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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数字教材新生态 共促数字出版新发展

“人教数字出版工作会·2019”在贵阳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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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程学院

“四微一体”打造思政“金课”
思政课比较枯燥、乏味，学生不爱

听、不想听，怎么办？湖南工程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把握教育信息化带来的机
遇和挑战，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
而为，统筹谋划，系统推进，构建了思
政课“四微一体”的教学体系，打造有
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思政“金
课”。

微课堂：增强思政获得感

微课堂是对传统思政课以老师讲授
为主教学方式的反思和改进。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彭栋梁认为。在课堂教学
中，教师将课堂分成多个模块，通过模
块化的设置与学生进行全员互动，增强
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微课堂并不是简单地在时间上对课
堂进行分割，而是利用信息化平台设置
多层次、互动性强的教学环节，让学生
从以听为主变为课堂的主体。比如，基
于“蓝墨云班课”生成的课堂测试、投
票、问卷能得到即时反馈结果；主题讨
论、头脑风暴能将学生们的留言即时显
示，并根据主题词出现频次显示“词

云”，使得课堂交流更有针对性；讨论
答疑、小组作业随时可以进行。

“花样百出”的微课堂让学生真正
参与到教学互动中来，实现了全员深度
互动的教学目标。团队 3 名教师也获得
北京蓝墨大数据技术研究院颁发的“湖
南省 2018 年度十大魅力教师”称号。

微课程：打造思政亲和力

“思政课是一门与时事政治关系密
切的课程，要打造思政课的情怀和温
度，就要在课程建设中注重培养学生对
时事的关注度，从而提升他们对理论的
理解能力。”团队主要成员朱霁老师认
为。根据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团
队教师有针对性地在各课程平台上传相
关教学资源，主动回应大学生的理论关
切，培养其理论兴趣，提升其理论思维
能力。围绕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团队及
时上传相关资料。围绕 G20 杭州峰会团
队制作了 《G20 杭州峰会及其意义》 等
一批微视频，让学生通过这种形式活泼
的微视频接收相关信息。

在团队建设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宣传空间上，教师
设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学
成果展示”“经典阅读”“形势与政策”
等栏目，将学生自己制作的微视频 《恰
同学少年》《妈妈，我帮你》《缝隙中的
文明》 及其他实践成果以及权威专家的
诠释、讲解文章、视频以学生喜闻乐见
的方式呈现出来，将思政教育蕴藏在大
学生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中，提升思
政课的亲和力。

微交流：传播思政正能量

交流就是一种思想的碰撞与对话，
团队探索的“微交流”方式是一种基于
网络平台就某单一主题与学生之间建立
的交流方式。在团队建设的网络教学空
间中设有留言、私信、空间动态，“蓝
墨云班课”设有“私聊”等交流渠道，
超星“学习通”设置有课程群聊、消
息、邮件等。团队利用“微交流”随时
为学生释疑解惑及引导学生在讨论中相
互释疑，提高学生对世情国情党情的认
识。比如，为了引导学生深刻领会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爱”内涵，团队

教师一方面上传了专家的阐释与解读文
本、视频，另一方面大力宣传“湖南工
程学院寝室好姐妹先后捐造血干细胞救
人”等发生在学生们身边的正能量事
迹，同时发帖“友爱的典型”，引导学
生在互动交流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入脑入心。

微平台：培育思政挑战度

学生对思政课的学习不能仅仅停留
在知识层面，而要上升到理论与思考，
这样才能激发他们对于这门课程的兴
趣。在教学设计、课堂互动、课程建
设、评价体系中，团队十分注重思想价
值引领，如用科研成果“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及其实践路径”

“全球化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
建构的思考”等引领价值观教育，帮助
学生认识到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传播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是他们
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团队成员利用在“学习通”开设的
“红星精神永放光芒”红色资源实践育

人平台开展“学生主体”式的实践教学

活动。通过革命故事、红色歌谣、红色
影视剧及红色微视频的学习、欣赏和传
播，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
递给学生。团队还打造了“红色潇湘”

“新时代思想下基层”两个公众号，致
力于传播红色文化及为学生开展“互联
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千村万户”社会实践提供服务。

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用
“创新性”实现新媒介和教学育人深度
融合创新；用“高阶性”课程培养学生
综合素质；培育有“挑战度”的课程，
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
从而杜绝了思政“水课”，打造了思政

“金课”，增强了思政课的吸引力。团队
教师也荣获2015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
信息化教学比赛二等奖 1 项；2016 年湖
南省高校“讲话精神热校园”微课作品
创意大赛二等奖；2017年湖南省第二届
微课比赛一、二等奖各 1 项；多人获大
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性学习成果展
示竞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湖南工程学院 彭栋梁 高跃辉
熊龙英）

“四微一体”是指
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思政创新团
队”依托移动互联网技
术，在课堂教学、课程
建设、师生交流、学生
实践等教学活动中综合
使用“微课堂”“微课
程”“微交流”“微实
践”等方式开展教育教
学活动，与学生随时随
地进行互动的一种教学
体系。从2014年在世
界大学城建设“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网络宣传空间到建
设4门思想政治理论课
微课程、1个红色资源
实践育人平台及两个微
信公众号，“思政创新
团队”走出了一条构建
“四微一体”教学体
系、打造思政“金课”
的教学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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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箱：hgzxxxxx2019@sina.com 电 话：0766-2911666 13927133170 （欧老师） 15521197142 （潘老师）

地 址：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惠中路一号 关注微信公众号“黄冈中学新兴分校”，了解更多学校资讯

·招聘信息·

一、学校简介

黄冈中学新兴学校是湖北省黄冈市教育部门、
湖北省黄冈中学与温氏股份系企业广东筠富教育管
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办的全日制、全寄宿、全封闭管
理的完全中学，分初中部、高中部和国际部，共
120 个教学班，可提供学位 4800 个。学校校长、管
理团队、学科带头人均由黄冈中学和黄冈市教育部
门选派，拥有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致力
打造广东省一流名校。

学校坐落于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县城的文教综
合园区，地理位置优越。新兴县处于广佛肇经济
圈、珠中江经济圈的交会地带，距广州市约 1 个半
小时车程。

二、招聘教师岗位

（1） 初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生物、
政治、历史、地理。

（2） 高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生物、政治。

（3） 术科：体育 （游泳、武术、篮球、排球、
乒乓球）、音乐 （管乐、声乐、舞蹈）、美术 （油
画/造型绘画、版画、平面/广告设计、漫画/插
画）、信息技术。

三、岗位要求

（1） 在职教师：职前学历为全日制本科或研究
生相关专业，目前在职在岗且取得教师资格证。

（2） 应届毕业生：重点本科及以上学历相关专
业，且取得教师资格证。

相关说明：以下情况优先录用
（1） 具备中学一级及以上职称。
（2） 省、市、区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取

得突出成绩的教师。
（3） 在省级示范中学或省、市重点中学任职 5

年以上。

（4） 有毕业班授课经验且业绩突出。
（5）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重点大学优秀毕业生。

四、教师待遇

初中老师年薪 13 万—30 万元，高中老师年薪
15万—35万元。享受免费公寓和餐费补助等，享受

“六险一金”，子女入学享受学费减免优惠，在总公
司旗下地产公司楼盘购买住房享受员工优惠。湖北
省黄冈中学本部跟岗培训；享受与公办学校教师相
同的职称评聘、评优晋级待遇；享受国内外各类进
修培训机会，学校积极创造条件让教师成长为名
师。教师聘用合同可每 5 年一签，在本校工作满 10
年后可签订教师长期聘用合同 （也可根据教师实际
情况调整）。

五、应聘方法

请将本人的个人简历、毕业证、身份证、教师
资格证、普通话等级证书、职称评定证明、教学成

绩证明或学业成绩证明、各种获奖证书等有效扫描
件以 1 个附件的形式发至邮箱 hgzxxxxx2019@sina.
com,注：邮件主题为“在职/应届—应聘岗位—姓
名—毕业院校—联系电话”。资格审核通过后，学
校将在收到简历后的两周内通过电话或短信的形式
通知面试。

时值 3 月，多彩的贵州春意浓。
3 月 19 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贵

阳 召 开 “ 人 教 数 字 出 版 工 作 会 ·
2019”，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媒体融合发
展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 《中国教
育现代化 2035》 精神和要求，努力推
动出版业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

会议以“数字教材，产业生态”
为主题。中央宣传部门出版机构负责
人，贵州省委宣传部门负责人，贵州
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
事长、总经理王先宁，人教社党委书
记、社长黄强，以及来自全国 29 个省

（区、市） 出版集团的领导和教材中心
负责人、人教社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
人、各省数字公司负责人、人教数字
合作单位代表等共 260 余人参会。

贵州省委宣传部门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贵州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大力实施“大扶贫、大数
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认真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紧跟时代步伐，
抢占发展先机，积极构建数字流动新
通道，释放数据资源新价值，激活实
体经济新动能，培育数字应用新业
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当
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引领新一轮
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传统出版

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把传统出版的
影响力向网络空间延伸，是出版业巩
固壮大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迫切需
要，是履行文化职责的迫切需要，也
是自身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新时
代，出版业必须提质增效，以融合催
生精品，贵州将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
术、互联网思维和新发展理念推动出
版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王先宁表示，贵州出版集团长期
以来高度重视与人教社业务合作，为
实现人教社优质资源在贵州的应用推
广进行了务实、深入研究。按照国家
教育部门“教育信息化发展”要求，
布局数字教育，做好优质数字资源产
品代理、区域服务及系统集成等新工
作，大力推进数字教育普及发展。贵
州出版集团希望与出版业同仁一道，

共同把数字教育事业做大做强。
黄 强 表 示 ， 对 数 字 出 版 而 言 ，

2018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闻出版事
业与产业的协同发展正式提上日程。
这一年，转型升级、融合发展之后，
数字出版提质增效刻不容缓地摆在出
版人面前，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
量发展成为数字出版的当务之急。数
字出版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出版业
发展主要方向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
面向未来，人教社将继续加强与各兄
弟出版集团的深入合作，在数字化时
代浪潮下，充分发挥教育数字出版在
内容、品牌、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共
同构建数字化时代新型产业合作关
系，推动教育数字出版产业生态形成
和产业化应用实现，进一步推动出版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

专家报告环节，北京大学中国教
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以“数字
化时代的教育财政策略”为主题，深
度解读数字教材教育政策演进，阐述
了教育数字出版的方向。人教社副社
长、人教数字公司董事长王志刚围绕

“构建以数字教材为内容核心服务体
系，打造服务教育新业态”，分析了信
息化时代教育出版面临的政策、市
场、技术三大挑战，指出数字教材在

教育信息化进程中发挥着“基础资
源、基础应用、基础连接、基础服
务”作用，是出版服务教育的核心资
源，要构建以数字教材为核心的新型
内容资源体系。

大会进行了数字教材垂直服务平
台和 3D 打印课程解决方案发布仪式。
人教数字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巧林主持
数字教材垂直服务平台发布仪式。这
款产品集国内各版中小学数字教材于
一体，依据相关数字出版标准，为出
版单位提供数字教材“加工—发布—
阅读—管理—授权—数据接口”等专
业服务，可对接各级各类教育管理、
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育信息化应用
软件及多媒体终端。平台现已涵盖人
教版教材、凤凰版教材、粤版教材、
鲁版教材、冀版教材等多版本数字教
材，占全国教材市场份额 80%以上。
会上，人教社与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海
峡出版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家教
材出版单位举行了首批数字教材垂直
服务平台签约仪式。依托这一平台，
人教社将与各省 （区、市） 出版集团
共同构建以内容、政策、市场、服

务、科研为内涵的数字教材生态共同
体。

人教数字教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沙沙主持发布 3D 打印课程解决方案。
这是以教材为核心，集软件、硬件、
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实践活动 3D 打印课
程解决方案，具有课程权威、定位高
远、内容丰富和应用灵活的特点，对
教育部门及学校、师生均有较高应用
价值，可提供简单易行、合理有效的
教学方法和完备的课程资源，大幅降
低 3D 打印课程开设门槛。

数字出版战略研讨和业务研讨活
动上，与会领导、嘉宾主要就我国教
育数字出版发展战略、教育数字产品
研发和市场拓展，以及如何加强合
作、共同服务教育信息化等议题进行
了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大会为
教育出版企业带来了新的视野，为出
版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打造
数字教材生态共同体的提出富有前瞻
性，数字教材垂直服务平台和 3D 打印
课程解决方案将获得更多数据支撑，
在未来竞争中占领数字教育的先机。

助推教育信息化时代传统出版业
发展，促进教育出版行业转型升级和
融合提升。路在前方，亦在脚下！

（任子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