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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雄安校区对接之后，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援
助办学到底援助什么？

援助绝不是单方的输
出，只有激发内在需求，双
方有效互动，才能彼此激
活，使帮扶精准落到实处。
因此，一开始，我们的定位
就是：一起做事。

第一步行动是“同课异
构”。“同课异构”能清楚识
别不同教师对同一教材内容
的不同理解与处理，由此衍
生的研讨和碰撞才能够充
分。作为学校，要做的就是
及时提供同伴学习、共同进
步的平台，调动教师的积极
性，激活教师的研究思维，
提供积极的课堂反馈，构建
可持续发展的学习生态。我
们设计让两个校区的老师一
起备课，一起上课，在共同
做事的过程中找到各自生长
点。

今天上午的三、四节
课，由万柳校区的李兵、张
海龙、盛莉、刘春祺和雄安
校区的王小文、吴雪雁、周
栩戎、巢华老师分别上体
育、科学、音乐、语文学科
的研究课。

我听的是六年级的语
文课—— 《跨越百年的美
丽》。巢华老师上课注重学
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通
过抓重点词语和句子体会
人物品质，让学生们学得
很扎实。刘春祺老师的课
则 以 制 作 “ 科 学 家 档 案 ”
为学习目的，让学生带着
学 习 任 务 去 探 究 和 思 考 ，
对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
能力非常有帮助。刘老师
的课上得行云流水，孩子
们的小手举得如小丛林般
踊跃。我对旁边的谭莉老
师说，看到这么多小手举
着，多有成就感。在中关
村三小北京校区，啥时见
过这么壮观的场面？80 多
人啊！

下 午 ， 语 文 、 音 乐 、
体育、科学老师们一起参
加了以“互动、引领、感
悟、蜕变”为主题的课堂
教学成果分享会。刘春祺
老师为大家作了 《名著片
段教学的三步九招》 专题
讲座，张海龙老师为大家
作了 《教材还是你的唯一
吗》 的专题分享。

今天的课相信老师们都
会有太多的感受。

3月19日

一起做事

“同课异构”之后，一些新闻媒体
想要上课老师们的感想。几位老师很
快就有了回应。刘春祺发来了一大长
篇文字，看得我连声叫好。

下面摘录的是部分老师的心得。
刘春祺：
3 月 13 日 一 大 早 ， 我 接 到 任

务：周一要到雄安校区进行“同课异
构”，题目是六年级下册的 《跨越百
年的美丽》，之后还要给老师们作一
期讲座。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这课怎么
备？那里的孩子怎么样？基本训练到
位吗？公开场合敢说话吗？阅读量够
大吗？我的教学设计能被孩子们接受
吗？我的课该给雄安的同行们带去哪
些新的理念呢？要不要把教学难度降
低？这一连串的问题一直纠缠着我。
到底该怎么办？经过反复思考，我最
终决定，带着我们最新的教学设计进
课堂，让那里的老师和孩子获得不一
样的感受，使他们尽快融入到我们的
教研节奏和氛围中。

为了以不变应万变，备课时我设
计了两个版本的课件，如果学生学习
有难度，我就用字体颜色变换多的版
本，用于提示学生，降低难度。如果
学生没有问题，我就用另一个版本。
另外，我还查找了一些资料提前传过
去，方便孩子们提前阅读。一切准备
就绪，我才塌下心来。

3 月 19 日早晨 6 点 30 分，我们一
行11人从北京出发，经过高速的奔波
和大雾封路的煎熬，终于在上午10点
10 分赶到雄安校区。顾不上喝一口
水，喘一口气，我在班主任郭老师的陪
同下爬上三楼。走进教室，我被眼前
的一幕瞬间惊呆了：82 名六年级学
生，把原就不大的教室挤得满满的，使
我一进门，就不得不直接走上讲台。
放下书包，我举目望去，映入眼底的是
期待，是崇敬，是尊重，是欢迎的目
光！“孩子们好！”“老师好！”一句问候，
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简单交流之后，一颗忐忑不安的心
终于归位，原来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于是我当即决定，用原始课件上课。

课堂上，我和孩子们一同畅游在
文本之中，一次又一次被科学家的故
事和精神所深深感动。生生之间、师
生之间无障碍的交流与分享，获得了
听课老师和专家的肯定。

课下，雄安区教委专管小学的主任
握着我的手说：“您的课让我们的老师
脑洞大开，也让我们的学生受益终身。”

雄安校区给我留下了印象深刻的三
个小故事。

故事一：一个男生课前递给我一张
纸，上面是他在霍金去世后写的一首纪
念小诗，他强烈要求要在课堂上读给大
家听。我仔细看了看，写得不错，但是
与我课上指导的写法有出入，怎么办？
生硬拒绝肯定不行，那会严重伤害孩子
的自尊和自信。怎么办？对呀，可以激
励他运用课堂所学知识对小诗进行重新
编写。孩子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果然
课上按要求写出了精彩的内容，并成功
展示，获得了阵阵掌声。

故事二：一个女生上课发言非常精
彩，我激动地说：“你的发言太棒了，
老师真想拥抱你，可惜，桌椅太密集，
老 师 过 不 去 ， 这 个 拥 抱 我 们 下 课 再
来！”但是，下课之后，由于我在忙着
整理学具，孩子们被老师带走了。出教
室的一瞬间，有记者追到了孩子身边
问：“刘老师还欠你一个拥抱怎么办？”
孩子机智地回答说：“刘老师在课堂上
已经用目光拥抱我了！”多么可爱的孩
子啊，那么会包容人。

故事三：课下，记者随机采访一些
孩子：“你们觉得这节课上得怎么样？
你们对老师的印象怎么样？”孩子的回
答是：“课太棒了！刘老师太好了！感
觉不像是刚刚认识，她就像教了我们六
年的老师，我们之间没有陌生感，没有
距离，我们好喜欢这个老师！”我想，
这样的评价是对我一周来辛苦努力最大
的褒奖。

中午匆匆吃过午饭，仍然顾不上喝
一口水就直奔会场，此时，这里几乎座
无虚席，不仅有本校老师，更有十里八
乡远道而来的同行，大家都静静地等着
我的到来。

说实话，一周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
准备教案，关于讲座就是把自己之前的
一个小的科研成果配上一段课堂实录分
享给大家，没想到雄安教育局的赵局长
也来到会场，他们对此次活动的重视程
度令我惊讶，更令我感动！

会场上，所有老师都静静地听，认
真地记，默默地想，没有一个人低头看
手机，那种对知识的渴求、对讲座者的
尊重令我感动。

短短的一天活动结束了，但带给我

的感动和震撼是久久挥之不去的。雄安
的孩子淳朴善良、包容豁达、勤奋乐学；
雄安的老师敬业勤勉、善学乐思。他们
目前欠缺的就是“打开”“引领”和“拓
展”。我想，随着两校区教研工作的不断
推进，雄安校区会大踏步前进。我确信！

盛莉：
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孩子一起上一节

音乐课，从教室前面一直码到最后面的
合唱台上。对于雄安校区的孩子来说，
他们也是第一次走进音乐教室上课，第
一次在上课时听到“合唱”“前奏”“间
奏”“乐句”这么多和音乐有关的名
词。和北京的一年级小朋友一样，他们
同样充满了好奇心，同样顽皮，同样对
感兴趣的事情会配合得非常好，也会瞬
间没了兴趣。如果说差别，就是因为对
于音乐的重视程度不同，孩子们对于音
乐的敏锐程度稍差。尤其在演唱的音准
方面，还需要加强。另外，因为大班教
学，他们发言的积极性和表现力也不如
北京孩子，但孩子们都有一双求知的眼
睛，他们那种对于知识的渴望，在北京
孩子的眼中很难看到。

课下和老师们交流，他们都说：
“为什么同样一节课，我们的关注点不
同呢？我们也是按照教案上的要求来准
备一节课，没想到您会给出那么多的音
乐知识。”其实，我们之所以备课不
同，是因为我是从音乐以及学生的能力
出发，来找一首歌曲中的重难点，而不
是单纯只完成教材规定的重难点。在我
的这节课上，学生们的参与热情高，因
为老师设计的活动是从低到高，根据他
们掌握的情况一点一点加入，既让他们
能掌握，又让他们总有新鲜感，所以直
到下课，孩子们还没唱够、没跳够，也
不再有刚开始上课时的拘谨和羞涩。每
一项活动都是跟音乐有关系，他们在课
上尝试了合唱，体验了弱起拍，感受了
四四拍节拍；了解了怎样划分乐句、正
确的演唱呼吸方法以及怎样轻声高位地
演唱。孩子们在不经意间学到了很多音
乐知识，当然这些还需要老师在今后的
音乐课上反复强调。

希望我再见到这些小朋友时，他们
已不再是偶尔才来一次音乐教室，希望
音乐教室中的钢琴是调过的，更希望孩
子们敢于在音乐课上表现自己。

张海龙：
作为科学老师，第一次来到中关村

三小雄安校区，站在讲台上，我的心怦怦
直跳，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我站在
了国家千年大计的这片热土上，紧张的
是我怕自己做得不够好，不能给雄安校
区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成长。

一节科学课下来，我释然了。我看
到了雄安校区孩子们眼神中对知识的渴
望和尊重。我上了一节四年级的 《多样
的天气》 课。课上，小组合作讨论，设
计自己喜欢的天气符号，孩子们兴高采
烈地动起手来。在小组汇报设计时，每
个小组的发言人都对自己的设计充满自
信，积极发表看法和设计理念，其他小
组的孩子还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我发
现，这里的孩子天生就是设计师和思想
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就在学生
们活跃得不亦乐乎时，下课铃声响了。

短短一天的接触，就使我爱上了这
里。我喜欢这里的孩子，喜欢雄安。

（作者系北京中关村三小雄安校区
执行校长）

老师们的心得

与雄安教育同频共振
——亲历者日记

张文峰

⦾亲历记

3月21日

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资
源”。在京津冀教育发展中，数据库
建设同样不可小觑。

京津冀三省市积累了一定的数
据库基础，但仍然存在数据库建设
不规范、使用率低、数据开放共享
程度不足等问题，亟待构建跨区
域、跨部门、跨层级的京津冀区域
教育数据库。

京津冀区域教育数据库
建设迫在眉睫

其一，政府科学规划决策的客
观要求。在传统决策模式中，较多
采用经验式决策，容易造成决策失
误。在大数据背景下，建立“用数据
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
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实现基于数
据的科学决策，将推动政府管理理
念和社会治理模式进步。京津冀教
育基础数据库可通过对教育、人口、
经济、社会、统计、科技等教育及相
关数据收集、整理、汇总，从教育外
部来分析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
献，为区域教育规划的制定和政府
宏观教育决策提供支撑。

其二，调整教育合理布局的客
观要求。在大数据背景下，经济社
会各领域积累了大量数据，充分利
用区域的数据规模优势，实现数据
规模、质量和应用水平同步提升，发
掘和释放数据资源的潜在价值，有
利于更好发挥数据资源的战略作
用，提升区域竞争力。京津冀区域
教育基础数据库通过对教育、人口、
产业等数据的汇总，有利于分析京
津冀三地的人口布局、产业布局、空
间布局及对各级各类教育布局的要
求，便于教育资源的统筹配置。

其三，创新区域教育治理的客
观要求。大数据应用能够揭示传统
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推
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教育事
业数据融合和资源整合，将极大提
升政府整体数据分析能力，为有效
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手段。
京津冀区域教育基础数据库建设通
过教育、人口、统计、经费、科技等领
域数据的共享，可逐步实现跨部门、
跨地区数据信息共享和应用，有利
于提高区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网络
化、智能化、精细化和精准化。

其四，推进区域公共教育服务
均等化的客观要求。京津冀区域教
育基础数据库建设有利于从数据上
分析三地教育差距，为缩小区域教
育差距、促进区域教育公平、提高教
育质量提供数据支撑。

京津冀区域教育数据库
建设的具体策略

其一，梳理经验。系统梳理其
他行业和发达地区教育数据库建设
的经验。比如系统构建政府主导、
多元参与的数据库建设主体机制；
以专题数据库为主，综合数据库为
辅，同时专题数据库向教育热点问
题相关数据倾斜；建立数据定期动
态更新机制；采用计算机辅助调查
提高数据收集效率；逐步扩大数据
库的开放程度。

其二，摸清底数。对国家层面
和省级层面现有教育数据进行系统
梳理，摸清底数。国家层面既有《中
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社会
统计年鉴》等综合数据库中的教育
数据，也有《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等专题数
据库。在省级层面，也有省级的统
计年鉴和教育事业统计资料。国家
和省级层面的数据资源为数据库建
设积累扎实的数据基础。

其三，制定目标。北京、天津、
河北三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统计职能
处室负责数据的采集、整理工作，负
责本省内政务数据的统筹，具体教
育部门和其他部门的数据统筹。同
时，建立各阶段适龄入学人口基础

数据库、学生基础数据库和终身电子
学籍档案，实现学生学籍档案在不同
教育阶段的纵向贯通。此外，还要完
善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教育
基础数据的伴随式收集和互通共享。
就北京而言，建立首都教育数据库，主
要整合教师、学生、教育投入等教育基
础数据，实现信息化收集更新。

其四，划分责任。就国家层面而
言，制定《教育大数据应用发展指导意
见》，依据教育整体发展战略和发展需
求规划布局教育大数据及发展。制定
大数据建设标准，建立教育数据的合
理开放机制。制定《教育大数据安全
管理办法》，切实保障教育数据安全。
就区域层面而言，在数据共享方面，制
定教育数据共享标准、共享分级目录、
共享管理办法，以及教育数据应用指
南。消除数据孤岛，促成教育数据共
享融合。就省级层面而言，编制《北京
市教育大数据应用工程建设方案》，制
定出台《北京市教育数据管理办法》。
明确教育数据资源的管理权限，建设
跨部门、跨层级的教育资源数据共享
平台。开展教育大数据研究，建立教
育大数据产业基地。集中优势力量破
解教育大数据应用推广过程中存在的
热点、难点问题，建立教育大数据发展
智库。就区县层面而言，加快智慧校
园建设，开展教育大数据试点。加速
开展和完善学校信息设施建设，推动
校内信息系统升级改造。

其五，建立机制。一是建立区域
教育基础数据库建设和应用统筹协调
机制，推动形成职责明晰、协同推进格
局。加强京津冀教育基础数据库建设
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明确各部门
数据共享的范围边界和使用方式，厘
清各部门数据关联及共享的义务和权
利，推动教育基础数据跨部门、跨地区
共享。二是成立京津冀教育基础数据
库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数据库建设的
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工作。三是整合
分散的数据中心资源。充分利用现有
政府和社会数据中心资源，运用云计
算技术，整合规模小、效率低、能耗高
的分散数据中心，构建形成布局合理、
规模适度、保障有力、绿色集约的政务
数据中心体系。四是建立数据库开放
共享的法规制度。对数据的采集、存
储、使用、开放进行规范管理。在风险
可控的原则下最大限度开放，明确政
府统筹利用社会数据和市场数据的权
限和范围。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加强
对基础数据的安全保护，加强对数据
滥用、侵犯隐私行为的监管和惩戒。
此外，建立数据统计部门联席会议制
度，设立数据库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
为数据库建设和应用提供决策咨询。

（作者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
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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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环

近日，北京教育学院与河北省中小学教师
继续教育中心联合举办京津冀小学特色建设校
长研讨会。图为校长们正在分享办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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