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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在线教育，，新风口下机遇几何新风口下机遇几何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用户群体年轻化
细分课程受关注

正在逐渐适应

能否留住学生

职业教育上线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在技术快速更迭、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的大背景下,国家从人口红利型社会向人
才红利型社会过渡,产业升级加速,各类岗
位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业余“充电”成
为很多人追求升职加薪之路上的新选择。

这种现实需求下，各级政府的政策红
利也在不断加大。我省明确，要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多管齐下地稳定和扩大就
业的策略,提出要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
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
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

一方面政策利好，但另一方面，受客
观条件限制，实体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一
些瓶颈性问题。此外,对一些人群来说，通
过高职招生途径进行再教育也可能面临
诸多现实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在线职业
教育具有很大的可拓展空间。

“比如之前要我们学习建筑，可能只
能通过报考某些高校的建筑专业来实现，
而现在如果学员们对建筑专业感兴趣，就
能通过业余时间通过在线学习了解相关
知识，并通过努力获得这个领域的从业资
格。这几年，在线职业教育的平台也越来
越多，例如 B 站、慕课、腾讯课堂，都有很
多专业性很强的相关课程。”石家庄一位
建筑工程师表示。

不久前公布的《中国在线职业教育市
场发展报告》显示,在线职业教育用户中，
用户群体年轻化趋势明显，入职不久的职
场小白与大学生一族用户占比最高。在线
职业教育的用户根据年龄段进行细分，其
中，23-29 岁的用户占比最大，达 36%；其
次为年龄段18-22岁的学生一族，占比为
29%。这两部分用户的显著特征为学生、或
尚未脱离学生属性，需要借助在线职业教
育，实现从学校到职场的转化，提升自身
的职场适应力。

来自多个在线职业教育平台的数据
还显示，随着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线职
业教育的细分种类开始增多。例如，在腾
讯课堂平台上，2019年有几个汽修机构发
展迅速，农业类、跨境电商培训等一些非
常细分领域的课程也受到关注。

“从整体情况来看，IT 类课程占比最
多，将近 30%，设计类约 20%，电商等近
20%，还有一部分是跟考证等方面相关
的。”日前,被问及当前在线职业教育新趋
势及最受关注的几类课程时，腾讯教育副
总裁、腾讯在线教育部总经理陈书俊表
示。

相较于K12教育，在线职业教育的用
户生命周期较短，如何深入挖掘、放大单
个用户的服务价值？专家认为，随着教育
市场化的深入，单个用户的服务价值正在
逐步提高，学员用户追求一对一的专业知
识指导、跟进式教学成为新的教学要求，
完整快速的职业知识经验传递是近阶段
用户对教育机构的新要求，“拿职业教育
领域火爆的电商课程来说，学员们在求学
时会有强烈的目的性，需要的是就业技能
的完全复制，希望结束学习后可以在电商
领域获得工作机会，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理
论学习，更需要直接复制职业领域的成功
经验。”

时间进入3月下旬，国内疫情已经逐步稳定，但很多地方仍未确

定开学时间。

疫情之下，教育是受波及最大的行业之一：学校和线下辅导机构

只能暂时停课，与此同时，在线教育却迎来了大爆发。

网课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宅家期间，老师和学生们对在线教学

反响如何？疫情过后，在线教育培训行业又会发生哪些新变化？

3 月 12 日上午 10 时，保定一
中高二学生韩复伟坐在家中书桌
前，正在通过平板电脑上的钉钉
App观看老师讲课。其间，App上
的聊天框不时弹出同学们提出的
问题，网络另一端的老师实时进
行解答。

这样的学习方式，韩复伟已
经进行了 1 个多月。虽然离高考
还有一年多时间，但他已经开始
了备考“倒计时”。

对韩复伟来说，这个寒假显
得格外漫长。以往这个时候，他
应该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
然而，因为疫情影响，这些场景
只能存在于韩复伟的期待和回
忆中。

“教育部门和学校担心疫情、
推迟开学，大家都能理解，但我内
心还是希望早些开学。网课效果
肯定不如在学校上课好，好在经
过一段时间磨合，我已经比较适

应了。刚开始那时候，更难。”韩
复伟告诉记者。

“记得上网课的第一天，老
师和同学们光调试设备、测试效
果就折腾了一上午。一会儿老
师那边没声音了，一会儿有的同
学又看不到直播课程了，还出现
了好几次卡顿和掉线情况，老师
着急，同学们也着急。当时我
想，要是长期上网课可怎么办
啊，感觉心态都有点崩了。”韩复
伟回忆。

“好在我们高中生相对来说
自制能力比较强，大家学习的热
情也比较高，经过了大概两三天
磨合，就适应了。”韩复伟说。

如今，韩复伟可以通过班级
群随时和同学联系，每晚7点到9
点，还有老师准时在群中线上答
疑。“不过总的来说，我还是更喜
欢在学校上课的感觉。”韩复伟
坦言。

相对于自理能力、自制力都
较强的高中生，小学生以及学生
家长对网课的适应显然更难。

“宅在家中等于打双份工，自
己居家办公，更要‘兼职’教师，感
觉身心俱疲。”2 月 10 日晚上，石
家庄一位三年级小学生的妈妈刘
园在朋友圈吐槽。

“ 那 天 是 孩 子 第 一 天 上 网
课，从早上 8 点半陪孩子坐在书
桌前，到下午 5 点，除了吃饭喝
水，我基本上一天没离开过孩子
房间。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
IPAD、一 部 手 机 ，3 个 App，200
多页课件，还需要时不时关注自
己工作群里的消息……本以为
一边看着孩子上课一边做点工
作 ，应 该 不 费 劲 ，结 果 差 点 崩
溃。”3 月 18 日接受采访时，刘园
已经从最初陪孩子上网课的“崩
溃”状况中走了出来，但回忆起
第一天上网课的情景，她仍然直

摇头。
刘园告诉记者，在疫情发生

之前，孩子已经在某校外培训机
构连续上了 3 年英语口语网课。
但此次疫情带来的网课压力，还
是让她措手不及。

“之前家里有个老打印机，但
满足不了这次长时间网课的打印
需要，就又买了一台激光打印
机。”刘园说，“孩子年纪小，自制
力差，很多东西都得我来完成，微
信群、App、课件，时间都是碎片化
的，有时候稍微走点神，孩子可能
就错过了。”

“除了正常课程外，每天下午
还有 1 个小时的老师直播答疑，
老师会在直播中抽查学生作业完
成情况。这个也得盯着，不然不
放心。”刘园表示。

“经过一段时间，现在网课不
像开始时那么手忙脚乱了，但还
是感觉累。主要是孩子小，自制

力差，而且长时间盯着屏幕对眼
睛伤害也大。”刘园说。

学生和家长们对网课亲身体
会，与调查数据基本吻合。近日，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
院针对全国中小学学生网络学习
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
77.3%的学生认为网络学习是个
好方式，72.9%的学生对网课感到
满意或非常满意。其中，高中生
的 满 意 度 要 高 于 初 中 生 和 小
学生。

“我认为，网课不但要考虑不
同年龄段学生的自制力等情况，
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对老师的讲
课方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业
帮直播课高中部数学老师张华认
为，“除了注意课堂趣味性，老师
还必须货真价实地讲出知识点的
重要意义和价值，时刻刺激学生
思考，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韩复伟所在班级使用的钉
钉，是此次在线教育 App 中人气
最高的软件之一。钉钉原本是阿
里巴巴旗下的一款办公软件，疫
情期间，紧急上线了“在家上课”
功能。

来自钉钉的数据显示，到 3
月中旬，已经有 5000 多万学生使
用钉钉在线上课。而此前，从
2015 年正式发布到 2019 年上半
年，钉钉用了五年时间才达到 2
亿用户的规模。

不只是钉钉，突如其来的疫
情，几乎让所有的在线教育机构
迎来了流量爆发：字节跳动联合
50 家教育机构为全国中小学生
提供免费上课服务；爱奇艺携手
各家网校打造免费直播课名师
团；腾讯视频免费提供 2 万分钟

课程……
就连以新东方为代表的老牌

线下教育培训巨头，也纷纷开始
线上转型：俞敏洪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透露，在疫情发生后的一周
之内，新东方将 87 所分校、子公
司，接近200万人次学生全部转移
到了线上。这个过程中，服务器
扩容了好几次，旗下三个平台总
承载量 1000 万人次，整体运行平
稳，最终把退课率控制在了3％左
右。

“这次的流量效应，远远超过
了几大在线教育公司去年暑假耗
资几十亿元打出来的效果。如果
用数字估算的话，相当于替互联
网教育机构省了近千亿元的推广
费。”有业内人士分析。

除校外培训机构外，各个公

立学校的在线课程也有了很大进
步。

“以前学校很多老师并不太
了解在线教育，或者只是听说过，
没有实践经验。由于这次疫情，
大家都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实
操，我觉得这对于公立学校的教
育信息化会有很大推动作用。”保
定一位初中数学老师说。

在线教育虽然获得了大量的
流量涌入，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
问题，不少家长仍质疑在线学习
的实际教育质量，认为对孩子视
力伤害大，注意力容易不集中，很
难实现线下的集中互动和把控。

在采访中有部分学生家长和
老师也反映，不同类型的学生，在
线学习效果区别很大：对更习惯
独立学习、学习自主性更强的学

生而言，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区
别不大。但对于一些更喜欢互
动、更注重课堂氛围的学生来说，
在线教育就无法替代真实课堂。

“我更看重和老师、同学在课
堂上的实际互动，在家总觉得没
那种气氛。和课堂上相比，我感
觉线上教学的互动性变少了，因
为上课打字麻烦。作业也减少
了，估计是因为线上交作业，老师
不好改。”在石家庄某中学读初二
的刘轩哲说。

机遇和问题交织，这段特殊
时期过去后，在线教育能否迎来
发展的春天？

“这确实是一次机遇，但不能
盲目乐观。从长远的角度看，在
线教育要取得真正的提升，还是
要面对教学效果这一本质问题。

教学效果能达到，分数能提高，学
生能迅速掌握学习技能，才有可
能最终使得某种模式或产品‘活’
下去。”新东方英语“东方优播”负
责人朱宇认为。

有业内人士分析，随着疫情
缓解，民众对网上课堂的需求将
趋于理性，会重新审视课堂内容
的质量，“课程内容、技术支持、师
资团队等教育核心环节的深耕仍
是企业竞争的关键。”

“在线教育虽然还存在很多
问题，但至少大家都用起来了，这
是可喜的一面。”专家表示，过去
大家还是较多依赖于学校，依赖
于常规的教育系统，但现在来看，
在线教育完全可能成为教育非常
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说主流，但
至少是重要角色之一”。

“姐妹们，开始上课了哦”“一
直等着呢”……

3月 13日上午，刚吃完饭，衡
水市冀州区扶柳城村的谷丽娜就
迫不及待地点开“第三期免费育
婴培训班”微信群，准备开始当天
的打卡学习。

这些天来，谷丽娜每天吃完
早餐，便早早盯着手机，关注着育
婴培训微信群内的信息，生怕漏
掉学习内容。

疫情发生以来，冀州区妇联

与衡水家政服务培训示范基地冀
州区舒心家政职业培训学校，建
立了月嫂微信群，督促月嫂们每
天上报体温及活动轨迹，确保人
员平安。在做好居家防疫工作的
同时，冀州区妇联还与舒心家政
职业培训学校联合打造免费育婴
网络培训班。

“培训班给我们购买了育婴
专业课程，学员们只要在手机上
下载 App，登录即可学习产妇护
理、婴幼儿护理等 10 多门课程。

微信学习群内，学员们按时签到，
交流互动，随时有老师答疑解
惑。”谷丽娜说，“我家条件不好，
我学历也不高，所以特别珍惜这
次培训机会，希望能通过在线培
训，早点成为一个合格的月嫂。”

谷丽娜的经历，是疫情期间
我省开展在线职业教育的一个缩
影。近日，省发改委会同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省总工会联合印发了《关于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支持鼓励劳动者参与线上职业技
能培训的通知》，免费开放了 7家
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的资源，
并推出 6 方面举措支持鼓励劳动
者参与线上技能培训。

“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一直是我省人社部门的重要工作
之一。疫情期间，许多群众赋闲在
家，无法外出，加速了职业技能培
训从线下到线上的转移。”省人社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事实上，在疫情发生前，随着
网络快速普及和现代社会对职业
技能要求不断提高，除长期以来火
爆的K12教育（学前教育至高中教
育）之外，在线职业教育已经逐渐
成为教育培训行业的新风口。

“规定的是早九晚六，实际上
是早八晚十，加班甚至通宵几乎是
常态。”28岁的刘爽（化名）就职于
廊坊一家互联网公司。作为公司的
网络工程师，刘爽的主要工作内容
是客户应用软件的开发和维护。虽
然薪水和同龄人相比并不低，但高
强度的工作，让刘爽对工资收入有
更多期待。春节前，刘爽选择了裸
辞。疫情期间，宅在家中的他开始
重新规划下一步职业方向。

“我的专业肯定是不能放下，
现在时间挺充裕的，我就在网上
自己报了两门 Python 编程课程。

虽然价格不便宜，但都是业内‘大
神’讲课，干货很多，让自己专业
技能更加过硬，找下一份工作才
有底气。”刘爽说。

刘爽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来
自国内最大的在线职业教育平台
腾讯课堂的数据显示:疫情期间，
腾讯课堂在线职业教育上课总时
长提升3.5倍。

其中，最受欢迎课程类目(学
习人数)排行榜前十名为:职业技
能、编程语言、建筑工程、互联网
产品、平面设计、实用英语、医疗
卫生、前端开发、设计软件、绘画
创作。此外母婴亲子、日语、运动
健康等课程学习人数同比涨幅
均超过 400%，成为腾讯课堂增速
最快类目，让人们感到这些可能
是未来在线职业教育新增长点。
其中，IT互联网就业类课程、工业
产品设计类课程付费能力强,付
费人数同比涨幅超过50%。

“我感觉这是社会发展的必
然趋势。和很多已经有成熟培养
体系的传统职业相比，像我们这
种新兴行业从业人员需要不断学
习，职业生涯就是一个不断摸索
实践的过程。所以，活到老、学到
老，不断参加职业培训很可能成
为很多新兴行业从业人员的常
态。”刘爽说。

在线教学

流量背后

新的风口

石家庄市长安区一位老师
正在进行网课录制。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3月14日，邯郸市峰峰矿区一名学生
在家中通过线上直播，接受老师的心理辅
导。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中国职业培训在线官方网站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