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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史上最长”寒假，沉寂多时的学校终于再度响

起了朗朗读书声。席卷全球的疫情之下，所有中国人都经

历了一场没有模拟的大考。

猝不及防的疫情让区域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反应能力、

统筹能力、评价能力都成为受考验的环节：如何制定在家

学习指南？该提供怎样的学校防疫手册范本？该组织与

推荐怎样的系统学习资源？学校该如何培训教师在线教

学能力？

我们看见，湖南的学校教育正加速与时代激流的变革

同步——摸索“云端教室”，将学习变成师生、家校等多群

体共创的过程；学习内容走向教材与世界的打通，培养学

生解决问题与应对挑战的素养。

疫散春归，校园重启。我们与全省16家中小学校和教

育主管部门进行了深入沟通，探寻这个“超长待机”的寒假

里，湖南的中小学校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中，找到有效的抗

风险途径，展现更有效率的组织转型与“能力重塑”，开启

一段全新的征程。

董以良

“可累坏我了。”4 月 5 日中午 12 时，

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中学1912班的吴

昕烨用时 40 分钟终于将卧室焕然一新，

平整的床铺，干净的书桌，书籍分好类按

高低排列整齐，吴昕烨躺在沙发上不停感

叹劳动不易。

4 月 5 日上午，根据学校深入贯彻实

施劳动教育的要求，1912 班班主任周利

丰策划了一场线上花样年华“我的地盘看

我的”房间整理秀，要求全班 47名学生自

己动手整理卧室或书房并在班级群中分

享视频或照片，并邀请家长和老师进行评

比。吴昕烨的努力赢得了大家的赞赏，当

晚周利丰在班级群里为她颁发了一项“清

雅绝尘奖”。

“云课堂”上比拼厨艺

校长姜小明向记者介绍，湖南师大附

中高新实验中学自办学以来一直探索劳

动教育的新模式，在今年这个超长待机的

寒假，劳动教育并未掉线。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孩

子们居家隔离，无法像往年长假一样走出

家门、走进社区开展实践活动，家庭劳动

成为落实劳动教育的主要途径。”姜小明

告诉记者，2 月份以来学校组织各年级开

展线上特色各异的教育引导学生参与家

庭劳动。

龙井虾仁、甜糯香糍、咕噜噜鸡肠

……3 月 15 日，在 1812 班的班级 QQ 群

里，一道道诱人的美食以图片和视频的形

式呈现在同学老师们眼前，隔着屏幕挑逗

着大家的味蕾。在班主任高玲芳的组织

下，1812 班的“我食我 show，厨艺大比

拼”云上美食节热闹进行。

“从前总以为，劳动只是洗衣、做饭、

打扫卫生之类的琐事，但这一次我真正

感受到了劳动带来的快乐。”学生夏雨欣

说，美食带给人味觉上的享受，而劳动给

人精神上的振奋。这次实践让她深刻理

解什么是“粒粒皆辛苦”，并领悟到父母

日常的辛劳。

微善德育激发学生善行

在教育实践中将劳动教育与学校的

特色德育理念——“微善德育”紧密结合，

是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中学深入开展

劳动教育的一大特色。

“从小事明大理，做微善传大爱。”副校

长程继炳解释，无论是德育还是劳动教育，

高大上的说教不如一次深刻的实践，从校

园生活社会实践的细微之处、点滴之中激

发学生内心的善知善行。

在寒假伊始，班主任周利丰便带领

1912 班的 12 个微善小组来到长沙地铁

2 号线麓云站、梅溪湖东站开展“崇德向

善迎新春，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春运志

愿服务活动，体验安检、检票、购票、站

台引导等工作，让学生走入生活，在帮

助他人的劳动实践中感受“举微于行，

至善于心”。

特色课程丰富教学

除了开展劳动教育进社区、进家庭的

多样化实践活动，附中高新还结合初中学

生的个性特征，在各年级开设了每周不少

于 1课时的必修劳技课程，并配备独立的

劳技课教室。

“在稻田里插秧要注意什么？”蒋鑫

是学校专职的劳技课教师，居家隔离期

间她和同事开展了一堂研学主题的线上

直播课，分享研学中的趣味项目和注意

事项，吸引了不少孩子的兴趣。在学校

的支持下，蒋鑫对劳技课进行了自主探

索，开发了纸藤编织、变废为宝、中国结

等特色课程。

据姜小明介绍，学校在开学后还将加

大劳动教育课程的设置力度，将每周在课

表中安排不低于 1课时的劳动教育课程，

同时提高劳动教育课程的质量，开发学生

感兴趣、有实践价值的课程为主，体现“劳

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

陈暑艳 熊 洁

一场疫情，让传统的教学条件发生了

变化，师生的交流空间发生了变化，然而，

深植于心的教学理念没有变。长沙市长

郡滨江中学的 190 余位老师，以“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的精神，用60天时间，为学

生们提供了近 3000 堂优质网课，完成了

这场线上教学攻坚战，迎来了学生们信心

满满，重返校园的美好时刻。

就像第一次恋爱的感觉

“2月3日开播，这是什么神操作？”接

完电话，高三年级组的刘湘林老师一脸茫

然。在没有电脑、没有资料、没有参照的

情况下，年级组第一堂直播课的任务压在

了她的肩上。

紧急从学校取回电脑，摸索直播操

作，邀请家人试听，等一切准备停当，已是

凌晨两点。全年级将有384人听课，中间

不乏家长、同事，刘老师拥被蜷缩，紧张得

一夜未眠。

“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非

常高兴你能准时出现在网上课堂，我是刘

老师……”酣畅淋漓地讲完50分钟，隔壁

房传来了孩子和他爸的掌声：“祝贺首播

成功！”

“真是一段刺激的旅程！”刘老师在年

级组的微信群里感叹，“第一次直播，跟第

一次谈恋爱一样紧张！”这时候，她才注意

到学生们的弹幕留言：“老师，您一路狂

奔，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信息吗？”“老师，

您声音铿锵有力，字正腔圆，是录播吗？

下课时间卡得刚刚好，不是您的风格啊！”

第一天试水后，年级组总结规律，统筹

规划时间集体线上备课，细化复习内容以及

重难点，针对各班情况适时调整授课内容。

老师们逐渐在主播的路上驾轻就熟，

每节课有计划、有资料、有问题收集、有课

后反馈。同学们也逐渐习惯了云端上课，

激动时还会给老师送花。

一个人的“新闻联播”

全长沙市初二的学生同时听自己讲
课，是什么感觉？初二年级组的数学老师
郑菲菲表示，压力很大。虽然前期录过
课、也上过多次直播课，但面对如此大规
模的公开课，她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
张：“就好比一个人连续播30几分钟的新
闻联播，还不能带提词器。”

第一节课的教学设计，郑老师反复修
改了 3天。备好课后，又请领导同事帮忙
反复在线磨课。把几千字的讲稿彻底背
下来后，郑老师挑选了一套休闲西装，进

入录播教室。

“声音、表情、动作都要控制好，还不

能到处走动。”录制的过程很顺畅，然而她

又被画面虚焦、录制声音小等问题打败，

反复录制了 6 次。后期开启“剪辑师”工

作，连续两天忙到了凌晨3点。

近百次录课，数不清次数的改稿、集

体备课、NG、剪辑、补录……疫情之下，4

个学科组的 16 位老师，一次又一次分批

前往学校消毒处理后的录播教室，为全市

学生录制一堂堂精心准备的课程。

6万教师观看“云课堂”

4 月 3 日上午，长郡滨江中学的石东

妮副校长受邀主讲省教育厅组织的第八

期直播课，主题为“如何提高在线教学的

有效性”。

直播课吸引了63919名教师观看，参

与互动评论达到13575条，老师们好评如

潮：“课程如及时雨”“受益匪浅”“很实用”。

“自‘停课不停学’活动开展以来，全

校教师真心在思考、真实在实践，不断解

决问题，有效推进了网络教学的有序进

行。”据该校校长刘德华介绍，长沙市长郡

滨江中学是长沙市首批智慧校园建设示

范校、长沙市中小学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

秀学校，学校坚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的深度融合，信息化与创客教育已成为

学校的鲜明特色。

黄帝子 许 波 彭娅妮

2020年的新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席卷了全国。面对疫情，长沙市
天心区红卫小学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通过
开展“空中课堂”教学，让红卫小学的老师、
学生和家长又快又紧地团结在一起。

空中课堂充实“炫彩寒假”
为确保3月9日开始的“空中课堂”配

套教材教学，学校制定了《红卫小学“停课
不停学”后段教育教学工作制度》，对进入
网上新课教学阶段后，老师们的教育教学
行为进行规范，从空中课堂的管理、教学的
指导交流、作业的布置批阅、特殊学生的辅
导等方面最大限度保证网上教学的效果。

此外，红卫小学还参与了长沙市空中
课堂的教学录制，先后承担了语文、英语、信
息、数学、道德与法治、心理学等7节课堂教
学的录制。每一节录课，学校都为之配备了
2-3人的学科研究支撑团队，从教学设计、
课件制作、教学录制全程支撑和把关。

面向全体学生，红卫小学推出《炫彩
寒假》和《炫彩寒假加长版》系列活动，开设

“我的阅读我做主”（阅读银行储蓄卡、家庭
阅读十大好习惯、红卫朗读者）、“家务小能
手”（假期家务新技能、假期家务承包）、“我
的运动吉尼斯”（跳绳、踢毽子、仰卧起坐）、

“我是抗疫小能人”（征文与自我兴趣创
作）、“STEAM我能行”（科学小实验、科幻
画创作、STEM机器人）五个板块，引导全
体孩子提高综合素养。

超长假期丰富多彩
有了合理的制度和方案，老师们自然

干劲十足。科学组的老师们，迅速摸索红
卫“空中课堂”网络教学常规，通过钉钉网

络平台，逐步形成了课前积极动员、课中
进行在线互动、课后及时总结梳理的网络
教学模式，让科学课充满趣味。

而“小小科学家”家庭小实验以及科
幻画绘画活动，让红卫小学的孩子们在
这超长的假期里，充当着小小科学家的
角色，利用生活中的材料进行了许多有
趣的科学实验探究，比如火山爆发、神奇
的三角形、会跳舞的牛奶等小实验，让他
们漫长的假期生活丰富多彩、趣味盎然。

在书香家庭系列活动中，孩子们通过
阅读银行储蓄卡进行阅读累积，同时促进
家庭阅读十大好习惯养成，最终通过喜马
拉雅等朗读软件进行呈现。在收集上来
的活动反馈中，这个假期，孩子们的阅读量
平均在50万字左右……

体育打卡不掉线
红卫小学不仅科学课活动开展得多姿

多彩，体育老师们也频出妙招。红卫小学有
将近3000名学生，61个教学班，保证每一
个孩子在课余时间进行锻炼确实还是有一
些难度。体育老师们迎难而上，结合红卫小
学的“炫彩假期之校园吉尼斯”活动，设定体
育家庭作业打卡，做到每天一打卡，一周一
统计。体育老师每天就学生家庭作业情况
进行总结，线下及时指导，让每一个学生，特
别是后进学生，能够及时得到专业、耐心的
指导，以此保证孩子们的练习质量。

除了科学课、体育课、阅读课，红卫
小学的“空中课堂”全面开花，语文、数
学、英语、音乐……所有科目的老师们都
在各自的领域绽放光芒，无论是哪个学
科的“空中课堂”，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让孩子们在这特殊时期里既增长了知识
又锻炼了身体，真正做到了停课不停学。

前

言

1月 17日，1912班的微善小组成

员在地铁2号线麓云路站站岗。

曾玺凡

4月9日，长沙市内小学的网络课程已
来到第九教学周。六年级的语文课上，长
沙市雨花区砂子塘吉联小学1401班学生
彭卓然坐在书房的电脑前，在网课老师的
指引下，认真朗读起第七课《汤姆·索亚历
险记》……为了让孩子们顺利进入新课，砂
子塘吉联小学上演了一场书本接力赛。

群策：“后备箱”领书破解困局
2 月 28 日下午 2 时 10 分，已连续值

守吉联校园多日的校长朱鸿雁接到雨花
区教育局通知，商讨辖区学生新学期教
材的发放工作。“新教材 2 月初就已运送
到学校，暂存在广播站，听候区里的统一
安排。”朱鸿雁立马召集学校的行政班子
成员线上碰头，集思广益。

最开始，朱鸿雁提议教材发放的地
点选在学校的报告厅。“我觉得报告厅是
单门出入，容易造成人员接触，大规模聚
集，建议可以将教材运送到一楼的各间
教室里，按年级、科目进行分类整理。”副
校长熊铁军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是不是考虑招募老师志愿者和家
长志愿者参与其中，老师分发教材，家长
领取本班教材再进行二次分发。”副校长
杨露随后补充道。

但问题来了，人员一旦进入校园相
互接触，如何杜绝疫情的发生？

一筹莫展之际，朱鸿雁向大家提议，
可以选择已接受过核酸检测的住校教师
担任志愿者，而家长则开车进入校园，在
全程人员不接触的情况下打开后备箱，
装好本班教材后迅速驶离，再选择合适
的开阔地进行二次分发。

群力：为分教材旋转五百余圈
第二天，根据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学

校近9成的家长希望能现场领取教材，少
部分在外地无法赶回长沙的家长选择了
邮寄到付，还有一些仍在湖北不支持邮
寄方式的家长选择了使用电子教材。

3月1日上午8时30分，体育老师何
立与本次教材分发的教师志愿者们戴好
口罩、手套，准时赶到学校广播站。

“门一开，看到里面堆得满满当当的教

材，大家面面相觑，这可是个大工程。”何立
没有多说，接过一提书，进入忙碌状态。尽
管每位学生的课本数量并不多，但一年级
有11个平行班，学生人数逾500，怎样才能
提高效率，快速完成分书任务？何立从篮
球比赛中的背转身技术得到启发，旋转运
动远比折线运动快，还能减少体力消耗。

于是，他将堆放教材的桌子摆成弧
形，旋转着进行书本分类。“五百多圈转
下来，T恤早已被汗水浸湿多次，但我和
所有参与其中的老师一样，都希望能一
鼓作气尽早完成教材分类。”何立告诉记
者，学校原本安排了两天的教材分类整
理时间，大家仅用一天便圆满完成任务。

群发：家长力保教材到货
3 月 3 日下午 3 时，学生家长陆续驾

车来到学校西南门外的吉联巷口等候。
1401 班的班主任蒋娟老师回忆，当天的
雨下下停停，有六七次之多。她坐在刘旭
波爸爸的车里一同将本班教材运到了红
墅湾小区的南门口，由于本班学生大部分
都住在附近几个小区，几位家长志愿者前
期已确定好了4条送教材的行车路线，到
了学生所在小区门口后，便打开后备箱，
家长签字确认后即可提着书袋返回家中。

曾诚的父母因工作原因不能到场领
书，看到群里家长志愿者已到小区门口的消
息后，他鞋都没来得及换就兴冲冲地跑下了
楼，“领到教材就是要开学上课啦！”曾诚兴
奋地抱着书袋，向家长志愿者连连道谢。

头脑风暴、发书提前演练、教师挥洒
汗水、家长细心配合……朱鸿雁笑称，自
己是这次教材发放工作中各项问题的解
决者，但所有学生都如期领到了新教材，
闻到了久违的书香，“到最后我这个‘了
难队长’也没能派上用场。”

长沙市砂子塘吉联小学老师

正在分发新学期教材。 湖南师大附中高

新实验中学1812班的

胡紫霄在“云上美食

节”中的麻辣烫作品。

长沙红卫小学四年级孩子

正在完成组装简单电路的科学

实践活动。

石校长的直播课吸引了6万多教师在线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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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课堂云课堂””上拼厨艺上拼厨艺 劳动教育不劳动教育不““掉线掉线””

长
沙
市
雨
花
区
砂
子
塘
吉
联
小
学
：

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中学：

长沙市长郡滨江中学:

一个人的“新闻联播”“云课堂”的别样精彩

空中课堂充实“炫彩寒假”
长沙市天心区红卫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