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教育展台

2018 年 1 月 12 日
电话：
010-82296888

星期五

82296879

打造
“移动课堂”
让思政课
“活”
起来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效纪实 （一）

人人都有自己的移动思政课堂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
该校率先在全国高职院校中开发应用
思政课手机端移动学习平台——“静
思学堂手机 APP”。与以往传统网络
教学平台只是简单粗放的堆积视频学
习内容相比，该校的“静思学堂手机
APP” 在 内 容 和 板 块 设 置 上 更 为 丰
富，更新更及时，集传递课程资源、
提供学习服务、反馈教学评价、提供
认证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可用性更
强。
在“静思学堂手机 APP”思政教
学板块和内容的设置上，该校思政课
教学团队主动适应当代大学生个性
化、碎片化的知识获取方式和习惯，
综合运用新媒体、新技术等手段改革
微课教学，潜心制作思政课移动端微
课程、建立微课资源库，使原本抽象
难懂的教学内容以喜闻乐见、寓教于
乐的形式呈现出来，构建了传统课堂
与网络微课程有机结合的立体化教学
体系，教学效果显著提升。目前，思
政课移动端微课程已面向全体学生开
放，学生学习微课次数已经超过 10
万 次 ， 时 长 超 过 1.2 万 小 时 。 2017
年，该校在开发应用“静思学堂手机
APP”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启动了思
政课实践教学网络平台——“广西区
情教育三维虚拟展馆”的建设工作，
这一平台的启动又将进一步创新思政
课“移动课堂”。

移动课堂在区内外产生良好的示范作用

“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抬头率不高”，这样的问题在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该校通
过开发应用思政课移动学习平台——“静思学堂手机 APP”以及移动端微课程，构建了以学生学习自主型、教
学管理移动网络化、过程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线上线下教育有机结合为特征的思政课“移动课堂”，为学生学习
思政课提供传统课堂以外的另一种资源和服务。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中国梦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我们青年一代一定要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水电 1601 班韦力宏同学在寝室观看十九大报告会后，在“静思学堂手机 APP”学习十九大的讨论专区
中记录下了这样的学习体会。类似这样的场景在该校教室、寝室、图书馆、食堂……随处可见，同学们拿着手
机在“静思学堂手机 APP”上你一言我一语地留言热议，还将自己的学习笔记上传到 APP 的学习社区。
“‘静思学堂手机 APP’让思政课‘活’起来啦！教学手段更新，学习内容更丰富，学生个性化和碎片化
的学习需求得到满足。这是高校思政教育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结果。”该校思政部主任黄振宣说，当
前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思政课面临四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即如何让所有学生参与、如何让学生真
正喜欢、如何让教师有积极性以及如何构建学生的价值体系。通过“移动课堂”，基本上初步解决这四个难点，
让思政教育入耳入脑入心，让学生获得感得以增加，终身受益。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
教学团队积极推广应用思政课教学
信息化建设成果，在区内外产生了
良 好 的 示 范 影 响 作 用 。 2015 年 以
来，建设成果共获奖 43 项，其中包
括：一批反映本成果的微课、教学
软件在广西高校教育教学软件大赛
和 职 业 院 校 信 息 化 大 赛 中 获 奖 20
项，在校级信息化比赛获奖 23 项。
“钓鱼岛的战略价值”和“劳动者辞
职的法律问题”等两个优质微课在
广西高校信息化教学培训班上多次
被作为典型案例推广交流。成果先
后 4 次受邀在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
政课建设联盟年会、全国高职高专
思政课实践教学推进会、全国高职
高专院校思政课创新论坛等重要场
合进行推介，得到了与会领导和同
行的高度评价。成果已被北京电子
科技职院、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长沙铁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外国语职业技术学院、海南科
技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等 11 所区内外院校学习借
鉴，辐射效果显著。2016 年，建设
成果还入选了广西高校思政课创新
示范项目。
系列成果也得到了专家的高度

打造有时代感、参与性强的思政课堂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建智 1601
班薛铿锋同学在“静思学堂手机
APP”微课平台上认真学习了十九大
专题材料，他在平台上完成了讨论
题之后，就不停地刷新网页，希望
尽快看到老师和其他同学的评论。
这次的讨论题是“我为广西脱贫攻
坚献一策”。这样与时俱进的讨论题
不能像以往一样单纯从书本找答
案，也不是临时的考前突击，而是
将一个个与思政教学相关的时事热
点布置给同学们进行分析、讨论，

引导同学们通过图书馆翻阅资料、
网络资源查找、师生互相讨论等方式
完成。
翻书、查资料、讨论，广西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的思政课就这样成功的
“移动了课堂”。很多晚上，学生们在
宿舍“走家串户”，相互请教着“静
思学堂手机 APP”上发布的题目。网
络教学平台的讨论版上，上百个话题
持续更新。现在已经形成了学生学习
自主、教学管理移动化、考核学习过
程与结果相结合、线上线下教育有机

配合为主要特点的思政课教学新模
式。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考核
方式、实践教学等全方位的改革与创
新，提升了教育教学效果。目前，基
于移动学习平台应用的思政课教学新
模式已经面向全院各专业班级推广
实践，成效显著。2017 年，“‘互联
网+’时代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移
动课堂’的研究与实践”荣获广西职
业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可
以说，这样改革后的课堂才更富有时
代感。

评价。2016 年 10 月，新疆职业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 全国
最美思政课教师”
王学利教授赴广西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考察后，不仅对
该校思政课教学信息化建设成果给
予了高度评价，而且决定将该成果
在新疆职业院校中推广使用。2016
年 11 月，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政课
建设联盟理事、海南外国语职业学
院党委书记陈礼民亲自率队到该校
学习交流借鉴思政课教学改革和课
程建设相关经验。2017 年 11 月，以
广西师范学院李继兵教授为组长的
广西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检查专家
组到该校检查思政课教育教学工作
后，对思政课建设特色项目给予了
高度评价，认为该校思政课教学信
息化建设“特色明显、成效喜人”。
改革高职生思政课教学，尊重
学生学习体验，提升思政课教学质
量。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静思
学堂手机 APP”让师生们人人都有
了这样的移动课堂，这样的思政学
习富有时代感，更具参与性，已经
成为校园里师生们互动交流的思想
殿堂，这样的移动课堂切切实实让
思政课“活”起来了。
（马 虹)

知识课堂变成思想殿堂
“怎样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
文秘 1601 班韦金媚同学躺在宿舍床上
问——如今，思政课的内容已经成了
她们宿舍“卧谈会”的必聊项目之
一。她们带着问题，结合所学知识展
开讨论，你一言我一语，在思想的碰

撞中，扩宽了对问题解答的思路，加
深了对问题的认识。
“静思学堂手机 APP”平台上的
“研讨社区”是最受欢迎的模块之
一，学生讨论发言后，教师和其他同
学进行线上回复和课题评论。通过线

上讨论和课堂互动，教师与学生、学
生与学生、网络与课堂之间形成良好
的互动。开放和交流让该校的思政课
程充满了魅力，这样的思政课不再单纯
属于教师，也不单纯属于学生，是所有
人的课堂，是思想交流的殿堂。

丰实生命开创家业

创验未来紫冰花开

——记哈尔滨市实验学校王媛校长
王媛，哈尔滨市实验
学校党总支书记、校
长。正高级教师。哈
工大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专业硕士。哈
尔滨市市级领军人
才梯队后备带头
人。哈师大物理与
电子工程学院学科
教学专业教育硕士研
究生指导教师。市未来
教育家培养工程学员。市第 36
届劳动模范；中国好校长、市“身边好校长”
标兵；省现代园丁奖；省课程改革先进个人；
中国科协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优秀科技教
师。省优秀班主任、省现代园丁奖、省教学能
手、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先进个人、省优秀物
理教师。

铸理想信念，师德高尚作表率
2015 年 5 月，王媛被任命为哈
尔滨市实验学校校长，筹建一所从
零开始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从第一
年 300 名学生到现在第三年 2000 名
学生，创造了实验速度、实验标
准。王媛校长说：“在过去的两年
里我更感受到了责任的沉重，作为
学校首任校长，一直让我殚精竭
虑、如履薄冰的不仅仅是面对党委
的信任、百姓的期待，如何办一所
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更重要的
是该如何带出一支队伍，为百年实
验奠基！”王媛校长带领的实验战
队开启研修新常态：通过网络议
课，提供交流碰撞新平台；进行主
题培训，提升研修内涵新实效。在

多元

专家引领下，提升研修的高度；在
同伴互助中，拓宽研修的广度；在
自我反思中，触及研修的深度。王
媛校长创办的教师党校，承担起探
索新时期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综合
改革相结合的光荣任务，承载起培
养实验学校百年基业的合格建设者
和优秀接班人的重大使命。向党保
证，做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夯扎实学识，课改先锋领头雁
王媛深爱自己的教育事业，她
在课程决策、课程组织、课程引导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带领团
队聚焦紫冰花核心素养，构建紫冰
花文化体系、课程体系、现代治理
体系为支撑的紫冰花少年涵养生态
系统。2017 年 6 个年级实现了自愿

包容

选课走班、分类选择和分层推进实
践、跨学段和跨学科融合。实验学
校被授予首个“中华文化书院基地
学校”，被批准为“哈尔滨市艺术
体育基点学校”“哈尔滨市体育传
统校”“全国校园足球示范校”“哈
尔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集
体”，成为中小学首个“社科普及
基地”，“全国青少年优先传统文化
示范学校”“全国青少年优先传统
文化示范基地哈尔滨分基地”。王
媛校长的教育思想专著 《紫冰花开
——让生命在教育中诗意地栖居与
成长》 由顾明远先生作序，华东师
大出版社出版。她主编的 《紫冰花
开——关于中小学实施中华优秀文
化教育的路径与机制研究成果集》
也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聚仁爱之心，春风化雨为教育
仁爱之心是做好教育的基础，
她丰富德育工作内涵，创新德育工
作方式，在德育工作中践行“立德
树人”理念，坚持“德育研修内涵
化”打造专业化德育工作队伍；
“校
本课程统筹化”构建立体化德育课
程体系。她在德育管理工作中，构
建立体德育网络，分层次、分梯队
提升；实施制度引领，保障生态体
验场的创设。她创设了“助学，筑
梦，铸人”为主题的班主任论坛。
她创新成人礼方式，不断提升成人
礼的内涵。在生态自然的情境中打
造一支专业化的德育工作队伍、构
建一个立体化的德育课程体系。
王媛撰写的 《关于推进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教育落地实施的建议》
被市里列为重点建议。撰写的 《关
于黑龙江省 2018 年取消文理分科，
高考实行“3+3”模式的招生制度
改革将推进初中深化课程改革实施
的 建 议》， 被 哈 尔 滨 日 报 、 哈 考
网、新晚报教育等多家媒体转发，
引来社会众多关注和热议。2017 年
9 月，该项改革方案已经上报教育
部门，2020 年在全省推进。在社会
担当中，王媛展现出一名四有好老
师、好校长的情怀、思考和坚守。
王媛坚持“立德树人”党的教
育方针，德风沁润，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锐意前行，用行动引领实
验每一朵紫冰花，用激情追逐、成
就她的教育梦！
（哈尔滨市实验学校校办）

和谐 共赢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街道教育办公室致力打造特色教育样本 （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街道办
事处，近年来投入 1000 余万元支持教
育发展，以质量为生命线，致力打造
特色教育的华山样本，使各校的办学
条件得到快速改善和提升，初步形成
了“传承文化精粹、创建书香校园”
“纸剪斑斓、雕琢精彩人生”等特色教
育品牌。
在济南市，常住人口是户籍人口
10 倍以上的街镇并不多，华山街道下
辖 26 个自然村，户籍人口 4.6 万，常
住人口 （居住超过半年） 50 万左右。

这些常住人口怀揣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来到这里，而教育作为民生之基，自
然备受关注。近年来华山中学重点高
中上线率、普通高中上线率稳步提
升，较好地满足了群众对美好教育的
需要，连续多年被评为历城区教书育
人先进单位。

坚持多元主体办学
华山街道办事处教育办公室下辖
2 所中学、6 所小学，分别是珑城中
学、华山中心中学和华山小学、珑城
小学、盖佳学校、还乡店小学、宋刘
小学、姬家小学，占地总面积 16.5 万
余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6.9 万平方米。
开办 183 个教学班，现有在校中小学

生 7815 人，在编教师 347 人，非在编
教师 157 人。
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
价值是多元的。多元是生态多样性发
展的重要特征，当然也是市场经济条
件下教育发展的当前现状与必然趋
势。2017 年 1 月，国家发布 《关于鼓
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促进民办教育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积极鼓励和大
力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鼓励营利性民办学校建立股权激
励机制，更加促进了教育的多元化发
展。
正是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华山
教育近年来也不甘落后，与时俱进，
一直在积极探索谋求多元主体发展之
路，以极大限度调动办学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激活各学校的办学活
力。目前，华山教育旗下的 2 所中
学、6 所小学，它们都是相对独立的
办学主体，有自己的校长和管理人
员，实行校长负责制，拥有较大的办
学自主权，自主管理学校的一切事
务。为了借助优势教育资源做大做
强，提升华山教育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打造自己的教育品牌，通过多次
协议谈判，珑城中学、珑城小学、华
山小学已经与济南外国语学校教育集
团形成托管关系，正在利用外国语学
校教育集团先进的教育理念、管理经
验和品牌影响力，加快发展提质的步
伐，驶入发展的快车道。而其他学校
也计划通过协议托管或兼并等形式，
依托本市具有影响力的其他优秀教育

品牌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

建立包容运行机制
“ 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
仞，无欲则刚。”这是著名民族英雄、
清末政治家林则徐在总督府衙的题联，
清楚表明了自己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
有容，即包容，宽宏大度。包
容，语出 《汉书·五行志下》：“上不
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
”包容
是无处不在的，
“草木有情皆长养，乾
坤无地不宽容”
，包容共生是大自然发
展的一条重要规律。
包容也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重
要因素。教育尤其需要包容，教学相
长、师生合作，都离不开理解和包

容。教育的真谛是爱，教师必须富有
爱心，实施爱的教育。只有以爱传递
爱，以心换心，教育才能传递人间的
真善美。教师一旦有了爱，就学会了
包容与谅解，就能宽容学生身上的不
足和偶尔犯下的错，引导学生自由全
面发展。近年来，华山教育一直在探
索建立包容运行机制，要求管理者具
有包容性思维，善于运用包容理论来
管理学校，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
理教育。特别是随着外国语教育模式
的参与，华山教育更加需要互相理
解，互相包容，和合互助，在彼此磨
合与包容互谅中成长进步。用包容换
来“家门口的优质教育”
，让华山的孩
子可以自由选择优质教育资源。
（孙宝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