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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共享思维被越来越
多人认同的今天， 未来课堂将是什么样子？它
会给我们的教育带来怎样的变化？

11月20日至21日， 湖南基础教育领域一
群“行走在未来教育家路上”的先行者齐聚长
沙育英学校，举行湖南省第二届“湖湘教育家
大讲坛”（小学专场）。 一堂由育英学校打造的
“共享课堂”公开课，引起参会代表们热议。

老师变成了“两个人”
“同学们，你们有谁知道分身术吗？”
“老师今天就用分身术，变成两个人给大

家上课，好不好？”
11月21日，湖南省第二届“湖湘教育家大

讲坛”（小学专场）舞台中央，育英学校语文教
师李毅和该校1602班的学生一起给大家展示
他们学校打造的“共享课堂”公开课。这是一节
讲述“大禹治水”的语文课。与传统课堂不同，
课堂前方，除了黑板外，还有一块和黑板一样
大的屏幕。整堂课由李毅老师和屏幕上的“李
毅老师”两位老师共同完成。

课堂上的李毅老师带领学生们思考、阅
读、讨论，抛出大禹为什么要治水、他是怎样治
水的两个问题供同学们思考。屏幕上的“李毅
老师”给大家讲解课文中的重点、难点和易错
点，给大家展示“洪水滔天，房屋倒塌”的视频
景象，带领大家走进田野，用做实验的方法展
示“堵”和“疏”治水的不同……

短短40分钟课，给人艺术般的享受。
“我们的共享课堂，是基于共享教育思维

下的一次课堂教学改革。 即利用视频技术、网
络技术，打破课堂边界，将课文中重点、难点和
易错点，由学校名师录制好，时间不超过20分

钟，再由课堂中的老师对学生进行引导、探索
和发现。这样形成双师教学，交互性学习，提高
课堂教学效果，促进学校内师资均衡。”育英学
校校长周方苗介绍。

“这是一项创举。 它不是简单的视频观看，而
是分享、对话和共构，使课堂由共识、共智、共情，最
后达到了共生、共享状态。”湖南省电教馆教研室副
主任、全国教育技术课题评审专家余剑波说。

一所学校影响多所学校
走进湖南省第二届“湖湘教育家大讲坛”

（小学专场）会场，机器人“迎宾”、未来教室展
示，会场全程网络直播和互动……无不展示着
育英学校———这所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
校对信息技术的拥抱和融合。

“一个校长的使命在于构建照亮时代的教
育精神。 我一直勠力探索将互联网时代精神与
学校教育融合的实践模式，所以，今天，我选择
的主题是用共享思维办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11月20日，育英学校校长周方苗作为讲坛报告
人之一，分享了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

而育英学校打造的“共享课堂”，早已从校
内走向了校外，走到了全省14个市州。

永州市宁远县琵琶岗小学，是一所只有一
位任课老师的教学点。“我一个人教所有的课
程，语文、数学还好，其他的课程就吃力了。”学
校教师王老师说。

2016年6月，随着电信光纤网络和IPTV电视
教育平台在该校的开通，育英学校的“共享课堂”
也来到了琵琶岗小学。育英学校的李毅老师与琵
琶岗小学的王老师，经过线下沟通后，通过网络，
一块上了一堂语文课。让琵琶岗的孩子们也享受
到了省城名师的教学。令师生们更开心的是，育英
学校的美术课、英语课，也通过“共享课堂”来到了
琵琶岗小学，这样，孩子们除了王老师外，还多了

好几位老师，而且是省城的名师。
目前，育英学校小学一年级、二年级课程

都开设了“共享课堂”，名师名课的资源包通过
IPTV平台、互联网、手机等多种渠道上传，目
前用户量达十多万，遍布全省14个市州。自去
年6月开始，育英学校的共享课堂，还通过点对
点的方式“飞”进了十八洞村小学、九嶷山完小
等40多所乡村学校，助力教育扶贫。

“教育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育英学校通
过共享课堂， 将优质教育资源送到山区学校，
让一所学校影响多所学校，实现教育共享，推动
教育均衡，是一个很好创新和探索。”长沙市芙
蓉区教育局局长谢小红为育英学校点赞。

个性化学习不是梦
在这次大讲坛上，育英学校联合湖南新云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展示的未来教室，也令人大
开眼界。

智能交互黑板、平板电脑课桌、电子书包、
智能学习手表、 智能校牌……走进未来教室，
仿佛进入了未来的时空隧道。

“在未来教室，通过智能平板，智能学习手
表等，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将自己的学习成果一
键上传到教师智能平板上， 与其他学生分享。
这样扩展了教学的时空，可为不同层次的学生
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教育。”新云网可穿戴事
业部总经理袁燕军介绍。

“我们正在创建‘共享校园’，即一是在整个
校园搭建了一个泛在的接入环境， 实现在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都能顺畅地接入网络；二是智能
终端的互联互通，实现PC与移动终端、多媒体电
视三者的互联互通。 这样我们的老师可以不限
终端，随时随地实现教育资源共享，进一步优化
我们的共享课堂，打造没有围墙的学校，最终实
现因材施教的目的。”周方苗说。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陈华倩 )今天，第四届中国百诗
百联大赛在长沙正式启动。大赛投稿系
统全面开放，广大诗词、楹联爱好者关
注“中国百诗百联大赛”公众号，或登录
“第四届中国百诗百联大赛” 官网即可
投稿参赛。

中国百诗百联大赛作为我国传统诗
词楹联的国家级赛事，是目前中国诗词楹
联界办赛规格最高、参赛人数最多、国内
外影响很大的专业赛事。 从2010年起每
两年举办一次，此前已举办三届。

本次大赛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华诗
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湖南省文化艺术
基金会主办，竞赛主题为“九州雅韵”，投
稿体裁分为诗词曲类和楹联类， 古风、骈
文、自度曲、赋以及现代诗不纳入大赛范
围。

参赛作品要求为原创作品，具有时
代特征，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 、贴近实
际，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振奋民族精神。每人每项限投稿两
篇，并要求参赛者一律实名投稿。投稿
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28日17时， 截止
日期之前，参赛者均可登录投稿系统修
改稿件。

据大赛组委会介绍， 大赛实行初评、
复评、终评三轮评选制，每轮评选出的作
品均在网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最终评
选出优秀诗词曲作品100首和优秀楹联
作品100幅。其中，一等奖3名，奖金10000
元；二等奖6名，奖金5000元；三等奖12
名， 奖金3000元。 其余为优秀奖， 奖金
1000元。此外，还将设立最佳评论奖和特
别奖，以及作品点赞奖，对获点赞最多的
前100名作品予以奖励。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蔡建刚 ) 这是一场旅游学术思

想的碰撞,也是一场紧扣“全域旅游与旅
游业创新发展” 主题的观点表达。 今天
下午， 记者从吉首大学研究生院、 吉首
大学旅游与管理工学院获悉，由这两个
院携手承办的湖南省第十届研究生创
新论坛“全域旅游与旅游业创新发展”
分论坛，成果丰硕。

全域旅游优秀研究成果多。论坛共收
到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吉首大学、河
北经贸大学等省内外10多所高校的140
篇投稿论文， 其中有4篇博士生论文。经
评审，共评出优秀论文一等奖13篇、二等
奖19篇、三等奖25篇。

凝聚了新的旅游学术思想。 论坛邀
请到省旅游学会专家团首席专家、 吉首
大学原正校级督导张建永教授， 湖南师
范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贺小荣教授作主
旨演讲。张建永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乡村

振兴和乡村旅游》，以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 从政经
逻辑、发展逻辑、文旅逻辑和审美逻辑4
个方面讲述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贺
小荣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气候变化背景
下的旅游业：影响与应对》，让与会代表
享受了一次学术的盛宴。

研究生们收获了学术自信与客观
评价。 论坛根据投稿论文主题设置了
“全域旅游与空间优化”“文化旅游与
资源开发”“旅游新业态与融合发展”3
个分论坛，获奖作者纷纷用PPT汇报了
论文，分享了学术思想和观点。旅游业
界资深教授任点评专家， 作了有针对
性的点评。

“该论坛为省内外高校旅游及相关专
业的研究生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也为
新时代背景下我省乃至我国旅游业的更
好更快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吉首大学
研究生院院长佘佐辰表示。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杨永玲）日前，第五届亚洲微电影“金海
棠奖”颁奖典礼在云南省临沧市举行，永州广
播电视台创作的微电影《新的较量》，荣获最
高奖项———金海棠奖。 这是永州广播电视台
继去年创作的微电视《我是记者》荣获第四届
亚洲微电影金海棠奖后，再获大奖。

今年， 共有来自海内外的4360部作品
参加第五届亚洲微电影评选， 最终评选出
40部最佳微电影作品。《新的较量》 根据发
生在永州市某高校的真实案例改编： 在东
州大学的审计过程中， 市审计局经济责任
审计室主任杨剑发现了一些端倪。 东州大
学财务处钱处长采取利益诱惑、神秘恐吓、
美人计等手段，试图阻止审计的深入。杨剑
毫不畏惧， 最终查清了东州大学在基建过
程中的重大问题。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姚学
文 ）11月21日至22日，著名音乐家谭盾
的母校———长沙市芙蓉区育华小学迎
来建校60周年纪念日。 谭盾委托父亲
给学校送来贺词。在贺词中，谭盾深情
地说：“我这辈子最庆幸的事就是选择
了育华小学，开始了我的人生之旅，谢
谢老师们， 你们是我人生的恩人和榜
样。”

创办于1957年的育华小学， 现有在

校师生近600人。经过60年建设，学校已
经成为一所办学条件和综合水平一流的
小学。学校以“博·爱”为校训，以“礼、智、
乐”为学生培养目标，以武术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礼仪教育为办学特色，持续多
年获全区教育教学质量一等奖， 先后被
授予“湖南省段位制武术试点学校”“省
红领巾示范学校”“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
学校”等称号。谭盾、徐莉等一大批人才
在此启蒙。

科教前沿 共享课堂，未来教室，千里共“名师”

打造没有围墙的学校
近30万元奖金期待好诗好联
第四届中国百诗百联大赛启动

“全域旅游与旅游业创新发展”
论坛成果丰硕
共收到省内外10多所高校的140篇论文

谭盾：感恩母校 感恩老师

11月27日，长沙市第一中学的学生在进行大课间操展示。近年，该校积极
开展“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将学生的体育锻炼常态化。自编自创的搏击操、啦
啦操和足球技能练习等课间操，丰富了学生的文化生活，增强了学生的身体素
质。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青春
飞扬

永州微电影获亚洲
微电影评选最高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