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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设计 余怡陋

彭 静 马 冰
4 月 8 日下午 2 时，北京师范大学

株洲附属学校小学部（下称小学部）

X1702班邓淞译提交了这一周的美术

实践作业——旧衣服改造的书包。他

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介绍材料来源，

讲述剪、缝的过程，分析设计亮点。在

动手、动脑的比拼中，该校3000余名小

学生度过了一个丰富、有趣的史上“最

长”寒假。

种棵大蒜引发思维碰撞

近日，科信组老师面向 1—4 年级

的学生布置了一项特别的实践作业：

种下喜欢的种子，细心呵护并记录其

生长过程。X1806班学生欧阳楚钰图

文并茂地画出大蒜每天的成长进程；

X1803班学生刘千石分别将大蒜进行

水培、土培，每天用尺子精确记录它们

的苗高。“发散思维，碰撞灵感，这是孩

子们最震撼我的地方。”小学部科信教

研组组长苑倩介绍。

“这只是孩子们创意的冰山一

角。”苑倩说，两个多月来，该校 7个学

科组共布置了一百次左右的主题实践

作业。最具轰动效应的，当属美术组

发起的“模仿名画”活动，孩子们翻箱

倒柜寻找道具，还原名画的色彩、色

调、造型，一天就有 600多名学生上交

作业。9 岁的陈咏礼穿上了妈妈的婚

纱，头上缠着一条白色丝带，站在椅子

上让裙摆自然垂下。他侧着脸，用双

手托举着花瓶模仿法国画家雅姆·蒂

索的《丁香花束》。美术教研组组长尹

雅芳表示，学生们在模仿名画的过程

中，不知不觉地就学会了构图和摆拍，

尝试去理解名画作者的创作心境与表

达意图。

孩子们的精彩比拼引来了多家媒

体争相报道，作品上传至网络后，第一

天点击量便达到5400万。

数一万粒米见证数学实践

“有惊喜，也有波折。”数学教研组

组长邓军感慨道。3月初，邓军在网上

聆听名师讲座时，受到“全景育人”的

理念启发，兴奋地提出了“让学生数一

万粒米，完善对‘万’的认识”的建议，

经教研组反复讨论过后，3月14日，数

学组老师面向二年级学生发起了为期

10 天的“万粒长征”（数一万）实践活

动。

满怀期待的邓军却遭遇了家长的

不理解：孩子在二年级上册只学了100

以内的数字，突然要求数 1万，本身就

有难度。大人都不能静心数完 1万粒

米，更何况是好动的孩子。有家长在

朋友圈“吐槽”：没被疫情折磨，要被数

米粒折磨了……最初两天，孩子们的

参与率不到50%。

邓军心里委屈，也很着急。她与

家长多次进行沟通，重申活动的目的

在于让孩子在实践中感知“10 个一百

是一千，10 个一千是一万”，修正孩子

对“万”的感觉。并呼吁他们坚持几

天，观察孩子的变化。

两三天后，参与活动的人数逐步

增多，家长反馈也越来越积极。不少

家长感慨道，“孩子知道了 10000 里面

有 1000 个 10，也明白了 1 万粒玉米粒

和 1 万粒米的体积不一样”。“孩子竟

然学会了利用尺子、牙签等多种工具

来数。”“我女儿每天吃完晚饭第一件

事就是要数米，这个活动中，她懂得了

坚持和努力”……在家长的配合指导

下，学生最终的参与率达到了 90%以

上，一半以上的学生完成了挑战。

疫情防控转化为生动教育资源

“每一次的实践作业主题，教研组

都会提前规划，严谨研讨。”小学部教

务处主任刘小玲告诉记者，每周会分

时分科进行集体备课，总结一周班级

学习情况，备好一个礼拜的课堂练习

题，分析、整理学生上交的实践作业，

并商定下一次的实践活动主题。

孩子们宅家学习的日子即将结

束。学校在制定实践主题的同时，也

提早规划开学准备工作，3月中旬便组

织了“开学第一课”教案编写大赛，就

如何抓住契机，将疫情防控转化为生

动的教育资源，引领学生盘点好习惯，

做好新计划等内容展开了比拼。

在各学科教师的精心准备下，更

丰富、更多元化的教育正等待孩子们

返校体验。

北京师范大学株洲附属学校小学部：

“加长寒假”不虚度“云课堂”里看点多

姚 瑶 刘志良
4月7日晚10时，湘乡市东山学校高三

班主任王赛英还没有回家。她戴着口罩，

提着小喷雾器，在教室内外认真地喷洒 84

消毒液。“现在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学生下晚自习后，班主任要对教室把好最

后一道关，保障学生有个安全放心的学习

环境。”

随着湖南省高三、初三年级复课，沉寂

了许久的校园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近日，

记者在湘乡市东山学校采访时了解到，该

校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教学质量，为高

三学子安心备考送上“定心丸”。

科学精准防控疫情

“请同学们排好队，注意保持距离，家

长们请止步。”4 月 7 日清晨 8 时许，湘乡市

东山学校大门口便不时传来行李箱滑轮滚

动的声音，前来报到的学子们正在按秩序

依次出示健康卡，进行体温检查、双手消

毒、行李消毒。校长付建华及老师们在一

旁热情地迎接。

学校与两个月前相比，有些不一样

了。“祖国山河无恙，师生胜利归来”的黑板

报格外醒目，宣传疫情防控和卫生常识的

海报随处可见。教室里的课桌椅已经按照

单人单桌的顺序排好，上课时老师和同学

们都需全程佩戴口罩。寝室里弥漫着淡淡

的消毒水味道，每个床铺标识了各种防控

注意事项，宿管老师一遍遍地叮嘱同学们

注意通风、消毒……

513班学生陈小康进入食堂后，惊喜地

发现，学校用纸板将原本可坐8人的长方形

餐桌隔成了 4个座位，颇有点古代“入京赶

考”的感觉。“同学们虽然不能边吃饭边聊

天了，但这样做有效避免了大家正面接触，

大家都很支持。”

“正式开学，不等于放松防疫。学校是

人员密集场所，疫情防控工作一点都马虎

不得。”付建华告诉记者，东山学校共有高

三学子 1053 名。开学前，学校对学生的身

体状况和行动轨迹做了全面摸排，同时进

行了开学演练，制订了详细的开学预案。

学校根据需求备足了防疫物资，并专门邀

请专业消杀团队的人员对校园进行全覆

盖、无死角的消杀工作。同时，邀请疾控中

心医生来校对教职工进行疫情防控专业知

识培训，每天早晚组织大家对课桌、教室、

餐厅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杀工作，确保校园

环境安全。看到学校的各项防控措施做得

如此细致，同学们直呼“很有安全感”。

稳扎稳打备战高考

距离高考不到三个月时间，在做好开

学防控工作的同时，东山学校把备战高考

摆上重要议程。

“开学第一周，我们将通过调查、作业

检查、评测、访谈、数据分析等多种方式诊

断线上教育教学效果。分学科对每一个学

生线上学习情况建立学习档案，使教师科

学准确把握学情，让教学符合学生学习、生

活实际。”该校高三年级组组长、副校长文

映生告诉记者。

“非常时期的考验更加有利于学生抗

压能力的培养。”523 班的班主任葛敏认

为，学习步入正轨，首先要考虑疏解学生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恐惧以及对高考的焦虑。

她在班上进行了“战疫情迎高考”的主题班

课，讲述各种抗疫故事的同时，引导同学们

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获得成长的感悟

和思想的淬炼。

针对学优生、临界生、学困生等不同学

生群体，东山学校各班级在学生间建立了

一对一帮扶小组，制订了不同的教学方案，

为学困生、临界生补短板促优势，力争均衡

发展。“最后的 90 多天是冲刺期，必须精耕

细作、稳扎稳打。”文映生说，根据教育部考

试中心最近出版的《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和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学校将设立专

题进行研究，精选相关习题进行知识全面

巩固提升，让学生尽快调整好应试应考的

状态，备战高考。

姚 瑶 王 睿
“喂，是浏阳市一中吗？谢谢

你们的网络视频课程，很多学生看

了以后都表示针对性很强，对他们

很有帮助！”4 月 7 日，浏阳市高三

学子纷纷告别“宅”家时光，开启久

违的校园生活。而在这一天，浏阳

一中教学处主任谭应良却收到了

一通来浏阳市电视台的感谢电话。

从2月23日上午8时开始，浏

阳一中便将自己录制的视频课程

通过浏阳国安广电窗口向全市高

三学生定时推送，每天10节课程，

内容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物理、

化学、生物等课程，有难题解答、知

识点分析，还有习题讲解。9000

余名浏阳高三学子的客厅教育时

光就这样变得丰富起来。

自主录课远程教学

时间退回到两个月前。湖南

省教育厅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各中

小学校在疫情防控延迟开学期间，

在科学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

上，通过电视、网络、移动终端等方

式搭建网络教育平台。“当时长沙

市配备了统一的网络教学课程，但

是由于各地区、各学校教学进度不

一致，使用的配套辅导材料有区

别，学生们一时间难以适应，抱怨

声也纷至沓来。”谭应良回忆道，从

2月12日起，浏阳市一中便明确了

以自主录课为主的远程教学模式。

年过五十的高三年级数学老

师黎湘对自己的第一堂网课记忆

犹新。“少了与学生的互动，平时要

讲 40 分钟的内容，录课时只用了

20 分钟就讲完了。”黎老师说，他

的第一堂课被打回重录了 4 遍才

符合要求。

第一次录制视频课，教师钟兴

明也感觉“压力山大”。“视频授课

的主要难点在于无法与学生互动，

我只能凭经验推测哪个知识点学

生比较难懂，哪个知识点对于学生

比较易懂，然后有针对性进行讲

解。”钟兴明说，录课之前，他会给

学生布置预习作业，让学生反馈知

识难点，然后根据学生们的反馈备

课。

视频课程送给全市高三学生

校长袁章军告诉记者，浏阳市

一中原本只有两间录播室，为了满

足录课需求，在物流极其困难的时

期，还是斥资20多万，火速增装了

6间录播室。

“我们录制的视频课程比较系

统，是根据本校教学进度来设置

的，教学环节也非常完整，有复习

巩固、知识讲解，还有作业批改、学

习考核。针对一些比较难的知识

点，老师会专门找时间开直播课，

如果学生觉得这个知识点自己掌

握了，就可以不听，方式比较灵

活。”谭应良对记者说，视频课程推

出后，大部分学生反馈良好，这给

了老师们莫大的鼓舞。

在得知浏阳市其他一些学校

不具备录制视频课的条件

时，学校决定将自己的视

频课程将作为一份特别的礼

物，送给全市所有高三学生。

“浏阳一中的视频课相当‘硬

核’，都是满满的干货。”浏阳市电

视台工作人员熊涛说，浏阳市一中

的视频课程一上线就受到了全

市学子的青睐，“每次发布课

程表的微信链接，点击率

都有好几千。电视台还接

到过好几通学生家长打

来的感谢电话。”

据了解，截至目前，

浏阳市一中共录制了视频

课程上千堂，仅高三年级

就超过了500堂。浏阳市一

中校长助理赖章武告诉记者，

浏阳市一中对于互联网环境下

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探索并没有结

束。

“这两个月，我们利用难得的

契机让老师们掌握了网络教学手

段，搭建了网络教学平台，在接下

来的时间里，我们还将加大学校网

络教学资源的储备，录制微视

频，对经典的题型进行解答。

以后学生在手机上随时

可以找到解题方法。”赖

章 武 对 学 校 未 来

的 智 慧 校 园 建 设

充满信心。

谢扬烁
4 月 6 日晚上 11 时，一向早早入睡的

新田县瑞华实验学校科研处主任张强失

眠了。第二天是学校开学的日子，他回忆

起自己前段时间辅导教师制作录播课程

的点点滴滴，心中感慨万千。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春季延期开学，昔日讲

台上的教师需要转变

为“网络主播”。瑞

华 实 验 学 校 利 用

“线上会议”“线上

培训”等方式，为

全校400多名教师

开展课程录制技能

培训，同时创新思

路，实施网课的研课

磨课，确保教师“停课不

停教”、学生“停课不停学”，

实现了教学从线下到线上的无

缝对接。

课件背后的故事

年近50的教师陈炳英对

互联网技术并不熟悉，当线上

教学的任务下达，这给陈炳英

出了道大难题。3 月 10 日是提

交网课课件的最后期限，可面对复

杂的课程录制，直到3月9日下午，陈

炳英都无从下手。

无助的她决定向张强求助。张强一

步一步示范给陈炳英看，演示结束时，已

经是晚上 10 时。为了保证录课按时上传

到云端，陈炳英必须要在第二天早上 6 时

以前把课件交给他，但她是否能如质如量

完成课件呢？

第二天清晨，仍在睡梦中的张强被一

阵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很

是疲惫：“张主任，我是陈炳英。课件已经

做好了，请您审阅。”张强看了看时钟，5点

半，距离规定的6点还有半个小时。

在查看陈炳英的课件时，张强发现这

份课件不仅符合要求，甚至还加入了动

漫、插画等元素，方便学生理解。短时间

内为何能做到如此精致？带着疑问，张强

拨通了陈炳英的电话，电话那头却传来的

陌生的声音：“是张主任吗？我是陈炳英

的丈夫，她昨晚通宵做的课件，现在已经

去休息了，如果没通过，我去把她叫醒。”

“不用不用，课件已经通过了，等陈老师睡

醒，麻烦您向她表达一声我的感谢！”

疫情中，像陈炳英这样默默耕耘的老

师，在新田县瑞华实验学校还有很多。他

们克服着各种困难，只为在特殊时刻给学

生提供最好的教学服务。

“云上教研”提质网课

对所有师生而言，网络授课都是新鲜

事物。由于老师无法和学生面对面，没法

直接获得课堂上的直接效果反馈，如何保

证学生听课质量，解决互动教学等问题，

老师们想了很多办法。

初一年级数学备课组的伍雪辉、刘丽

花、陈伟名三位老师负责整个初一年级数

学录课教研。三人通过多次沟通交流，对

教学内容精雕细琢，力争为学生创造出最

好的课堂效果。

“经过十几次的修改，终于敲定了二

元一次方程课程的教学设计。”陈伟名告

诉记者，由于网络课程的互动性较差，无

法实时接收学生反馈的信息，针对教学内

容，他们最初是设定为5个课时，最后发现

重复雷同的内容太多，不得不给课程做减

法。

要把网络课程上出新意，就必须实时

了解学生对课程的想法与感触。三人中，

刘丽花每天都会收集学生对录课的建议，

反馈给备课组，共同探讨接下来的录课制

作。“有学生反应二元一次方程需要多做

一些习题，是否在课件中收入几道中考真

题？”“是否在图形题的解答过程中插入视

频方便学生理解？”……研讨声中，课件的

质量稳步提升。

精心研磨的课件大大提高了学生们

的学习热情。1905 班的学生谢谱娟家庭

条件较差，却自掏腰包办了流量套餐把录

课看了一遍又一遍。同班的学生肖鹏波

是个英语偏科生，却在英文视频朗诵环节

找到了学英语的乐趣，每天提交的作业让

任课老师连连夸奖……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田县瑞

华实验学校的老师迎难而上，不断钻研，

实现了线下课堂到线上课堂的无缝对接，

有条不紊地推进学生各学科学习。

浏阳市第一中学：

给浏阳市高三学子的一份特殊礼物

新田县瑞华实验学校：

录课下苦工 教学出新意

湘乡市东山学校：

复学路上备下“定心丸”

北师大株洲附校运动场。

浏阳市第一中学“宅家”学子重启校园时光。

新 田 瑞 华
实 验 学 校 的 老
师 们 在 家 中 制
作网络课件。

（本版图片由相关学校提供）

学生入校前接受体温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