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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在 9 个智慧教室一同开讲线
性代数，创下同时带 8 个班、学生
平均成绩高出其他班 20 分的纪
录。”谈及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
学院青年教师代晋军，很多教师、学
生都会竖起大拇指为其教学能力点
赞。这个学期，代晋军继续创新教学
方式，采用信息化技术以“1+N”的
模式带了15个班。

这是该校实行本科教学改革后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华中师大从
营造教学环境、变革教学理念、创
新评价方式、发展教师能力等 8 个
维度重构本科育人体系，通过组建
本科生院、实施小班化互动式教

学、开设“教学节”、设立“教学
创新奖”等手段，推进教育内容、
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加速本科
教育“四个回归”。

制度设计之变——

打造“重视教学、崇
尚创新”的全新导向

“不重视本科教育的校长不是
合格校长。这个校长不是指某个
人，而是整个学校的党政、学院领
导班子。”在近期的教学节上，华
中师范大学校长赵凌云多次要求，

“教师的主业是教学，科研的目的

是为教学服务，不上课的教授就是
不合格的教授。”

自 2015 年起，华中师大每年
都举办教学节，开展教学工作坊、
技能竞赛、公开课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倡导教师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鼓励师生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以打造“重视教学、崇
尚创新”的全新导向。

教学的基本载体是课堂，为将
课程炼成“金课”，该校研制出台A、
B、C三类教学课程资源规范，对所
有课程采取“建设—应用—认证—
资助”的模式：任课教师对课程建
设完成后，学校将组织校内外专家

通过课堂听课、问卷调查、资源认
证等方式对课程进行验收，目前已
认证A类课程32门、B类课程184
门、C 类课程 245 门，累计资助教
师984万元。

“现在花在教学上的时间，是
以前的两到三倍，但也收获了很
多。”有教师感慨，首先是自己的
教学能力得到了提升，其次是学
校在考核体系上也逐渐向教学倾
斜。

几个明显的变化是：学校管理
层听课评课常态化制度化；将课程
建设及应用列入职称评定条例；依
据教学能力评选“教学型教授”；开

展了三届“本科教学创新奖”评选，
一等奖奖金10万元，一等奖课程成
为全校教学改革创新示范课。

“新考核方式更公平，也更能
锻炼人。”该校第二届本科教学创
新奖一等奖获得者田媛，组建团队
研发出集课堂签到、答题、讨论等
功能于一体的教学互动工具“微助
教”，打造师生互动、同伴互助的
学习氛围，让学生不做低头族，真
正融入信息化时代的高效课堂。截
至目前，“微助教”已在越来越多
的高校中推广，累计超过300万名
学生从中受益。

（下转第三版）

举办“教学节”设立“教学奖”评选“教学型教授”

华中师大：千锤百炼出“金课”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毛军刚 党波涛

本报北京 1 月 28 日讯 （记者 李澈） 近日，教
育部发布 《关于加强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指
导意见》，提出到 2022 年，面向各级各类教育、全
体教师和适龄学生，全面普及绿色安全、可管可
控、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实名制空间。

指导意见指出，要以空间为纽带，贯通学校教学、
管理与评价等核心业务，将空间作为基于信息技术教
育教学的基本环境，作为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
共享服务的主要渠道，作为先进文化建设和家校共
育、校企共建的有效载体。此外，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的作用，引导企业、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

在实施层面，指导意见提出了8项主要任务，包
括：整体推进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全面实现“一人
一空间”；发挥空间主渠道作用，优化教育资源配
置；推动管理者率先应用，促进教育治理现代化；
组织教师创新应用，实现教学应用常态化；组织教
师创新应用，实现教学应用常态化；引导学生主动
应用，实现学习应用常态化；鼓励家长积极应用，
实现家校互动常态化；加强能力建设，提升空间应
用和支持服务水平；加强典型区域和学校培育，促
进空间应用推广普及。

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应要求空间服务
提供方加强空间数据的持续规范采集，实施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建立健全内容审核、应急处置等管理
制度；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加强对各类人员网络安全
教育培训，提高自觉维护网络安全、抵制不良信息
的能力，确保空间网络、信息、数据和内容安全。

教育部发布指导意见

加强网络学习空间
建设与应用

本报北京 1 月 28 日讯 （记者 王家源） 教育部
今天发布学生寒假安全预警，提醒学生提高安全意
识，预防网络沉迷，警惕网络陷阱、电信诈骗、传销
和借贷陷阱。

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冬季用电用气安全、水上安
全、冰上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提
高预防溺水、预防冬季流行病、预防毒品等安全意
识。遵守公共场所秩序，不进入危险区域，学习掌握
逃生自救常识。

预防网络沉迷。正确认识、科学对待、合理使用
网络，自觉抵制成瘾性网络游戏，绿色上网、安全上
网。合理安排假期时间，培养良好生活方式。

警惕网络陷阱。防范犯罪分子通过网络发布虚假
兼职信息骗取学生财物，甚至诱骗学生从事非法活
动；防范网络真人娱乐、体育投注、电子游艺、彩票
游戏等涉赌项目诱骗学生参赌。

警惕电信诈骗。防范诈骗分子通过短信等方式发
送虚假消息，如信用卡还款、快递未领、网络欠费，
甚至家人遭遇危险等，诱骗学生拨打咨询电话，诱导
学生转账汇款到所谓的“安全账户”。

警惕传销陷阱。防范传销组织以“创业、招聘、
交友”为名在线上线下散布虚假消息，诱骗学生参加
各类传销组织，进而骗取学生及其亲朋好友钱财，甚
至危及学生生命安全。

警惕借贷陷阱。假期学生出行、购物、聚会活动
相应增多，要注意防范非法借贷平台推出的各类消费
贷款产品吸引学生超前消费。

教育部发布学生
寒假安全预警

1 月 28 日，农历小年。湖南
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的年
味很浓。

“过秤，付钱。”我们跟随老
潘到大圩镇竹林村62岁的陈有凤
家收购自制腊肉。这已是他走村
串户到建档立卡瑶胞家收购年货
的第四天。

老潘是中南大学在大圩镇建
设的电商平台基地管理员潘纪
兰。“这些年货包括腊肉、鸡蛋、
红薯粉、野生茶油等农副产品，
从村里收购后，拉回镇上的电商
基地打包、贴价格标签后，连同
在各家各户的收购进行整合，运
到长沙在电商平台统一销售。”老
潘说。

2013 年，中南大学对口江华
实施定点扶贫。几年来，结合当
地实际，中南大学从教育、健
康、电商、产业、旅游、驻村帮
扶等多方面着手，积极开展工
作，并在大圩镇建设了电商试点
基地，由学校信息学院开发“瑶
都优品”电商平台，通过帮助当

地打造线上电商平台销售渠道，
帮助村民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问
题，让更多的优质农副产品走出
大山，实现建档立卡户脱贫致富。

中南大学还通过线下“以购代
捐”福利团购的模式，在大圩镇采
购大米、野生茶油等五类产品。“目
前，首批农产品抵达学校后，全校
教职工已经购完。”老潘说。

正说着，老潘的手机响了。
“后台又来订单了。”老潘认真看
着手机说，“每天除了备货发货
外，还要到各个村寨寻找合适的
农副产品帮助销售。2018 年通过
线上平台销售、‘以购代捐’统一
促销农副产品 1000 多万元。”老
潘一边说一边往其他村赶去。

“通过互联网平台，让江华的
优质农产品提升了品牌知名度，
以大批量的形式销售到了北京、
长沙等大城市，帮助贫困户脱
贫。”中南大学驻江华扶贫工作队
队长、江华县副县长 （挂职） 黎
胤说。

本报江华1月28日电

走，到瑶山深处收年货
通讯员 唐世日 王辉 本报记者 阳锡叶

最近，浙江杭州一位退休教
授因为朋友圈一张“师生大家庭
年会”图片，意外成了“网红”。
这张图片里，“挤满”了近百人，
年龄从几岁到60多岁，簇拥着一
对老年夫妇。他们是这个持续了
20 年的“陈家军”研究生年会的
主角——陈畴镛和他的夫人刘思
红。

陈畴镛曾任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党委副书记，现在是浙江省信
息化发展研究院院长，也是全国
知名数字经济研究专家。

陈畴镛治学严谨，对学生在
学业上管得很严，哪怕是学生交
的小论文他都会逐字逐句改，标
点符号都不放过，有时为学生改
三四次才投去发表。严厉背后，
是对学生的关爱，陈畴镛带过的
学生都很尊敬他。“陈老师关心我
们每个人的学习和生活。读书
时，他经常喊我们去他家里改善
生活，每次都准备好丰盛的饭
菜。”陈畴镛的学生胡保亮说。

从1999年开始，陈畴镛办起
了迎新年会。除了在校生外，历
届毕业生基本都会到。关于年
会，陈畴镛有个原则：费用一律
由夫妇俩出，学生不得带贵重礼
品，结婚的尽量要把爱人、孩子

带着。
随着陈畴镛带的研究生越来

越多，参会人数近百人。头几年
还能在家里办，到了2005年，家
里实在坐不下就放到酒店里，费
用还是夫妇俩出。

年会上大家都说着开心事，
唯一让陈畴镛见不得的，就是学
生因贫困耽误学业。2000级的一
名研究生，由于交不起学费有辍
学的打算。陈畴镛和老伴商量，
从家里拿出了8000元帮学生交了
学费。这对当时年工资仅两三万
元的大学教师来说，8000元不是
小数目，可是夫妇二人拿钱时一
点儿也没犹豫。现在，这名在一
家上市公司担任首席信息官的学
生常说：“没有陈老师，就没有我
的今天。”

今 年 的 年 会 上 多 了 一 个 主
题——“获得感与幸福感”。陈
畴镛在新年贺词里对近百名弟子
说：“习近平总书记说‘要不断增
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我的
获得感、幸福感来自改革开放，
来自国家的繁荣昌盛。一名老师
能桃李满天下，就很有获得感；
看到弟子们都在往前奔跑，都在
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就是我的
幸福感。”

退休教授的年会“传奇”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叶璟 程振伟

“门庭虎踞平安岁，柳浪莺歌
锦绣春。好！好！写得真好！”

“老师，麻烦您再给我写一副
吧⋯⋯”

临近春节，甘肃省环县罗山
乡文化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 。 书 写 春 联 的 案 台 前 围 满 了
人，叫好声、掌声不断，书法家
们挥毫泼墨，将辞旧迎新、家庭
和睦、吉祥祝福等话语写在春联
上，送给现场群众。

这 些 书 法 家 绝 大 多 数 是 教
师，也是环县教体局以环县五中
党委书记、中书协会员杨树岳个
人名字命名的“杨树岳书法名师
工作室”成员。写春联、送春联
是该工作室每年的“规定动作”
之一。

环县地处陕甘宁交界，文化
底蕴深厚，各级各类学校历来重
视书法教育。近年来，环县教体
局 以 课 堂 为 核 心 ， 以 促 进 教 师

“三笔字”书写和普及学生书法教

学为抓手，积极营造良好的书法
学习氛围，书法教育出现了蓬勃
发展的喜人局面。

“书法教育在中华传统文化传
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调研中
我们发现，一些中小学书法教育
十分薄弱，处于无课程标准、无
课程开设、无专门师资境地。”环
县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明君
说，为此，县教体局要求积极创
设书法艺术氛围，把书法教育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同时，县教
体局把教师“三笔字”的书写纳
入教师基本教学技能考核，每年
举办一次全县师生规范汉字书写
大赛和书法展，并将优秀的作品
送到各乡镇学校巡回展出。

为提升书法教师专业水平，
2015 年，环县教体局与知名书法
家张改琴所创立的书法教育奖励
基金会签订了为期 3 年的书法教
师培训协议。同时，聘请书法界
的名人名家担任授课教师，举办

书法教师培训班 3 期，共培训专
兼职书法教师 180 人、书法特长
生120人次。

为推动全县书法教育均衡发
展，2016 年，环县教体局成立

“杨树岳书法名师工作室”，组建
优 秀 书 法 教 师 团 队 ， 通 过 开 展

“送培进校”“送教下乡”等活
动，规范书法教育课程，并开发
了3本校本教材。

每天早晨，环县合道镇中心
小学学生到校第一件事就是把一
页工工整整的书法作业交给班主
任或书法课指导老师。这是该校
为每名学生布置的特殊“家庭作
业”，迄今为止，已坚持了 6 年。

“学校把书法教学作为素质教育的
突破口，积极开展书法写字教育
教学活动。如今，学生们普遍爱
上了书法课，也渐渐喜欢上了书
法，每名学生都能写一手漂亮的
毛笔字。”校长付建成自豪地告诉
记者。

“每名师生都能写一手漂亮毛笔字”
本报记者 尹晓军

1 月 24 日，安徽理工大学大
四学生马凯旋在合肥市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捐献
造血干细胞，为四川一位患者送
去了生命的希望。采集造血干细
胞的近 5 个小时里，四川患者手
写的问候纸条就在马凯旋的病床
边，上面写着：你的爱心永远温
暖着我。愿你健康快乐！谢谢你！

2015 年秋，从山东农村考入

安徽理工大学的马凯旋参与了造
血干细胞采样。几个月前，大四
的马凯旋接到淮南市红十字会电
话，毫不犹豫地答应捐献。由于
采集时间无法确定，马凯旋先后
完成了期末考试和考研，抢购了
1 月 13 日返回山东郓城老家的车
票。1 月 11 日，他接到患者病情
危急需要马上捐献的通知，给父
母打了电话后改签了车票。

顺利完成捐献后，马凯旋亲
手将含有造血干细胞的 234 毫升
混悬液交给四川医护人员手中，
并用自己的名字祝福四川患者早
日康复。

新华社发
上图：1 月 24 日，采集造血

干细胞的近 5 个小时里，四川患
者手写的问候纸条就在马凯旋的
病床边。 陈彬 摄

“你的爱心永远温暖着我”

本报梅州 1 月 28 日讯 （记者 李小伟）“北京
2022”奥林匹克教育全国学校工作会议今天在广东
省梅州市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总
结交流了各地学校体育工作、奥林匹克教育及冰雪进
校园工作的经验，研究部署了奥林匹克教育总体工
作。

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
开展好冰雪进校园工作是办好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的重要内容。全面加快推进奥林匹克教育和
冰雪进校园工作，将奥林匹克教育和冰雪运动纳入到
学校常规教育教学工作中，大力开展冬季运动项目系
列比赛活动；遴选建设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加强
奥林匹克教育和冰雪进校园工作的经费投入，将奥林
匹克教育和冰雪进校园纳入督导检查范围。通过校园
文化建设，使更多的青少年接受奥林匹克教育，参与
冬季冰雪运动，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
成功举办营造良好氛围和环境。

奥林匹克教育将
纳入学校教育教学

敬告读者
中国教育报在 2019 年春节期间 2 月 4 日至 11

日 （农历除夕至初七） 休刊 8 期，2 月 12 日正常
出版。感谢读者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恭祝大家新
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