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教评论
2020年11月3日 星期二

02 主编：张树伟 编辑：张贵勇 设计：王星舟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19 邮箱：jybpinglun@vip.163.com

/ 一家之言 /

/ 快评 /

近日，教育部将拟认定的首批国家
级一流本科课程进行了结果公示。据媒
体报道，在公示的 3560 门课程名单中，
其中线上一流课程717门，虚拟仿真实验
教 学 一 流 课 程 327 门 ， 线 下 一 流 课 程
1464 门，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868
门，社会实践一流课程184门。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是影
响学生发展最直接的中介和变量，课程
质量直接决定着人才的培养质量。因
此，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须自觉聚
焦在课程建设上，并以此作为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落脚点。打造一批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是真正推动高等
教育教学改革落实落细见成效的标杆举
措，也是全力打赢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
坚战的关键一环，当从整个国家发展战
略高度和国际视野加以审视。

认定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由于
具有标杆意义，必然在程序上力求严
密严谨。而先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和高校申报推荐，教育部组织网络评
审和会议评审并第一时间公示，足见
程序之严密严谨。可以说，国家级一流
本科课程认定的程序化、公开化，是优
质本科课程的审核认证过程，并将进一
步推动本科教育质量的提升。在公示的
课程中，大多数已有长周期的建设基
础，并取得明显的教学成效，内容具有
一定深度和广度，体现出前沿性与时代
性等特点。大多数课程系课程团队倾力
协作打造，突出知识、能力、素质的有
机融合，为卓越拔尖人才培养提供了有
力支撑。

公示之后，近期各大媒体纷纷转载
报道，其中一些媒体还进行了数据分析
等深层解读。从数量和类型看，一定程
度上可反观出高校对本科课程建设的重
视程度和实力水平。总而言之，以一流
本科课程为样板进行公示的激励作用和
教育功能更为深远，能引导校内跨单
位、跨高校、跨领域汇聚优秀师资，联
合建设问题导向、学科交叉的课程群，
实现学习者与课程建设团队良好互动联

结，建成更多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
用型人才的一流本科课程，该过程也有
效契合了参与式质量治理理念。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界对课程、
教学与科研关系、人才培养模式、学生
发展等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充分表明了
深度思考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也
日渐成为对高等教育发展价值理性追寻
的一种时代趋向。如今，课程教学已成
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质
量评估的重点。但要知道，拟认定的国
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并非“完成时”，而是
要以“迭代思维”对课程目标、内容、
表现形式及呈现平台动态迭代，对课程
实际应用、教学效果和共享效用等进行
跟踪监测，建设和改革成果在指定网站
集中展示和分享，且定期更新资源和数
据。最终，经过有效课程建设与监测行
动，构建基于大数据的课程建设过程管
理评价体系，实现数字化、精准化管
理，不断让这些课程优起来、强起来，
由此树立课程建设新理念，将学科研究
新进展、实践发展新经验、社会需求新
变化纳入课程，实现专业知识、人文素
养、社会责任感等多维度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首批拟认定

的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一流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
流课程等，均采用了在线或线上方式，
且总量已超过一流课程总数的一半。这
充分体现出在当今本科课程建设中，已
将教育信息化作为高等教育系统性变革
的内生变量，培育并扩大优质在线教育
资源的有效供给，积极运用智能信息技
术探索新型教育教学模式，推进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推动教育理念
更新。事实上，一套优质的课程体系，
应兼具研究性、个性化、跨学科性、通
识 性 和 国 际 化 ， 有 机 促 进 “ 教 ” 与

“ 学 ” 的 良 好 互 动 ， 使 教 学 更 有 吸 引
力，学生求知力更加正向有力，有效满
足未来引领性人才需要和学生个性发展
需要。

未来，我国课程建设将通过积极搭
建在线教学国际平台，建设具有基础
性、前沿性、交叉性且受益面广的课
程，汇聚中国最好的大学、教师和课
程，促进优质课程资源更广泛共享，助
力教育在精准扶贫、创新驱动战略中发
挥更大作用，与世界一道共享中国的经
验和成果。

（作者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教师）

一流本科课程造就一流人才
张立迁

“我们成为偶像的目的，
是更好地消除青年人对偶像的
盲从。”如此充满辩证色彩的
话，又出于中国工程院院士钟
南山之口，自然很容易引来热
议。纵观钟院士近日在第三届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发言的
前后语境，可见他对于年轻一
代尤其是有志于从事科研事业
的莘莘学子的激励和告诫：不
必盲从偶像，而破除盲从偶像
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也成为
偶像直至超越偶像。他在发言
中还强调，要“通过偶像学到
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更多地问
问为什么”，即多学习他们的
治学方法，保持独立思考和质
疑精神。

人类数百年来在科学技术
上的突飞猛进，均建立在后辈
科学家对前人成果的开拓基础
之上。倘若仅有膜拜与盲从，
难免会导致科学技术发展缓慢
乃至停滞，后来的科技工作者
也只能拾前人牙慧，空发“高
山仰止”的慨叹。作为新时代
的青少年，既要有向偶像学习
的志向，也要有赶超偶像的志
气。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当
代青少年沿着偶像们开辟的道
路，继承其精神衣钵，在兴趣
的驱动下，积极主动投身科学
事业，用科研成果的“青出于
蓝”向偶像致敬。

教育学研究表明，人在成
长过程中会一直不断地寻找偶
像，从最初的父母到老师，再
到后来各个领域的名人乃至伟
人。“偶像崇拜”在本质上是
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是个人
理想和愿景的现实投射，对于
个人成长有一定积极意义。但
正如钟南山院士指出的，倘若
对偶像的崇拜趋于盲从、迷
信，把偶像的一言一行当作金
科玉律，那么这种偶像崇拜就
走向了反面。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
新是民族进步之魂。新冠肺炎
疫情的暴发，不仅让以钟南山
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和医疗工

作者成为全民偶像，社会上更
是掀起一阵“科学热”和“科
学家热”。有学者研究发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青少年
偶像崇拜文化呈现出由“趋于
同一”向“多元小众”、由

“单向接受”向“双向互动”、
由“精神内塑”向“物化消
费”转变的趋势。中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 2012 年开展的一项
大规模调查发现，近七成中小
学生最崇拜的偶像是文体明
星；北京师范大学 2018 年发
布的《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
报告》显示，中小学生最崇拜
的人是“父母”，之后是“老
师”和“科学家”。不难发
现，青少年崇拜的偶像处在动
态变化中，且与社会大环境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如今，视科学家为偶像
的 风 气 在 青 少 年 群 体 中 日
炽 ， 我 们 欣 喜 之 余 也 要 反
思，青少年对科学家的崇拜是
否仅为浅层次的情绪共鸣？他
们对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真
正价值、科研工作的艰苦是否
有清醒的意识？我们固然不能
对青少年偶像观的进步有太高
奢求，但身为家长和教育工
作者，有必要运用好这一难得
契机，引导青少年循着视科
学家为偶像这条思路进行更
为深入的思考，促进青少年
的健康发展，帮助他们树立
正确的偶像观。家长在家庭
教育中也要以多种形式开展
好“偶像教育”，帮助孩子正
确看待偶像。

青 少 年 群 体 的 偶 像 观 ，
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的价值
取向，并潜藏着一个国家和
社 会 未 来 发 展趋势的密码。
从这个层面而言，当下把科学
家视作偶像的青少年日渐增多
是一件幸事，说明正向的价值
观念正在汇聚和累积，但也离
不开教育者的有效引导，从而
让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真正
变成现实。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正确的偶像观
始于不盲从

郭膺

据媒体报道，日前，教育部在公开
回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时透露，该部正
组织开展义务教育课程修订工作，结合
当前防疫抗疫形势，将在科学、生物
学、体育与健康、道德与法治、语文、
历史等相关课程中，补充防疫抗疫相关
内容。

应该说，教育部门积极推动防疫抗
疫相关内容进入义务教育课程，是及时落
实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2749 号建
议中的内容，即“关于在中小学语文、政
治、历史课程中增加新冠疫情相关内容，
在新学期应重视思政课，增加疫情防控知
识、禁食野生动物教育以及疫情防控期间
先进人物事迹宣传等”。同时，此举也是
出于现实需要，在国外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严峻和国内疫情防控依然不能松懈的
背景下，无论是基于落实学校公共卫生
教育和普及防疫常识，还是从促进中小
学生健康发展来看，都有必要在既有课
程中增加防疫抗疫相关内容。

站在立德树人的角度，相信今年我国
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的抗疫行动一定会载
入史册，成为难以磨灭的、永远闪亮的民
族记忆。而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中小学生在具有一定防疫知识、拥有较高
科学素养的同时，还要记住这一段可歌可
泣的历史，记住那些感人肺腑的抗疫故
事，尤其是那些无私奉献的医护人员。今
年新学期开学伊始，中宣部、教育部就联
合印发通知，对全国各类学校结合开学入
学教育开展抗疫精神宣传作出部署。通
知指出，要结合学生思想实际，通过演讲
比赛、征文活动、研讨交流、实地参观等多
种形式，生动活泼地开展宣传教育，激励
广大学生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因此，防疫
抗疫相关内容进课程，是落实相关要求，
是帮助中小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学好知识、成长成才。

值得肯定的是，义务教育课程补充
防疫抗疫相关内容，要求具体，指向明
确，利于中小学更好落实。如果说帮助

学生树立人与动物、自然和谐相处，尊
重生命、关爱生命的观念，掌握一定的
传染病防控知识与技能，是弥补疫情防
控情势下的知识短板，从身体方面为中
小学生增加一道保险，那么培育公共服
务意识和主动作为奉献精神，充实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等内容，则是让
他们的思想跟上现实变化，把个人安危
与国家发展结合在一起，在心灵和精神
层面有着坚定之锚。

具体来说，在科学、生物学、体育与
健康等课程中补充防疫相关内容，让防疫
常识具体化、持续化，有助于学生掌握一
定的传染病防控知识与技能，做疫情防控
的小小宣传员、代言人。在道德与法治、
语文、历史等课程中补充抗疫相关内容，
让抗疫精神全面化、常态化，有助于培育
公共服务意识和主动作为奉献精神，让抗
疫精神深入学生内心，转化为他们成长的
能力，起到端正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作
用。从现实来看，在抗击疫情中涌现出来

的先进事迹、生动案例，是历史、语文等课
程的鲜活素材。将感人的抗疫故事、伟大
的抗疫行为融入日常教学，能激发中小学
生产生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激励他们
埋下爱家爱党爱国的种子，形成不畏艰
难、百折不挠、敢于担当的高尚品格。

培育时代新人和优秀人才，课程是
重要抓手。将防疫抗疫相关内容融入义
务教育课程，说到底是立德树人的内在
要求，是夯实中小学生防疫能力和培育
抗疫精神的重要举措。而且，两个方面
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则
关注身体，一则关注心灵，一个侧重知
识与能力，一个侧重精神与情怀，最终
归结于素养的提升。防疫抗疫是一堂大
课，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内容和极其宝贵
的教育资源。上好这一课，中小学生便
能更好与时代同步合辙同轨，未来用臂
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
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

（作者系渤海大学纪委书记）

抗疫防疫内容进课程正当其时
史峥

近日，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笔试）
在 28 个省份举行。据媒体报道，近两
年，每年举行两次教师资格考试，每次报
名人数都在数百万以上。由于报名人数逐
年攀升，教师资格考试受到广泛关注。为
何教师资格考试热度会如此持续升温？考
试应该怎样考查“准教师”？能准确高效
测试出教师的哪些能力？这些问题备受社
会各界关注，其中反映了新时代对广大教
师提出的新要求，也折射出人民群众对新
时代教育的新期待。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民族
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教育必须与
新时代同向同行，必须同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契
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这就必须首先解决教师队伍建
设这一基础性问题。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

一资源，“持证”是教师上岗的必要条件。
在传统观念里，我们理解的教师主要是指
在公立学校任教的教师，他们必须持有教
师资格证才能上岗。但事实上，随着民办
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的快速发展，特别是
许多在线教育机构的兴起，国家对于教师
资格的认定和准入门槛在逐步调整和完
善，已明确要求线下、在线教育机构的相
关中小学培训教师必须取得教师资格证。
因此，不管公办民办，校内校外，凡是教书
育人，即必须持证上岗，这已是依法治教和
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有行业专家分析认为，当前的教师资
格考试内容，除了常规识记类题目以外，
理解和应用类题目的命题角度变得更加新
颖、灵活，主要侧重于考查考生的理解能
力及综合运用能力，特别重视对教师创新
能力的考查。毋庸置疑，在社会发展多样
化、价值追求多元化的今天，人民群众对

教育越来越重视，对教师的期望和能力要
求更是越来越高。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如
何更多更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已经是摆在中国
教师面前的时代课题和重大挑战。

事实上，以互联网技术、数字化技
术、移动通信技术、大数据技术等为代表
的新型社会发展迅速，不仅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和渠道，也使
得整个教育教学模式乃至学校的人才培养
方式产生巨大变革。很显然，信息化的迅
速发展和知识传递方式的变革，促使教师
角色不得不快速转型，需要教师不断加强
学习，以跟上时代发展和技术变革。唯有
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才能做好教育教学改
革，培育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人才。

对此，一方面，新时代教师要有课堂
育人、课程育人的能力。我国新课程改革
已走过十几年的征程，新课改对教师的

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教师
的课堂教学和课程育人能力提出了更多
期冀。教师要从过去的知识传授者转变
为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和指导者，师
生要形成一种新型的学习伙伴关系。另
一方面，新时代教师要有终身学习、引领
社会的能力。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
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
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教师要自我发
展、终身学习，要成为优秀教师，成为建
设学习型社会的典范，更要成为推动社会
进步的中坚力量。当然，全社会也应营造
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给广大教师安心从
教不断赋能，为他们创造更多专业发展的
空间，这样广大教师方能最大限度满足人
民群众的高期待。

（作者系伊犁师范大学“一带一路”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兼法学院副院长）

新时代教师当练就更多新能力
李名梁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
来，一些创意新颖、形式多样
的“花样课间操”在网上引来
颇多关注。健康和欢乐融为一
体，传统文化和“民族风”异
彩纷呈，“花样课间操”为校
园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也为开
展校园体育提供了更多思路。

的确，除了传统的广播体
操，中小学课间操还可以有不
同的“打开方式”，有许多有
趣而富有创意的“玩法”，可
以玩出快乐、健身和艺术气
息。无论是甘肃省酒泉市敦煌
中学独具地方特色的《舞美敦
煌》课间操，内蒙古包头市蒙
古族中学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
舞蹈课间操，还是四川省绵阳
外国语学校的川剧韵律操，都
体现出了课间操的别样面孔与
无穷魅力，寓教于乐，学生往
往喜闻乐见，陶醉其中。

“花样课间操”的益处，
体现在告别生硬枯燥的旧模
式，赋予有趣有活力有技术含
量等新内涵，折射出从学生实
际出发、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
教育观，更是积极推进校园体
育、美育的突出表现。实际
上，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也
好，减少“小胖墩”现象也
好，都可以在课间操上多做文
章，在开齐上好体育课的同
时，让学生从喜欢的体育活动
出发，能使之不由自主地爱上
运动，真正把体育作为一种生
活方式。

当课间操有了适当的运动
量，并蕴含较高的趣味性，就
会成为学生情绪释放、才艺展
示、获取友谊的良好平台。在
打造“花样课间操”方面，我
国许多地方其实一直在进行有
益的探索。例如，在山西省临

猗县临晋镇西关小学，校长张
鹏飞看到学生们喜欢鬼步舞，
就和老师们商量，将之推向大
课间操，让全体师生跳。在劲
爆音乐的伴奏中，学生们动作
整齐划一，情绪高涨，课间操因
此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
的学校自编自创颇具街舞特色
的课间操，踢腿、下腰等各种高
难度动作都被融入其中，可谓
一场名副其实的视觉盛宴。

“ 花 样 课 间 操 ” 重 在 花
样，重在学生喜欢，就像一些
媒体所言，呼应着学生们的好
奇心、模仿力，激发出活泼好
动的天性，为校园体育打开了
更为丰富多彩的空间。一旦

“花样课间操”让学生“一天
不锻炼就浑身不舒服”，成为
既流汗又有成就感的校园风
景，便能真正减少近视和肥胖
现象，促进学生的大脑发育，
乃至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学习
成绩。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
康学院院长季浏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就表示，在传统观念里，
进行体育训练会影响学习成
绩，这是偏见。体育锻炼对促
进学生学习、提高学习成绩是
有好处的，国内外大量研究已
对此进行了佐证。体育是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真正做到

“五育并举”，全面发展，必须
把体育上升到育人层面，让体
育融入学生生活，使学生在体
育活动中有获得感、成就感。

当更多的学校乐于因地制
宜、不拘一格打造“花样课间
操”，校园运动无疑会赢得学
生欢心，潜移默化地发挥强健
身体和塑造心灵的双重作用，
成为成长的好伙伴。

(作者系山东省滕州市级
索镇水磨庄小学教师)

“花样课间操”多多益善
李磊

评
今日

锐

/ 漫话 /

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布消费
警示称，与“校园贷”有关的诈骗在今年上半年出现
复发态势，青年学生要提高对各种形式非法“校园
贷”陷阱的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据媒体报道，
通过在多个社交软件平台搜索“校园贷”诈骗的关键
字，会出现大量用户反映受骗的经历。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青年学生必须提高
防范意识，并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根据自身经济条
件制订消费计划，合理安排生活支出。如果的确需要
申请贷款的，一定先和父母沟通，认真评估自己的还
款能力，并向正规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贷款业务。

警惕非法“校园贷”复燃

王铎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