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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为了衡量我们的项目对受益人的影响力和价值，2019年，我们运用了两种方法，在 18个项目点进行了
评估工作。首先，和去年相同，对总计 884名受益人分别做了“项目前测评”（基线）和“项目后测评”（跟进）
的问卷调查。问卷涉及多种问题，针对学生的自信心、对英语和其他科目的兴趣以及受训教师教学水平

提升的自我意识方面做了评估。其次，我们首次在教学点对学生做了受训前和受训后的口语评估。

影响力报告

新挑战

新的一年开始并不顺利。在撰写这份报告时，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

有越来越多的人被确诊。虽然无法预测这将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

响，但很显然，我们的许多春季项目将会被延期开展。

因此我们正在开展一个新项目，为隔离在家的孩子结合线上英语课

程和计算机应用课程。希望我们的志愿者在孩子们重返学校之前为

他们带去一些安慰、鼓励和乐趣。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场

可怕的疫情能够尽快过去，我们可以继续常规项目并回到正常的生

活。

新机会

长远来看，有很多乐观的地方。教育环境正在不断的改善，疫情的爆

发加快了在线教育和相应技术的发展趋势，为发展较慢的偏远地区

的孩子提供了更积极的机会。

我们看到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平台用于筹款，更多的人愿意或多或少

地进行捐赠并参加志愿者活动。我们希望我们的基金会能在 2020
成功建立，从而提高我们的筹款能力以及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们经验的增加和声誉的提高，出现了更多支持在中国开展志

愿英语教育的机会。2019年，我们继续为嘉兴拾星者青少年社工提
供培训和英语教学志愿者，并为郑州世界女性未来发展学院开展了

同样的工作。我们很高兴结识了来自大连的英语志愿者团队

Mother’ s English, 并且和她们分享经验、后勤以及技术建议支持。这
是一个扩大双方机构影响力的好方法，希望我们在 2020 年能够找
到更多这样的合作伙伴。  

我们也为与江西省新干县教育局合作发展的项目感到兴奋，我们能

在那里同时开展教师培训、计算机课程以及乡村英语支教项目。我们

也非常期待将英语教学的经验提供给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们。

对学生学习英语
态度方面的影响

铺路石在中国运营英语教学项目已超过 14 年，每周为数以千计的学
生提供服务。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学生在英语学习上的积极性和自

信，这也是学习外语的两个核心因素。

虽然大部分学生已参与我们的项目很多年，但还有很多学生只参加了

一年的课程。在 2018-2019 学年，我们对参加铺路石项目的新学员们
（人数 =497）进行了抽样调查并收集了数据，所涉及的学生都在社区中
心、随迁子女学校或农村学校就读。基于这份数据，表一对比了项目前

后学生对英语学科的态度和对其他学科的态度。

和去年相似，下图（下一页）显示，项目结束后，认为英文简单的学生增

加最多，超过语文和数学两科。尤其是，认为英文简单的学生增加了

13.48%，而认为数学简单的却减少了 3.94%。

这些对核心课程的态度也同样体现在学生对提高成绩的信心上。从下

图（下一页）可以看出，有信心提升英语成绩的学生增长了 4.64%，而有
信心提高总体成绩的学生只增长了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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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亮点是，在项目后测中，尽管喜欢上学的学生人数降低了

0.75%，喜欢英语和喜欢志愿者老师的人数却分别提升了 4.5% 和
8.18%。

这些结果都和上一年的影响力评估一致。表明大部分参与我们项

目的学生都变得更自信并对英语更有兴趣，即使他们对上学和其

他学科的信心和动力增加不足甚至下降。

提高学生
说英语的自信

铺路石的课程着重通过口语和听力练习来教授英语。经过培训后的志

愿者和教师以有趣且互动性强的方式为学生上口语课，课堂上仅仅使

用英语，从而鼓励学生参与。

从下图可以看出，问卷中用两个问题来评估我们项目对学生（人数

=446）说英语的信心的影响。和去年相同，评估结果显示，在项目前后
调查中，课堂上能自信运用英语的学生数目有所上升（17.39% 的增
长），自信能与外国人交流的学生百分比也有所提高（25.39%的增长）。
这些增长表明，通过我们的项目，学生对在英语环境中交流更有准备

且更有信心，并在之后的学习中更倾向于努力学习英语。我们或可认

为，这意味着他们最终真的会具备一种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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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英语
口语技能

2019年春季学期，我们进行了2006年以来的首次项目前后学生口
语水平评估。测试分别在项目前后进行，由一系列短问题测试组

成。这些问题基于铺路石的教案，后者的设计强调通过口语和听力

练习来教授英语。

评估采取口头方式，由我们的培训经理在一个项目点完成。来自3
年级（12名学生）和4年级（20名学生）的32名学生参加了测试，
每个问题的得分为0-3分，3分意味着口语完全流利。

下图可以看到，3年级学生的平均成绩从项目前的0.94提升到了
2.4，4年级的成绩从1.06提升到了1.7。这个评估显示，大多数学生
都学到了英语知识并取得了进步。

提升英语教师
的自信和能力 

为了给农村学生及随迁子女的学术成绩带来长期且可持续的影

响，铺路石从 2016起在上海随迁子女学校推出了教师英语培训
项目，并通过网络为农村地区的英语教师提供培训。2019年，共
有 74名教师从这一项目中获益。

从下图（下一页）中可以看到，我们对参加培训的老师样本（人数

=40）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以评估本项目对他们的教授英语的信心
和能力的影响。从项目后调查来看，所有 7项指标均有明显提高。
影响力评估中最值得关注的两个发现是，至学期末，新增 142.42%
的老师在课堂中使用英语，120.39%的老师有信心在课堂中说英
语。这些显著的增长体现了铺路石教师培训项目的一个重要目

标，即帮助教师为学生提供更优良的英语学习环境。

这项影响力评估的另一个亮点是反馈能让学生开口说英语的教

师比例。项目后，认为自己让学生说英语的能力在“适中、高、非常
高”的教师增加了 81.81%。

这些全方位的积极成果非常鼓舞人心，同时也和上海 3个项目点
的培训师在项目前后的课堂观察反馈达成一致。这些观摩课堂为

评估受训老师在平时英语授课中的能力所设计，由 1 至 5 打分。
培训师反馈，在受训之前的观摩课堂上，所有学校的老师很多指

标得分都不高，这些指标包括授课方式（方法、词汇和语法）、教师

在课堂上运用英语的能力以及让学生说英语的能力。对比之下，

受训之后的观摩课堂有了提高。受训老师不仅能大部分使用英语

授课，课堂上也能更好地吸引学生参与学习，更重要的是，能让学

生乐于学习和说英语。同时，项目后观察也发现，学生的英语理解

水平和口语都有很大提高。

这些影响力评估的结果极其令人鼓舞。根据评估结果，参加培训的老

师在课堂上能更有自信地使用英语，从而能在课堂上更好地调动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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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上一页）对比了有关学生使用电脑信心的四个问题的基线及跟进调查结果。和去年的发现相同，学生在项目前后对使用电脑进行网络

信息搜索的信心有显著增长（增长 5.74%），使用百度或其他搜索引擎的信心增长 22.22%，使用杀毒软件的信心增长 12.82%，使用微软办公软
件的信心增长 29.33%。这些增长突显了我们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即让学生更自如地使用电脑收集信息、解决问题以及交流知识。

培养学生使用电脑
的信心和熟练度

为了评估我们的计算机培训项目对学生使用电脑的信心和态度的

影响，我们在 2019年的四个项目点分别开展了影响力评估调查，共
向 338位受益人发放了项目前和项目后调查问卷。

为了帮助学生更有效地使用电脑，我们的一个方法是让学生每周练

习打字。与前几年一样，我们很欣慰地看到，在该项目期间，学生的

打字速度提高了。认为自己打字速度为“平均水平”或“快”的学生数量
增加了 20.61%，从 67.46%提升到 81.36%。同时，当学生们被问及是
否喜欢使用电脑时，项目前后调查的数据有了明显的提升。四个项
目点中，喜欢使用计算机的学生增长了 12.09%，从 67.46%增长到

了 81.36%。

2019年的这些影响力报告对铺路石是很大的鼓舞，显示我们的项目对受益
人的信心、动力和能力都有持续的积极影响。我们会继续收集及分析数
据，来评估我们各项目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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