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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新闻

本报讯 只要“扫码入群”就能“免费观看摄影学
习视频”、
“60 天学会日常英语口语”、
“100 天读完三本英文小
说”、
“一周读完一本书”、
“21 天健康养成计划”、
“古玩鉴赏技巧”……相
信不少人的微信朋友圈里都有人分享免费培训课程的消息，或是“晒”出自己
在某个微信群学习打卡的记录。
“通过微信群交流学习？你咋不上天呢！”有些人不看好，认为只是一时
的新鲜，但也有不少人表示，微信群只是学习的工具而已，只要能学到东西，
形式并不重要。
近日，记者采访 30 名海口市民，超六成受访者表示，通过微信群学习是
一个不错的方式，值得尝试；约有一半受访者表示，自己有通过微信群交流学
习的经历，并觉得有所收获。不少受访者称，微信学习群让他们可以充分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但如果没有毅力的话，很难长期坚持。
实习生 金浩田 记者 林文星

效 果
可利用碎片化时间，
但如无毅力很难坚持

“60 天学会日常英语口语”
“一周读完一本书”
“100 天读完三本英文小说”

刷刷微信
变“学霸”
？

难！

海口多名受访市民表示曾通
过微信群学习且有收获，但也有不
少人称效果不佳，
难以坚持
调 查
超六成受访者称，
微信群学习值得尝试
在记者采访的 30 名海口市民
中，超六成受访者表示，通过微信群
学习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值得尝试；
约有一半受访者表示，自己有通过
微信群交流学习的经历，并觉得有
所收获。
“微信学习群对于上班族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没有时间
地点限制，可以随时向专业人士提

问或者翻看聊天记录，足不出户就
能学到东西。
”
市民黎女士说。
从微信学习群的运作模式来
看，形式也比较多样，有些是让用户
通过微信端开发的相应产品进行学
习，微信群用于助教老师进行课后
知识补充和答疑；有些则是以微信
群为主要阵地，定期进行语音、文字
直播，
平时用于分享答疑。

通过微信群学
习的效果如何？采访
中，有近四成受访者表
示，微信学习群让他们可
以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但 如 果 不 去 实 践、没 有 毅 力 的
话，
很难长久坚持。
在海口一家公司从事财务工作的李
女士，3 年前加入了一个“法律咨询群”，群里
有律师，也有咨询相关法律问题的网友。
“ 我有
空就会刷一下群里的消息，潜移默化中学习到
了不少东西。”李女士说，3 年来，她在群里看到
了很多网友提出的案例以及律师给出的解决方
案，从一个“小白”变成了可以运用法律维护合
法权益的人。
“身边有朋友离职后没有获得应得
的酬劳，我正好在群里看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按

照律师说的做，最后帮朋友拿到了钱。”李女士
说，她通过这个微信群掌握了很多知识，帮到了
朋友，
“感觉很值。
”
小杨在海南上大学期间加入了学校的书法
班，为了克服老师经常出差无法现场指导的问
题，小杨和同学们创建了“书法班学习群”，同学
们可以将自己的书法作品拍照发到群里，让老
师点评。有时，老师也会将书法作品发到群里，
让同学们鉴赏。
“起初热情很高，老师发的每一幅鉴赏作
品，我都一个不落地看完，并完成作业，在群里
和同学们交流。后来，因为忙中断了几天，再去
翻看聊天记录才发现，自己落下了很多内容。”
小杨认为，通过微信群学习，虽然方便，但随意
性比较强，难以坚持，
“ 落下的内容再捡起来重
新学，
很需要毅力。
”

问 题
“课程”
内容参差不齐，质量难保证
“扫码进群学习，免费赠送课程”，相信不
少人在朋友圈里看到过这样的广告。市民小
曾告诉记者，他曾扫码加入一个微信群，按要
求将课程信息分享至朋友圈后获得了免费听
课的资格。
“ 我把这个消息分享到朋友圈，向对
方提供了截图就进群了，但是送的课程和我所
期待的差距有点大。”小曾说，在群里，总有成
员发广告，
“ 大家都知道，只有群主才能踢人，
当我们向群主提出将发广告的成员踢出去后，

群主却说，每一位都是群里的学员，他也无能
为力。”
海南大学的研究生小林说，他去年在研究
生备考阶段花 299 元购买了一套涵盖 24 个课时
的“英语作文学习课程”，该课程需要在其他学
习平台学习，微信群是老师点评作业和学习交
流的地方。
“ 群里交流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我
把作业上传到群里，老师要很久才批改完，已经
影响到了在平台上课的进度。”
小林说。

建 议
以线下学习交流为主,微信学习群为辅
微信学习群因其便捷性受到很多年轻人青
睐，但学习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新鲜
劲过去之后，我们又该如何理性对待这种学习
模式，
让它能够满足微信用户学习的诉求呢？
每两周就会驱车到固定场所参加读书沙龙
的庞先生，是文昌一家国企的财务人员。正是
有一群喜欢读书的人平时通过微信群分享自己
的读书心得，在互相点评中碰撞出“火花”，才使
得每两周的线下见面成行。
记者采访庞先生时，他正在省图书馆。
“我
喜欢看书，周末经常和孩子去图书馆看书、借
书。工作之余就在我加的一个名为‘共享经济
书友会’的微信读书群里和书友们交流心得。”
庞先生介绍，这个微信群原本是以经济类图书
交流为主，后来随着成员的增加，图书交流的种

类也变多了。群成员每隔两周就会在海口办一
次读书沙龙，每次都有 30-50 名书友到场，活动
时间为 1 个半小时左右。
“线上交流学习，线下固
定时间搞一个沙龙，这种模式很好，很多书友在
现实生活中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
庞先生说。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任仕君
表示，微信学习群作为一种微信社交平台衍生
的新生事物，其本质是学习的途径之一，学习效
果的好坏与“工具”和“主体”的共同作用有很大
关系，而其中学习者作为学习“主体”，对于学习
效果起着决定性作用。
“学习者如果有积极的学
习心态和坚持不懈的毅力，肯定会获得相应的
收获。”任仕君建议将线上的微信学习群作为辅
助，以线下的交流和学习为主，这样会使微信学
习群发挥更好的作用。

喜盈门周年庆钜惠来袭 五大福利打造行业狂欢盛宴
全场四大品类免单 千款建材家具精品 1 折抢
眼下，正值喜盈门开业一周年之际，又恰逢
国庆中秋双节，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一年来的支
持和厚爱，喜盈门将于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日举
办周年庆钜惠盛宴，特别奉上“全场四大品类免
单”、
“千件热销精品 1 折抢”、
“iPhone7、豪华家
电买满就送”
、
“买建材送家居好礼”
、
“签到即送
超值好礼”五项优惠大餐。
本次店庆活动最让人心动的福利莫过于免

单活动。活动期间，顾客至喜盈门免单活动展
厅购买任意产品，即可参与全场四大品类免单
活动！喜盈门将分别于 10 月 2 日和 10 月 8 日下
午 18:30 各抽取 2 个品类进行免单，届时被抽中
的品类顾客每单实付多少金额就免多少，每单
最高可免 4999 元，免单人数上不封顶。此次免
单活动，必将引爆当地建材家具采购热浪，新一
轮的家居商业综合体销售奇迹将再次在喜盈门

诞生。
为了契合一周年店庆的活动主题，
让广大消
费者买得开心，海口喜盈门特别筹划了 1 折抢活
动！活动期间，全场 1000 件热销建材家具精品
只卖 1 折！活动前夕喜盈门将在全城发放 4000
张《周年庆特权卡》，
顾客需凭特权卡排队领取对
应产品的抢购券，
再凭券至各相应活动展厅认购
开单。每张特权卡限领 1 张抢购券，精品数量有

限，抢到即赚到！如此优惠幅度前所未有，错过
至少再等一年！此外，
顾客凭周年庆特权卡签到
还可免费领取市场价值428 元
“梦百合”
高档记忆
枕1个，
礼品仅有4000 件，
送完即止！
“买得越多赚得越多”，一直都是喜盈门促
销活动的惠民宗旨，这次店庆也不例外！活动
期间，凡在活动展厅购物的顾客即可参与购物
累积送礼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