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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
院学生周晴来说，这个暑假有
着一番别样的意义。

身为北工大经鹰志愿团的
团长，至今周晴已经参加了三
个学期的“天阶支教”活动。每
周她都会坐五六个小时的公交
去京郊辅导农民工孩子。然而
在她的心中，其实一直还有另
一个梦想，那就是能有机会真
正到贫困地区进行支教。

这个暑假，借助一道互联
网的爱心电波，周晴的这个愿
望终于实现了。

在今年的暑期社会实践
中，周晴和她的同学一起，跨越
了660公里的距离，为菏泽市单
县曙光学校的300多名初中生
送上了为期30天的“线上教学”
支教活动，在北京与单县之间
架起了一道知识与爱的“无线
电波”，让这个特殊的夏天因知
识与温度变得格外美好。

朴实的想法
采用线上教学的形式开展

支教活动的重要原因，当然是
至今仍然没有结束的新冠疫
情。

“受疫情的影响，人员聚集
很不方便，加上我们选择的支
教地区十分遥远，因此，我们只
能通过电波，架起一座‘空中课
堂’。”周晴说，虽然支教方式与
传统方式略有不同，但她觉得
他们同样是在做“有意义的事
情”。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道电
波所连接到的单县曙光学校，
周晴再熟悉不过了，因为那就
是她中学时的母校。也正因为
如此，对于当地的情况，周晴比
其他人更多了几分担忧。

“作为国家贫困县，单县的
教育资源匮乏、师资力量不足，
许多乡村地区儿童父母长期不
在身边，缺乏监督管理，尤其是
暑假，不少孩子沉迷电视和游

戏，荒废了大量时光，”周晴说，
针对这一情况，支教团决定帮
助乡村儿童解决这一问题，通
过网络为他们辅导功课、提升
成绩。

很快，周晴与经鹰志愿团
的7名骨干以及1名班上的同
学，便组成了一支9人的支教实
践团队。然而，面对单县当地
的300多名初中生，仅仅凭借9
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于
是，他们向北京工业大学全校
招募志愿者，为志愿者提供30
小时的志愿时长以及0.5个第
二课堂学分。

招募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仅仅两天之内，他们就招募到
了60多位志愿者，从而满足了
线上支教的人员需求。为了实
现线上授课质量的最优化，支
教团还为这些新加入的志愿者
匹配了自己擅长的科目，合理
地进行人员分配。

“为了实现更加精细和优
质的教学安排，我们还根据支
教中学所使用的教材版本，搜
集购买了大量的课件和资料，
覆盖课程基本内容、知识点提
纲、英语听力音频、练习试题等
各个方面，实现课程内容的优
质化，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周晴说。

就这样，在今年7月底，所
有的学生已到位，小老师已到
位，课表已到位，课件资料已到
位……当一切安排就绪后，一
场跨越660公里的“云端”支教
便正式拉开了帷幕。

专业化的运行
在支教过程中，考虑到学

生的暑期安排，支教团在周一
至周六设置了相应课程的课
表。上午，他们通过腾讯会议
系统，对初中三个年级的学生
进行同步授课指导；下午，志
愿者则会与学生们开展一对一
的辅导，学生有任何问题都可

以随时向这群“小老师”请教。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能让贫

困地区的学生真正充实自我，提
高学习能力，支教团成员充分发
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特长，开展
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
动。

比如，在开展教学之前，志
愿者们会自发组成备课组，对线
上教学提前开展培训。在教学过
程中，除了进行“一对一”的在线
答疑辅导之外，他们还会在每节
课后，将精心准备的课件发在微
信群中，供学生们温习知识。为了
提高教学质量，支教团成员还会
与学生家长密切沟通，详细了解
每个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合
理备课和安排辅导时间……

“为了鼓励学生们坚持学
习，我们还开动脑筋，推出相应
的‘激励机制’——出勤率高以
及课堂表现良好的学生会得到小
奖品。”周晴说，此外，支教团
队还开设了科技知识、生物实
验、诗词赏析等一系列兴趣类拓
展课程，让学生们自主选择参
加。

同时，结合疫情防控，支教团
成员还开展了相关的主题教育课
程，在寓教于乐中提升学生们的
道德素养和爱国情感，加强疫情
防控意识。为了把控“教学质
量”，除了一线教学的志愿者外，
支教团还设立了“督学”岗位，并
安排了专门的志愿团成员，负责
管理协调各类事务。

在课程结束之后，支教团成
员更是发挥自身优势，在当地学
生中开展了大学生活宣讲课活
动，向学生们分享大学生活的日
常，包括校园景色、专业学习、
学生组织、社团活动等。这也引
起了中学生极大的兴趣，激励他
们努力读书、认真学习。正如曙
光学校八年级 （2）班学生王新
源所说:“真希望这些北京的哥
哥姐姐能一直教我，我一定会好
好学习的，不让他们失望。”

善举的收获
转眼间，为期30天的线上教

学结束了。回望这段时间，支教
团其实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协
调志愿者进行教学任务划分、处
理腾讯会议卡顿、应对一些志愿
者突发请假等情况，但是他们在
不断摸索中，逐步完善了教学安
排，很好地完成了线上支教的任
务。

受访时，曙光学校校长孙桂
玲表示，北京工业大学的志愿者
网课组织得力、效果显著，学生们
都有一定的收获，是一次很有意
义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曙光学
校所在地镇政府和团县委对这次
活动也给予了肯定与支持。

对此，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副
书记、校长柳贡慧也表示，大学生
能看到社会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力量去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为乡村儿童送去知
识和关心，让他感到很欣慰。

“勿以善小而不为，他们把这
些善良的种子种在心中，日后成
长为给社会带来温暖的人，勇敢
地肩负起当代大学生的责任和使
命！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复兴需
要大学生去奋斗，作为校长，我为
他们的善举点赞！”柳贡慧说。

对于支教团成员自身而言，

这段经历也给他们上了一节很好
的“思想教育课”。

“看到单县曙光学校的学生
们那么渴望学习，我觉得30天的
坚持与付出很值得！”作为支教团
的成员，林沐雪在读书时也曾受
到过资助。现在，她有能力用自
己的力量回馈社会。“我很开心，
因为我长大了，我也成为了有能
力帮助他人的有用之人。”

回想起此次支教活动时，支
教团成员柯雅婷也深情地说：“在
义务服务的同时，我们也用心感
受着奉献的意义，在每一次的活
动后都会有一种心灵的升华，我
们的生命也因此而更加精彩。”

对此，周晴和支教团的志愿
者纷纷表示，在这样一个特殊时
期，为期一个月的“云端”陪伴给
这个假期增添了一分别样的色
彩。“希望支教团能够凭借一己之
力，点亮贫困地区学生们的内心
世界，传递给他们前行的力量。
这次社会实践会给我们留下一份
美好的回忆。”

据了解，北京工业大学经鹰
志愿团今后将继续探索“互联
网+”支教模式，推动“支教创新”，
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支教服务
体系，促进支教项目可持续性发
展，用爱心浇灌梦想，用实践绘就
青春。

架起一道知识与爱的“无线电波”
——北京工业大学学子云端支教山东单县300余名学生的故事

通讯员 张宇庆

9月21日中午时分，正是就餐的
高峰时间段，湘潭大学南苑师生餐厅
内各个餐位前，排满了前来就餐的师
生。在二楼的自助餐厅内，这个时候
尤其人气爆棚，前来就餐的师生络绎
不绝。这里鸡鸭鱼肉、小菜点心、荤的
素的辣的炸的蒸的一应俱全，80多个
菜品一字排开，供师生自由择取。前
来就餐的师生手里端着餐盘，有序地
随着人流打菜——在这里，每个师生
都能找到他们的所爱。

有别于其他餐厅的计费方式，这
个自助餐菜的价格不是按份来定，而
是按量计费。与其他餐厅内打菜阿姨
一勺一份的“大开大合”式的打菜动作
不同，师生们在自助餐这里打菜显然
都特别“小心翼翼”，他们会自觉地一
小点儿一小点儿地往餐盘里按需取
菜。在计费处，大部分人似乎“心有灵
犀”，均会不约而同地把餐费控制在十
元左右。用餐结束，绝大多数师生恰
好做到了“光盘”，餐厨剩余很少。

湘潭大学后勤保障处饮食中心副
主任肖沣介绍说，湘潭大学自2015年
引入自助餐，开始就餐方式改革试点，
到目前为止，湘潭大学8个食堂中，就
有北山、兴湘、南苑、琴湖、金瀚林等5
个人流量大、就餐人数多的食堂推行
了这种就餐模式，在节约粮食、减少餐
厨剩余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以前学生是按份来打菜算钱，
现在采取的是按量计费模式，按多少
钱一斤来计费，能吃多少就打多少，极
大地减少浪费，特别是餐厨垃圾减少
量很大。”肖沣经过长期观察后作过大
概估算，“以前我们每个餐厅大概有5
桶餐厨垃圾，每一桶大概是50升100
斤的样子。自从引进自助餐以后，餐
厨垃圾最多剩点儿汤汤水水，大概是
一到两桶的样子，总共不到200斤。另外就我们数据统计来说，师
生就餐回流量也特别大，所以这个就餐模式师生非常认可。”

“我们自助餐厅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倡节约。师生会根据自己
的用餐量，能吃多少打多少，从用餐量这块进行节约，基本可以保
证每一次都光盘。”自助餐厅店长李祖乾对此深表认同，她还从餐
厅经营成本控制角度谈了这种模式的好处，“我们在丰富菜品的同
时，从原材料进货这块开始节约，师生喜欢的菜品我们可以适当多
增加一些，不喜欢的菜品我们可以从源头上少进一些，节约了食材
的成本，较好地减少了浪费。”

一个小小的计费方式的变化，让师生根据食量自主打菜，从
而减少剩饭剩菜，再到餐厅根据师生打菜形成的反馈，对师生喜
欢的菜品多进一点儿料、多做一点儿量，控制成本，节约食材。
这两个方面的正向调节，形成了资源节约上的良性循环，为湘潭
大学食堂既节省了大量资源，又赢得了“食客”们的广泛好评，
广大师生纷纷“用脚投票”。

“为什么我们都喜欢到这个自助餐厅来吃呢？首先它可以让
我们吃饱，第二个能让我们吃好。我们在节约了生活费的情况
下，能够达到一个光盘的标准。因此，我们都比较喜欢来这边吃
饭。”正在南苑餐厅就餐的2018级图书馆学专业学生李波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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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团成员在为曙光学校的初中学生上网课。 北京工业大学 供图

专业理念的优化与
“双栖”人才的目标定位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浙江越秀外
国语学院第一批本科专业之一。2008
年创办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普遍不
景气，许多高校纷纷缩减或取消该专
业。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并没有简单
地从当时毕业生出路不理想的现象去
取舍，而是从深化专业认识入手，重
新审视专业理念，确立人才的目标定
位与培养模式。经过反复讨论，首先
确立了“双栖”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
与改革思路，解决了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的指导思想问题。学校从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和设置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的目的出发，结合外语院校的特
色，紧紧把握世界汉语热的形势，认
真审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
现状，充分把握“互联网+”的时代
潮流，预测国际形势可能出现的变
化，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优化了专业
教育的基本理念，改变了人才培养的
目标定位，形成了以“中外融通”“线
上线下”融合为内核的“双栖”人才
培养作为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新定位。

所谓“中外融通”，就是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毕业生具有中外文化的高素
质，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这是针
对当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面临的不稳
定的国际形势作出的抉择。如果形势
变化，大多数毕业生在暂时出不去的
情况之下，只能先选择在国内就业。
这样，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生必然
要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外语专业的毕
业生竞争，这就必须要强化中外语言
文学与文化的素质和能力，达到中外
融通，以期更好地参与国内市场的竞
争。所谓“线上线下”融合，是指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教学技能
上，既能掌握在国外线下实体空间进
行面对面的汉语教学的技能，也能掌
握利用互联网线上虚拟空间进行跨境
汉语教学的技能。所谓“双栖”人
才，就是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生
既可以到国外工作，也可以在国内就
业；既可在线下面对面进行教学，也
可在国内网络汉语教育机构的网络平
台上开展跨境汉语教学，甚至可以自
己创业，建立自己的网络平台，进行
跨境汉语教学。

人才培养目标的优化，为专业改
革明确了方向，理清了思路。这种

“双栖”人才的社会适应度高，市场竞
争力强，更能体现出复合型、应用型

和国际化的特色，为建设新文科专业
奠定了基础。

“一体两翼”模式的
建构与“汉语+”人才培
养方案的确立

传统的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简单地将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列为语言学科范畴，忽
视了包含汉语语言和中华文化的“全
汉语”意识，弱化中国文学与文化的
教学；二是外语教学以英语为主，忽
略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小语种的
语言特殊性；三是单向地将人才出口
定位为出国任教汉语，并且只注重面
对面的线下教学技能培养，忽视了线
上虚拟空间“面对面”教学技能的培
养，从而导致了大多数学生就业时

“国外走不出去”“国内落不了地”。为
了改变这种现状，学校确立了“双
栖”人才培养目标。围绕“双栖”人
才的培养，建构了以“一体两翼”为
内核的基本模式，确定了“汉语+”
人才培养方案，形成了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基本思路。

所谓“一体”就是一体主导，是
指确立一个主体和核心。这就是汉语
与中国文学与文化。教学内容以汉语
与中国文学与文化为主体内核，夯实
毕业生的专业根基。“汉语+”就是要
使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回归和确立“汉
语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主体地位，
在突出语言课程的同时也强化中国文
学与文化的教学。所谓“两翼”，就是
两翼互动，是指两种专业技能。这就
是跨文化交际的外语实战能力与“互
联网+”时代的教学技能。首先是强
化外语教学，突出多语种表达能力的
训练，鼓励学生参加“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通行语言的学习，开设相关课
程，举办强化培训班，提高了学生跨
文化交际的实战能力。其次是强化现
代教学能力的培养，突出互联网线上
跨境教学技能的训练。为此学校建立
了跨境线上汉语教学实训中心，突出
了学生线上虚拟空间的跨境汉语教学
技能的训练，凸显“互联网+”时代
特征。

“一体两翼”模式，是根据汉语国
际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从知识
体系到实践体系作出的科学选择，使
学生扎实地掌握了汉语言文学与文化
的基本知识及其理解运用能力、跨文
化交流的基本知识与实战能力、汉语
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的知识与技能，
夯实了学生的专业基础，提高了学生
的素质，增强了社会竞争力。

“四元融合”的课程
模块和“四维协同”的
实践教学体系

任何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都必
须反映在课程体系和实践体系上。只
有建立了科学的课程体系和实践体
系，人才模式改革的目标才能有保
证。因此，学校从外语院校的实际出
发，在改革中进行了长期而认真的探
讨，并进行了多年实践检验，最终确
立了“四元融合”的课程模块和“四
维协同”的实践教学体系。

所谓“四元融合”，就是从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人才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
力出发设置的四个课程模块，形成了

“以汉语和中华文化课程板块为主体，
以外语和跨文化交际课程板块与教育
教学课程板块为支撑，以实践课程为
推手”的课程体系。学校将汉语与中
国文化（文学）课程作为核心课程群
和专业课程体系的主体，确保中国语
言文学类课程全面开设；并且在外语
与跨文化交际的课程模块设置中充分
发挥学校有15个外语语种的优势，既
开设了“第二外语”课程，又开设了
小语种辅修专业，还定期开办60课时
的泰语、阿拉伯语等小语种的强化培
训班，提高学生通往“一带一路”国
家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设置教育与
现代教学技术的课程群时，除开设通
常的线下教学技能的系列课程之外，
还率先开出了“跨境线上汉语教学与
实践”课程，又专门建立了跨境线上
汉语教学实践中心，供学生训练，要
求学生4年必须完成至少20课时
的线上教学实践。此外，学校还
设置了一个实践课程模块，既包
括了专业本体实践能力训练课
程，又包括了跨文化交际才艺课
程。“四元合力”的课程体系，
将人才模式改革落到了实处。

学校从教学型高校应用型专
业的定位出发，构建了“四维协
同”的实践教学体系，不仅线下
教学实践与线上教学实践齐动，
而且国内实践与国外实践协同，
显示了线上实践充分、国别化实
践扎实的鲜明特色。首先，做强国外
国别化实习。学校先后在泰国华侨崇
圣大学、川登喜大学、尖竹汶府艺术
学院以及尖竹汶府8所中小学联盟学
校，马来西亚苏丹依德理斯国立教育
大学、拉曼大学，印度尼西亚三宝垄
大学和菲律宾华校协会学校等东南亚
20余所大中小学校建立了实习基地，
每年分期分批派出学生开展为期两个
月的实习。此外，学校积极做好校
内、国内的线下实践和线上实践，不
仅先后在绍兴市一批中小学建立了实
践基地，而且与哈兔网络中文学院、
中文路、中文在线等多家互联网企业
开展合作，共建线上汉语教学平台，

打造了多元协同育人的实践平台。
这种课程体系和实践体系是切合

时代要求和专业实际的，很好地支撑
了“一体两翼”的“汉语+”人才培
养方案，使“中外融通”“线上线下”
融合的“双栖”人才的培养目标有了
保证，提高了毕业生的市场竞争力。

“汉语+”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显
示了很强的活力。“一体两翼四维”的
模式既解决了人才培养目标滞后、课
程体系陈旧、专业基础知识不扎实等
问题，又解决了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和教学实践能力弱、创新能力不强等
问题，提高了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增
强了社会适应度和市场竞争力，拓宽
了就业渠道，落实了“德才兼备，道
技并重”专业建设理想。“汉语+小语
种和国别化”“汉语+线上汉语教学”

“汉语+中国传统文化”“汉语+实
践”，实现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

“四元融合”的课程模块创新了专业课

程体系，实现了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
无缝对接的同构效应；“四维协同”的
实践教学体系明显提高了学生的跨文
化交际、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汉语教
学推广的能力，社会竞争力明显增
强。近4年来，本专业学生获得全国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浙江省新苗计
划等各级课题40余项，在全省、全国
和国际比赛中获奖20余项，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50多篇，考取硕士研究生的
比例每年以3%左右的速度上升，涌现
了一批颇有成就的创业者，申请汉语
教师志愿者的成功率从 50%上升到
2019年的全部。

（刘家思 杨 锋）

深化“汉语+”“双栖”人才培养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省级一流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改革实践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施，不仅沿线国家的汉语教育市场
蓬勃发展，而且世界各地都掀起了
学习汉语的热潮。尤其是联合国将
汉语列为世界通用语种后，越来越
多的国家把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开设汉语课程，继续推进这一
热潮。同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
位研究生也被纳入免试认定中小学
教师资格范围。所有这些，使汉语
国际教育本科专业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是上级主管
部门批准的省级一流专业，多年来
密切把握世界形势的发展，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汉
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多维协
同，固本铸魂，全面推进本专业的
建设，收到了可喜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