养，全都怪老师……

真可谓是“教学虐我千百遍， 我待教学如初
恋”。 就像一位老师说的：“我和他们待在一起时，
他们的成长和进步是我努力的全部证明。”看到如
此辛苦又如此敬业的老师们， 我们是不是该一起
好好呵护这群可爱的人呢？

暖心！一封致初中毕业生的信
微信公众号：郑州教育
微信号：zhengzhoujiaoyu

5月，河南省教育厅通过微信给全省初中毕业
生发了一封信。 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在这阳光明媚、放飞理想的烂漫时节，作为全
省教育系统主管部门的河南省教育厅谨向你致以
亲切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

中考在即，即将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你，第一
次站在了人生重要选择的十字路口： 是上普通高
中?还是上中职学校？ 还是其他选择?其实这个问
题不用纠结，只要你不放弃学习和深造，都有光明
的前程。

青春宝贵，期盼你带着美好的理想，做出你最
明智的选择！ 亲爱的同学，不论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们都真诚地祝福你， 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努力
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

等待or守候：爱情是大学必修课吗
微信公众号：浙江工业大学
微信号：officialzjut

爱情二字，甜蜜而神圣。 校园的角角落落，随
处可见相依而行的情侣。那么校园爱情，究竟可不
可取呢？让我们观望别人的爱情，体会其中的玄妙
吧。

校园爱情，平凡或者热烈。 她说，毅行路上你
细致的照顾，让我觉得自己被捧在手心上。他说，圣
诞节你为我亲手做的三明治， 那是我一生都不会
忘记的味道。 爱就是实实在在，你就是我的全部。

校园爱情是纯粹的幸福。天冷了，他帮她添件
衣服，他对她嘘寒问暖，在平凡的小细节里收获专
属于两个人的开心与快乐。

选择单身，憧憬或者冷静。单身的我憧憬一场
在校园的邂逅。无数次思绪浮想联翩，幻想着与对
的人在图书馆拿起同一本书， 又或者她出现在我
的镜头里。

专家的话，真正的爱情促人成长。在大学中的
爱情，要处理好学业与爱情的关系。真正的爱情可
以促进人的成长，给人在学习上更多的动力，让自
己变得更加完善。对于失恋也要正确对待，因为它
给了人再恋爱的机会。

大学生活，你总要经历那些无奈
微信公众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微信号：q384195121

大一时，坐在饭堂吃饭，再没有人给你递上碗
筷；去上课发现别人三三两两，却没有人帮自己占
座；下午下课独自走在路上，望着夕阳渐渐沉入树
影；上完晚自习，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路灯映出自
己长长的影子。

大二时，不开心的时候不知道告诉谁，默默地发
一条莫名奇妙的朋友圈；夜深人静，宿舍里再也没有
卧谈会，不是在跟男女朋友讲电话就是各自玩电脑；
为了一件事努力奋斗了好久，最后被全盘否定。

大三时，不用上英语课了；不用上体育课了；
看到别人都有了大致的努力方向， 而自己却不知
道到底该考研还是工作； 很严肃地思考未来的问
题，却毫无头绪；要毕业了……

大四时， 我找到工作了吗？ 投了那么多份简
历，没有任何回响；身上开始肩负着买房、买车、结
婚和养老等种种大山；我毕业了？ 我真的毕业了？
时间为什么这么快……

九种学习模式，你开启了哪种?
微信公众号：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微信号：nnzywx

学霸模式：温故可知新也。
开挂模式：上课在玩，下课在玩，却什么都会。
不开心模式：学都开了，考试还会远吗？
迷糊模式：迟到啦，可却连教室都没有找到。
学渣模式：直接被课本“duang”飞。
睡神模式：从上学一直睡到放学。
麻木模式：整本书倒背如流，但就是不知道说

什么。
全能模式：课后还要学习琴棋书画。
放空模式：发呆，脑袋一片空白。

制图 马虹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