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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曾欢欢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互联网时代，大学里的“教与学”“知
识与创造”，该怎样重构，使之达到最佳育
人效果？历经10余年的探索，湖南大学设
计艺术学院何人可教授团队有了自己的
答案。

2018年底，何人可教授及其团队凭借
《面向国家战略的数字化与国际化设计创
新人才培养体系》课题，获2018高等教育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该奖项全国仅50
项，这是湖南高校获得的唯一的一等奖。它
给湖南的高等教育带来哪些启示？2019年
1月，记者对此进行了一番探秘。

课程魔方， 让学生自主选
教师选课表

课程不感兴趣？可以“忽略”不上。上课
老师“风格”和我不搭？可以换别的老师上
课。学生不分年级“高低”，也没有班级“界
限”， 而且学院只有一门专业…… 这就是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的专业即工业
设计。在传统的思维里，学院必然也就围着
这个专业打造了一套从入门到毕业的教学
方案。何人可团队却不是这么“玩”的。基于
与国际、互联网、数字化接轨的考虑，团队
打造了“模块化课程体系”，开发了三大“套
餐”———高端装备与交通工具、智能产品与
交互设计、媒体艺术与社会创新。学生自选

“套餐”，觉得不对味了，可以随时切换“套
餐”，甚至“混搭”。唯一的要求，就是毕业
时，在其中一套“套餐”里，交出令人满意的
毕业答卷。

“三套‘套餐’，包含了‘模块化课程体
系’这个‘课程魔方’。每门课程，就是魔方
上的一格方块。转换一次角度，就可能产生
一种学习可能，培养出一位独特的设计人
才。”何人可说。

“套餐”也好，“魔方”也罢，都被“数字
化”，放在他们与华为共同开发的、国内首
家Pinwall（图钉墙）数字化设计教学评估
与资源平台里。在这个开放式协同创新的
教学体系里，大有“容纳百川”的“气度”：教
师自带简历“供”学生选，“魔方”与“套餐”

“明码标价”，任学生点。“魔方”里的知识，
也就由学生自主消化吸收。学生“消化”完

知识后，所产生的创新设计，也必须被“数
字化”，在图钉墙里展示。

这种玩法，让这一门专业“千变万化”，
使“一人一课表”成为可能，并由此培育出
各具风格的工业设计人才。

协同创新，让学生创造“内容”
在现代教学模式更新中，“翻转课堂”

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翻转课堂”主要是
让学生在互动交流和讨论中学习，本质依
然是教师创造内容。何人可介绍，湖南大
学设计艺术学院的教学，却是“学生创造
内容”。

“互联网时代有一重要特色，是用户创
造内容。微信、微博，都深刻的体现了‘用户
创造内容’的含义。互联网时代的教学里，
特别在工业设计里，完全可以实现‘学生创
造内容’。” 何人可说，“我们所有的教学资
源都在数字化教学平台里， 学习不必局限
于固定的课堂和时间， 学生可以做到随时
随地的学习。”

他说，“互联网时代让知识变得‘唾手
可得’。有时候，学生掌握的知识，未必不如
教师，尤其是新知识的获取和掌握。既然知
识在互联网上是‘开放’的，我们的思维则
是，学生自主获取‘知识’，消化吸收后结合
社会实践，创造出新的‘内容’。即在‘设计
知识’ 的结构与表达方式上打破以教师为
中心的知识获取、生成和传播模式，形成了
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的协同创新
的知识生产模式。”

在这里，因为学生的参与，每一门课程
最后的结果，都是独特的。与此同时，学院
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各类设计竞赛， 在实践
中学习提升。2018年， 北京亦庄举行的世
界机器人大会，其中一类机器人设计竞赛，
何人可团队带的3组学生，轻松包揽了一、
二、三等奖。

独一无二的“个性化”教育，塑造了一
批批行业佼佼者。近5年，学院培育的学生，
共获国内外各类设计大赛奖励400多项。
共有286名学生进入微软、 华为、 阿里巴
巴、 腾讯等全球500强企业或国际知名设
计机构工作。学生范石钟被《福布斯》杂志
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设计师”。2004届
毕业生张文泉成为全球顶级设计公司（意
大利IDG）公司的首位中国籍设计师。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伍劲威）今天下午，长沙永济老年
养护院的老人朋友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春节
礼物， 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党支部邀请
了2名健康专家为他们作了精彩的老年健
康科普公益讲座，还为20名孤寡老人捐赠
救助款及生活物资共计价值5.8万余元。

为发扬扶弱济困慈善助残的良好社会

风尚，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结合党建工作
开展公益救助活动，实施了“湖南省健康服
务业协会党建———孤寡老人健康服务公益
救助项目”，协会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进
入社区、村组入户调查走访孤寡老人，遴选
救助对象。救助活动还将在常德、娄底等地
开展，惠及更多的孤寡老人，使他们真正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的温暖。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 （记者 奉永成）“感
谢北京来的叔叔阿姨， 你们真是贴心人！”财
政部行政政法司党支部成员近日来到平江县
加义镇泊头村， 与泊头村党支部开展支部共

建活动，并看望慰问加义镇六如学校师生。
在加义镇六如学校，200多名学生收到

了北京来的叔叔阿姨带来的新年礼物。财
政部行政政法司司长王瑛动情地说， 孩子

是祖国的花朵、 家庭的希望， 抓好教育扶
贫，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愿每一位孩子
都有快乐的童年、 美好的未来和良好的受
教育环境。

尹玲：

扶贫路上的“拼命女郎”

省健康服务业协会为孤寡老人送礼

“感谢北京来的叔叔阿姨”
财政部行政政法司党支部成员慰问平江县加义镇六如学校师生

科教前沿

通讯员 何云雄 谭竣

“感谢你们及社会好心人的热心帮助！”1
月8日，江永县“互联网+社会扶贫”工作负责
人尹玲， 把通过中国社会扶贫网对接捐赠的
一件棉衣， 及时送到源口瑶族乡黄金山村贫
困户全东和家里。尹玲说：“天气寒冷，正在通
过网络平台为贫困户筹集过冬物资。”

担任江永县民政局副局长、 县电商办主
任、 中国社会扶贫网江永县级管理中心主任
的尹玲，几副担子一肩挑，被同事称为扶贫路
上的“拼命女郎”。

“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
江永县盛产香柚、香芋、香姜等特色农产

品，但由于地处偏僻、信息闭塞，销路是个大
问题。 到2016年底， 全县仍有62个贫困村、
6820户贫困户、22193名贫困人口。

2017年2月，江永县入选中国社会扶贫网
全国首批试点县，探索“互联网+社会扶贫”经
验。而当时，如何通过“互联网+社会扶贫”平
台帮助贫困户，谁都没底。在风口浪尖上，县
里“点将”，尹玲成了“吃螃蟹”的人。

“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 出身军人家
庭的尹玲下定决心。她带着“新兵”团队，5次
到长沙、北京等地考察，但由于“互联网+社会
扶贫”没有先例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把‘网线’拉到各村去！”尹玲思考着，贫
困村大多离乡镇较远，在村里设“互联网+社会
扶贫”服务点，配专职信息员，帮助村民在网上
销售农产品， 负责在网上发布贫困户需求信
息，让爱心人士对接帮扶贫困户，岂不是更好？

工作推开不久，又出现了新问题。因山区
村民居住分散，信息员跑不赢。尹玲果断安排，
从中国社会扶贫网对接智能手机1500部，分别

由爱心人士、村级信息员、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员送到贫困户手中， 然后组织人员教贫困户

“触网”，便于给村级信息员发送贫困信息。
村村通了“网线”，不到一个月，江永县贫

困户注册率在全国率先实现100%，注册爱心
人士、 发布贫困需求及成功对接数均居全国
前列，结对帮扶贫困户10000多次。

“不能落下一户贫困户”
各贫困村“互联网+社会扶贫”服务点，针

对贫困户医疗、教育、资金、技术、就业、农产
品销售等不同需求，与爱心人士直接对接。

尹玲介绍， 散户的农产品平时都在附近
集市上零售，卖不掉就烂掉，“现在通过网络，
不论量大量小，一把扫帚、一块腊肉在网上也
能卖出好价钱。”

村级“扶贫商城”由村信息员操作，将贫
困户的产品收购过来后， 通过中国社会扶贫
网及电商平台销售，不收手续费。如贫困户有
物品、资金需求，也可及时在中国社会扶贫网
上发布。尹玲表示，“互联网+社会扶贫”工作
一定要做到位，“不能落下一户贫困户”。

“妈妈，我不想读书了。”娟娟（化名）是江
永县职中的一名高二学生，成绩优秀。因父亲
去世、母亲患病，面对困境，娟娟打算辍学，要
去打工赚钱。“孩子，你人生的路还很长，困难
会解决的……”尹玲一边安慰着，一边在中国
社会扶贫网发布需求信息。很快，县义工协会
组织38家商家，义卖筹集31600元善款，帮助
娟娟重返校园。

尹玲大部分时间下乡入户， 要求发布贫困
户信息不漏不错。2017年11月， 尹玲的家公病
重住进了医院。因抽不出时间守护，她每次都是
匆匆来、匆匆走，几次在老人病床前落泪：“对不
起，实在是抽不开身，等忙完这阵子……”可是

几个月后，老人再也没给儿媳妇孝顺的机会。

爱心众筹捷报传
62个村的贫困户信息台账一目了然……
潇浦镇和兴村有个左眼失明、 右腿残疾

的老人叫雷水安，靠编织簸箕、鱼篓、竹篮卖
钱补贴家用， 但一个月卖不出几件。2018年5
月，村信息员将老人的生活状况、竹制品信息
发到网上，20分钟就卖出了6件。 爱心人士还
捐赠了破篾机、破丝机、破竹刀等。尹玲召集
本村10多位老人一起编织竹制品， 村里一个
小产业诞生了。

夏层铺镇夏层铺社区的谭三龙，3年前患
白血病， 花了大笔医药费。 为了减轻家里负
担，他2018年种了2亩七彩椒，但采摘时却为
销路发愁。尹玲闻讯后，把信息发布到中国社
会扶贫网，七彩椒很快销售一空。“加油！你不
是一个人在奋斗， 一定能战胜病魔！”1000多
位爱心人士在中国社会扶贫网上纷纷留言，
鼓励谭三龙乐观面对生活。

奥运冠军王明娟回来了，为家乡的扶贫事
业代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来了，计划在江
永建立1000亩以上的“一季稻+再生稻” 示范
点；湘菜大师许菊云也来了，为贫困子女传授
烹饪技术……试点近两年来，江永县通过“互
联网+社会扶贫”众筹物资2亿余元；通过“扶贫
商城”帮贫困户销售农产品超亿元，带动3500
户贫困户脱贫，贫困户户均增收超过2000元。

2018年10月， 凭借在“互联网+社会扶
贫”方面的创新，江永县荣获全国脱贫攻坚组
织创新奖。 尹玲作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
巡回报告团成员，到吉林、内蒙古、河南、河北
等地宣讲“互联网+社会扶贫”经验。尹玲谦虚
地表示：“我个人其实没做什么， 事情是大家
一起做的！”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记者 贺威）推广乡
村振兴典型经验，指导乡村全面振兴实践。今
天召开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 由省委政策
研究室编撰的《乡村振兴典型案例》一书正式
与读者见面了。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

省广大农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
上，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
兴，实现了乡村振兴的良好开局。全省涌现出
新化县油溪桥村、望城区光明村、长沙县浔龙

河村、浏阳市苏故村等一批典型，在乡村振兴
的实践中干出了特色，形成了品牌，被中央和
省级媒体广泛宣传报道。

用典型经验引路， 发挥好榜样的示范作
用，解决好乡村振兴怎么干的问题。省委政策
研究室择取了我省98个村的乡村振兴先进经
验编撰成书。该书将各村的做法按综合篇、产
业振兴篇、人才振兴篇、文化振兴篇、生态振
兴篇、组织振兴篇分门别类、指导实践。全书
共36万多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精准扶贫在三湘

典型引路促振兴
《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出版发行

互联网时代：

高等教育可以这么“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