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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弘扬长征精神 精准教育扶贫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暨重走长征路中国教育出版网等教育捐赠公益活动记

据“弘扬长征精神 精准教育扶贫”捐赠公益活动组
委会介绍，中国教育出版网在贵阳、祥云、会理、会宁、
吴起、延安六个区县捐建中国教育信息化云平台，捐赠价
每套系统 3050 万元，总计 18300 万元。由爱心单位、商
会、企业、企业家、演艺界明星或爱心人士向长征沿途的
瑞金、井冈山、金沙、贵阳、祥云、会理、西昌、泸定、固
原、吴起镇、延安等地的中小学校对口捐赠“中教通中小
学数字图书馆”，捐赠价每套 6 万元；向长征沿途地区的
中小学辅导员、优秀班主任、教师和学生捐赠“星品汇掌
上学堂”。捐赠价每台 3980 元。本次捐赠总价值近 2 亿元。

本次活动沿途捐赠产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教育信息化云平台：是按照 《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和 《教育信息化
十年发展规划》 的要求，针对国家教育部门提出的“宽带
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
通”，教育资源和教育管理的“三通两平台”功能融合，
结合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研发，目的在于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让农村、边远、贫困、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
教育信息化建设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共享优质资源，缩
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
量，创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促进教师群体的信息化
应用。

二、中教通中小学数字图书馆：是全国首款专门针对
中小学的多媒体数字图书馆，由书香馆、课例馆和视频馆
三个馆构成，书香馆，以教育类电子图书为主，拥有 27
万册教育类电子图书；课例馆，以备课资源为主，拥有全
学科全版本精品备课资源 165 万份；视频馆，以优质课、
公开课为主，拥有来自全国的优质同步视频课程 10000
节。

三、星品汇掌上学堂：是历经十多年精心打造的
Pad6.0 版。该版本依全国百所教研室智力研发作支撑，用
千所名校特色教学成果应用为课程服务基础、万位名师为
依托提供在线答疑，把名校名师同步课程与教材完全配
套，覆盖国内目前所有主流中小学教材版本，利用强大网
络数据资源库，确保课程即时更新。全面提供视频、动
漫、课内、课外多种类、多模式学习，是中小学生学习的
必备工具，家长辅导孩子的好帮手。使用它可随时随地学
习，有效利用时间；课内课外互补，提升综合素质；私人
预约定制，名师对面交流，建立自己的名师护学团，被学
生誉为“孜孜不倦的好老师”；教师称为“形影不离的良
师益友”；外宾赞为“学习中文的直通车”。

中国教育出版网总裁高明星表示，两个月来，组委会
一行重走长征路，深入老少边穷地区，既是捐赠公益活
动，也是基础教育调研，摸清了沿途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和教育信息化实际需求，掌握了精准教育扶贫和产业扶贫
的金钥匙。他说，这次对长征沿线区县的教育捐赠活动，
只是一个开端，以后中国教育出版网将加大精准教育扶贫
力度，为中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曙 光）

国家领导人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弘扬伟大
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
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
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
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
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
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
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
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弘扬长征精神，贯
彻落实国家领导人“治贫先治愚 扶贫先扶智”和“坚持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重要指示精神，从 8 月 18 日
至 10 月 17 日(中国扶贫日)，由中国教育出版网、中国
拥军优属基金会、北京出版发行协会、E 动时尚多媒
体杂志社、长征沿途各省市驻京办及驻京商会等单位
联合组织了“弘扬长征精神 精准教育扶贫——纪念
红 军 长 征 胜 利 80 周 年 暨 重 走 长 征 路 教 育 捐 赠 公 益 活
动”。

本次活动以中央红军当年的长征路线为基准(个别地
区穿插进行)，活动历时两个月。从北京到江西瑞金，跨
越河北、河南、湖北、江西、广西、湖南、贵州、云南、
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省，沿途在瑞金、井冈
山、蓝山、兴安、通道、黎平、金沙、贵阳、黔西南、宣
威、祥云、武定、元谋、会理、西昌、泸定、天全、安顺
场、都江堰、茂县、松潘、若尔盖、会宁、固原、吴起和
延安 26 个区县进行捐赠、宣传、调研活动。同时，星品
汇电子商务全程与当地政府部门对接电子商务平台及当地
分支机构的建设。

组委会一行发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慨，传
播红色文化和公益慈善精神，全面推动老少边穷地区的教
育扶贫力度，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步伐，让“互联
网+”在精准扶贫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升当地教育教学水
平，为孩子们提供优质教育。

据中国教育出版网副总编李敬瑞介绍，中国教育出版
网是由国家教育部门信息中心、团组织少工委、中国检察
出版社、中原出版集团共建，中国教育信息化云平台由中
国教育出版网历经十二年倾力打造。中国教育出版网自创
建以来，以优质教育资源开发聚合为基础，以高效利用、
促进教育均衡为指导思想；以融合三通两平台为基本思
路；以促进教育管理科学化、智能化，实现高效管理为动
力；以资源碎片化、软件适配化为具体措施，形成了富有
中国特色的智慧教育云平台。

2015 年 11 月、12 月 《人民日报》 等新闻媒体隆重
推介了中国教育信息化云平台：中国教育信息化云平台
以“三通两平台”建设为核心，构建市、县(区)、校三
级教学资源和教学管理的公共服务体系，以此带动教
学、教研、应用深度融合，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以
期实现教育管理者、中小学教师、学生、家长及其他
社会公众，能方便、快捷获得教和学所需的教育资源
和应用服务，从而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促
进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均衡化发展。

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新中国摇篮、长
征出发地，是全国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该市有各级各类学校 197 所(不含教学点)，幼儿园
315 所(含公办幼儿园 10 所)。在校中小学生 111367
人，在园幼儿 27115 人。

瑞金市教育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该市学
校有计算机 3653 台，多媒体 1047 套；辖区中小学基
本实现互联网接入，147 所 学 校 网 络 接 入 带 宽≥
10M，30 所学校实现了“班班通”多媒体教学。据
瑞金市教育部门领导介绍，目前，全市尚差学生机
3910 台，差教师电脑 4510 台，仅有 14 所学校达到装
备要求，尚缺 1782 套“班班通”多媒体教学设备。

为帮助瑞金市完善教育信息化，8 月 21 日，“弘
扬长征精神 精准教育扶贫”公益活动组委会向该
市中小学捐赠了星品汇掌上学堂、学生书包和图书
等学习用具及信息化装备。

瑞金市政府部门领导在捐赠仪式上表示，此次
捐赠活动必将有力推动瑞金市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
工作迈上新台阶，促进全市教育事业加快发展，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积极贡献。

9 月 7 日，“弘扬长征精神 精准教育扶贫”捐
赠仪式在贵州省贵阳市隆重举行，活动组委会向贵
阳市教育部门捐赠了中国教育信息化云平台和星品
汇掌上学堂。

贵州省、贵阳市相关领导、中国教育学会副秘
书长、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星品汇爱心团代表、
新闻媒体等出席了捐赠仪式，贵阳市领导主持了捐
赠仪式。

捐赠仪式结束后，贵阳市领导会见了“弘扬长
征精神 精准教育扶贫”公益活动组委会一行。贵
阳市领导说，长征沿途地区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中
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些地区的孩
子们还很贫困，让他们享受到优质教育是我们的责
任。他充分肯定了这次活动“精准教育扶贫”的理
念和行动，希望在后续的工作中继续支持贵阳市教
育的发展。

9 月 23 日，活动组委会一行来到四川省会理县。
会理县因“川原并会、政平颂理”而得名，素

有“川滇锁钥”的美誉。1935 年 5 月 3 日晚至 9 日，
中央红军主力在川滇交界的皎平渡口，成功巧渡金
沙江，从而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同时，也
为中央红军主力赢得了在会理进行休整的时机。

当日，“弘扬长征精神 精准教育扶贫”捐赠仪
式在会理县实验中学隆重举行。会理县领导代表县
相关部门和全县人民接受了“中国教育信息化云平
台”的捐赠。会理县相关领导和县政府部门、县发
改经信部门、县教育部门、县民政部门、县文广体
育旅游部门、县投促商务部门领导以及城区各中小
学负责人和会理实验中学 4000 多名师生共同参加了
教育捐赠活动。

捐赠仪式由会理县相关领导主持。会理县领导
致欢迎辞，他代表会理县对活动组委会不远万里，
重走长征路，来到会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不
仅仅带来教育信息化一揽子解决方案和优质教育资
源，更是弘扬长征精神的生动实践，表示热烈的欢
迎和衷心的感谢！会理县政府部门坚定不移地把教
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深化教育改革，
切实加强软硬件建设，深入推进素质教育。他希望
全县教育系统珍惜千载难逢的机遇，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充分运用好云平台先进技术手段，推动

“大数据+教育”融合发展，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

会理县教育部门领导代表县教育部门和七万多
师生对活动组委会表达了衷心的感谢，他表示有了
中国教育信息化云平台，会理的教育将如虎添翼，
插上腾飞的翅膀，全县七万多师生将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在会理“红黄黑绿”原有四
色的基础上，活动组委会为我们增加了一个“蓝”
色，变成“五彩会理”，同在一片蓝天下，让每一个

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共圆我们的教育梦，共圆我
们的中国梦。

会理县相关领导在讲话中指出，大爱无疆，人
间有情，希望县教育部门发动全县各级各类学校，
把中国教育信息化云平台建设好、管理好、使用
好，真正发挥它的强大作用，借助现代教育信息化
手段，提高教育教学管理水平，提高教育质量，办
好让人民更加满意的教育；希望同学们刻苦学习，
借助教育信息化手段，让我们走的更远，飞得更
高，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早日实现我们的梦想。

10 月 10 日，在长征途中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936 年 10 月 10 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
在会宁县会师，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当
天也是活动组委会到达会宁与星品汇 365 爱心团西北
代表、星品汇 365 爱心团西南代表在此会师，共同展
现星品汇 365 爱心团“千秋一会尽开颜，万代传承星
品汇”的风采。

上午 10 点，会师楼广场氛围显得格外恢弘大气
和热烈：主席台后面会师门楼上插满了五星红旗，
主席台正中巨大红色背景墙上书写着“纪念红军长
征胜利 80 周年 弘扬长征精神 会宁精准教育扶贫
捐赠仪式”三十个大字，会场四周布置有巨大的红
色气球，气球上悬挂着巨幅标语。台下坐满了 2000
多名来自各地星品汇 365 爱心团代表和师生代表，在
金秋十月阳光的沐浴下，个个精神抖擞。

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弘扬长征精神 精准教育
扶贫”公益活动组委会主任、中国拥军优属基金会
副秘书长兼关爱工程工作委员会主任司宏魁，中国
拥军优属基金会关爱工程工作委员会王成法部长，
中国教育出版网副总编李敬瑞，星品汇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董事长郑德坤、总经理温白羽、顾问狄振
江、副总经理张丽娟和星品汇 365 爱心团西北运营中
心李俊杰、王尚坤、卜宪鹏、毛强英、王军、吴加
权、王景峰、唐金柱、张瑞玲、肖国勤和星品汇 365
爱心团西南运营中心代表黄平等；在主席台就座的
地方领导有：白银市政府部门领导、教育部门领
导、民政部门领导，还有会宁县领导、宣传部门领
导、教育部门领导、民政部门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
人。

会宁县宣传部门领导主持捐赠仪式，县领导致
欢迎词。组委会根据与会宁当地对接的实际情况，
研究决定向会宁捐赠价值 3050 万元的“中国教育信
息化云平台”和“中小学生爱心书包”；星品汇西部
九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捐赠了价值 10 万元的粮油；
同时星品汇 365 爱心团代表现场捐款 6 万多元现金。

延安是“弘扬长征精神 精准教育扶贫——纪
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暨重走长征路教育扶贫捐赠
公益活动”的收官之作。延安是驰名中外的革命圣
地，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指挥了中国的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基和承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曙光，照亮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17 日下午三时，在中央书记处旧址所在地延安
枣园的旁边，延安枣园小学中心广场上，小学生身
着校服，个个精神抖擞；主席台上方电子屏幕上

“弘扬长征精神 精准教育扶贫公益活动延安捐赠仪
式”字幕赫然入目。捐赠仪式就在此举行。延安市
教育部门教育基金办领导主持捐赠仪式，延安市
教育部门领导受延安市政府部门委托致欢迎词；
中国拥军优属基金关爱工程工作委员会项目部部
长王成法、中国教育出版网总裁高明星向延安市
人民捐赠了“中国教育信息化云平台”；中国教育
出版网总裁助理段嫩枝、中国拥军优属基金关爱工
程项目专员王译莹向延安教育部门捐赠“中教通数
字图书馆”；星品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德
坤、总经理温白羽、副总张丽娟代表 365 爱心团队
捐赠星品汇“掌上学堂”及爱心书包。当地领导代
表和孩子们高兴地接受了捐赠，齐声高唱“我们是
共产主义接班人”，会场充满了激扬奋发的气氛和
昂扬向上的斗志。

治贫先治愚 扶贫先扶智 让更多的孩子享受优质教育

共享优质资源 提高教育质量

北京启动仪式现场北京启动仪式现场

贵州贵阳捐赠现场贵州贵阳捐赠现场

四川会理捐赠现场四川会理捐赠现场

甘肃会宁捐赠现场甘肃会宁捐赠现场

陕西延安捐赠现场陕西延安捐赠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