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29日 星期五

教育展台04 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起航
教育大省始触“电”

河 南 是 人 口 大 省 ， 也 是 教 育 大
省，如何把人口资源转化成人口红
利，教育永远都是需要优先考虑、优
先安排、优先布局的。从大型电视系
列片 《星星火炬》 到国家部署“农家
书屋”“农远工程”和“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全省教育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电教教材也由传统的磁带、光盘、U
盘向网络化数字化方向转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学生的
需求也在发生改变。河南教育电子音
像出版社自 2017 年开启融合出版转型
之路，产品由原来的光盘类单一载体
形式转变成“多种载体形式+网络服
务”，重点推出数字教材、数字教参、
大数据测评、人工智能等服务，打造
了“河南省中小学数字教材服务平
台”和“数字教材应用云”双平台，
平台累计使用量达 5.14 亿人次。

2019 年 6 月，河南教育电子音像
出版社划转至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进
入了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拓展
中原杏坛谱新篇

出版行业承载着引导社会、教育
人民、推动进步的重要职责，在人类
文明发展史和社会文化传播过程中一
直具有重要地位。出版既呈现人类文
明的发展成果，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
有力工具，影响着人们获取知识的方
式、了解世界的形态、记载过往的方
法以及思维方式的形成，在不同时代
背景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作为一家教育出版社，国家育人
需要什么，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就潜心研究开发什么。当传统的电教
教材已经不能满足师生需求时，顺应
时代变迁适时开发新教材，就成为自
然又必然的选择。

从舒适区走出来，开发更适合师
生使用的数字教材，投资建设数字教
材服务平台，既是使命也是担当。

构建“人人皆学、时时可学、处
处能学”学习型社会发展战略时，豫
教音像人一直在思考，自己该干什
么、怎么干。当“促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让城乡中小学生共享优质教育
资源”的号令发出后，豫教音像人一
直在行动：如何让数字出版技术与课
程教材相融合，让教材更生动，让课
堂更精彩——这已成为豫教音像人义
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2017 年春季，经过大量的调研、
考察、论证，“河南省中小学数字教材
服务平台”正式运行，该平台是河南
省公共资源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河南省仅有的数字教材服务
平台。

目前，河南省中小学数字教材服
务平台的数字教材覆盖了河南省义务
教育阶段实际使用教材版本的 95%，
基本实现了各年级、各学科、各版本
的全覆盖，共有 13 个学科 16 家出版社
的 258 种教材。由原来单一载体形式
升级为“光盘+PC 端+移动端”共同支
撑的多种载体形式，这在全国尚属首
例。

对数学、化学、体育、科学、音
乐、美术等学科的部分版本，河南教
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进行了自主研发，
自研占比达到近三分之一。投放平台
后，以其操作的简便实用、功能的贴
合实际，深受一线师生好评。

创新
“河南模式”初长成

2018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成
立了国家教材管理机构“国家教材委
员会”，负责制定课程方案、课程标
准，重点是加强教材制度和体系建设。

传统意义上讲，教材就是学生手
中的纸质课本。但是，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及传播和显现方式的变革，教
材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并表现为多样化和立体化的趋
势。早在 1999 年上级主管部门就指
出：电教教材和多媒体教材是文字教
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强研究、
开发、建设和应用。2018 年，《教育
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明确提出，要将
数字教育资源列入中小学教材配备要
求范围。

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河南省的
数字教材建设工作从 2017 年至今，已
初步显现出头雁领航融合发展的新样
态。目前基本实现了“五个一”，即拥
有一套政策保障、开发一个数字平
台、出台一项建设规范、树立一批样
本学校、建立一套运行机制。

一套政策保障：河南省教育部门
明确规定电教教材费从学校公用经费
中支出，并要求专款专用，足额征订。

一个数字平台：河南省中小学数
字教材服务平台作为河南省基础教育
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担河南省中小学电教教材 （数字教
材） 应用的技术支撑服务工作。

一项建设规范：2017 年 12 月，河
南省教育部门印发 《河南省中小学数
字教材建设规范 （试行）》，这在全国
来说是首份有关数字教材建设的规范
性文件。

一批样本学校：2018 年 11 月，河
南省教育部门公布了 300 所“河南省
中小学数字教材应用样本校”名单，
强化示范校的典型引领。

一套运行机制：由新华书店统一
征订发行，各级电教部门开展数字教
材的在线注册、应用培训、教学研究
等各项工作，并加强对中小学数字教
材应用的指导，形成了以“河南省中
小学数字教材服务平台”为路由器，
智连政府部门、学校、企业、专家、
教师、学生等相关服务群体的新样

态，探索出一条数字教材审查管理、
征订发行、下载阅读、多终端同步等
全流程运行机制。

这“五个一”形成了数字教材规
范管理的完整机制，同时加强应用指
导，推动“五个用”，也就是课题引领
应用、活动推动应用、示范提高应
用、交流提升应用和培训促进应用的
深入开展。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
正常的教学活动无法开展。特殊的时
期，艰巨的任务，为了保证全省 1700
万中小学生“停课不停学，学习不延
期”，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全体员
工开始了不眠不休、争分夺秒的艰苦
奋战。“河南省中小学数字教材服务平
台”的效果得到强有力的验证。

河南省在数字教材管理与应用方
面的探索和实践，也在全国引起了广
泛关注。国家教材机构数字教材应用
工作调研组先后到河南省信阳、郑州
两地进行调研。通过实地访谈、问卷
调查、随堂听课等形式全面了解两地
数字教材整体建设情况，对河南省数
字教材的推广工作给予肯定，并在数
字教材目前应用情况的基础上，提出
了新的建议。

国内同行参观完河南数字教材的
“五个一”“五个用”后，称其为“河

南模式”。
海南省电化教育观摩团到河南省

学习交流数字教材建设应用经验后，
海口市电化教育馆领导盛赞数字教材
对提高教师信息化能力及促进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并认为数字教材建设工作经验值得在
海口市的学校借鉴推广。

在河南省数字教材建设工作推进
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典型。比
如郑州市二七区就制定了“以点带
面、示范带动、整体推进”的发展战
略，坚持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坚持
以研促思、以思促行，扎实开展数字
教材教学研究和应用专题活动，结合
学校特点及学科优势，找准切入点，

通过教学研讨、听课评课等活动，充
分激发教师广泛参与的热情。持续加
大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课大赛、信息
化优秀成果评选等活动的组织评审力
度，突出将运用数字教材等体现数字
化教学应用的方式作为评审的重要依
据和前提。二七区教师运用数字教材
参评的优质课荣获省级奖励 6 人次，
市级奖励 19 人次。

数字教材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
教师刚接触时都有抵触心理。从靠一
支粉笔、一张嘴传道授业的传统教学
模式，到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备课、教
学，这中间总会有学习适应的“阵痛
期”。但河南省伊川县的乡村教师远留
汁，在还有 90 天即将退休告别讲坛之
际，没有因为年龄的原因选择逃避、
没有因为即将离开而选择等待，而是
迎难而上，用艰难的“一指禅功”操
控电脑的所有按键，学习使用数字教
材。远老师深情地说：“以前我教英
语，遇到英语歌曲我都给它跳过去
了，我不会唱也没啥办法，现在数字

教材中像英语歌曲，我不会唱我可以
放录音，数字教材可以帮我放给学生
们听，这样学生们兴趣可高了。”

而 像 远 留 汁 这 样 的 教 师 绝 非 个
例，这只是河南省一线教师的一个缩
影，是教育信息化使教师、教学焕发
新的活力的极好证明。

跨越
融合发展景无限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
一家专注于教育的出版单位更需如
此。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秉承

“为人民做出版、给时代留回声”的国
企文化情怀和担当，顺势而为，乘势
而上，不断在教育信息化的主业主责
上谋篇布局。

2018 年底，在河南省中小学数字
教材服务平台的基础上，围绕教育信
息化的内在需求，围绕数字教材的深
度应用，“数字教材应用云”应运而
生。该平台以“中小学数字教材服
务”为核心，着力构建“中小学综合
评价服务”“中小学人工智能服务”

“中小学教师培训服务”“一核心三服
务”体系，围绕教、学、评、创、培
等教育教学环节，打造具有竞争优势
的全流程、体系化的教育教学服务平
台，为教师、学生、家长提供一体化
教育信息化服务。通过与基础教育数
字资源大数据河南省工程实验室合
作，利用教育大数据赋能数字出版和
纸质出版，是大数据赋能出版的重要
转型探索。平台充分发挥融合出版的
优势，为基层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教
育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对教
育出版转型发展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
和参考价值。

大数据学科质量测评是一项“纸
数结合”的产物，即纸质试卷后期经
过高速扫描仪后，出具区域、学校、
班级、学生的学情分析报告。在不改

变学生答题习惯的基础上，通过技术
手段在卷面埋设扫描点，扫描后经过
数据中心处理，对学情信息实现“3D
打印”立体分析。

通过对大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科
学分析，实现对学生个性化的精准诊
断与评价。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为学
生推荐适宜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服务，
为教师提供准确科学的课程设计和教
学参考。

河南省长葛市颍川路学校教导主
任崔明立反馈：“学情分析报告能够反
映学生学业质量水平及其各学科课程
目标的达成情况。每次测试后，学校
依据测评数据发现学科教学中的突出
问题，制定学科教学改进策略。外出
务工的学生家长通过手机也能查看自
己孩子的成绩，给家长打开了一扇了
解孩子在校学习情况的窗。”

目前，大数据学科质量测评已覆
盖河南全省 20430 个班级，学生总数
1114860 名，为河南全省师生提供了
1875005 份 免 费 的 各 类 学 情 分 析 报

告，保障了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业质
量监测大数据采集工作的有效进行。

随着数字教材、大数据测评等各
项应用的深入推进，河南教育电子音
像出版社正逐步完善升级数字教材应
用云平台的功能，2020 年底又新增了
人工智能教育服务。2020 年 11 月 2
日，河南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高峰
论坛暨专题培训会隆重召开，标志着
河南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全面开
启。2020 年 11 月 14 日，河南教育电
子音像出版社承办了全省中小学信息
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平台上线后，
由课程、师资、资源、平台、赛事组
成的闭环基本形成，在中小学生人工
智能教育方面，河南省走在了前列。

围绕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提升教师信息能力的部分，河南教育
电子音像出版社提供全方位的教师培
训服务，仅 2020 年一年，尽管受到新
冠疫情的影响，但仍进行了近百场的
线下培训，覆盖河南省 18 个地市，参
训人数 15 万余人次；其中于当年 10 月
依托数字教材应用云平台的统编三科
教材培训，参训人数就达到了 13.9 万
人次。

坚守
栽桃育李践初心

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在秉持
服务教育理念的同时，出版人的社会
责任时刻担在肩上。

2019 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的张玉滚说：“我们学校现在的校容校
貌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
在遗憾的就是学校体育、音乐、美术
这方面的老师还比较缺乏。”看到这
里，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立即决
定向张玉滚所在的河南省贫困村——
南阳市镇平县黑虎庙发起一场爱心捐
助活动。2019 年 11 月 11 日，“入乡送
教手拉手，结对帮扶促均衡”活动在
黑虎庙小学举行，不仅捐赠了可永久
免费使用的一至六年级全学科数字教
材、数字教参等教学资源，更组织开
封市第二师范附属小学洪雪老师以

“双师课堂”的形式远程连线黑虎庙小
学进行现场授课。偏远山区的学生们
也能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教育信息
化的成果改变着教学模式，也改变着
很多人的人生，更激励教育出版人继
续坚定前行。

2020 年 1 月底，河南省教育部门
分别发布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网上教学工作的指导
意见》《关于推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网上教学工具的通知》，号
召广大师生要用好河南省中小学数字
教材服务平台为“停课不停教、不停
学”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2020 年 2 月 10 日，河南省中小学
数字教材服务平台免费向全省师生推
出 2020 年春季正版数字教材、网络课
程、优秀教案及数万条配套教学资
源，实现了教材学科全覆盖、学段全

覆盖。2020 年 2 月 12 日，河南省中小
学数字教材服务平台和河南四大 IPTV
运营商，提供河南省“名校同步课
堂”在线课程。截至 2020 年 4 月底，
1400 余名教师和摄制的创作团队上线
3544 节“名校同步课堂”在线课程，
平台师生注册数新增 128.7 万人，数字
教材下载量达 3300 万册，平台总访问
量达 3.29 亿人次，点击次数 85.44 亿。
为全省中小学生“停课不停教、不停
学”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从 这 些 数 据 可 以 看 出 ， 一 是 学
校、教师和学生对平台上的资源、课
程等内容有很大的需求，二是数字教
材服务平台不论是在技术还是内容
上，已经具备了为数字化校园建设与
应用服务的承载能力。

根据河南省教育部门在全省教育
系统开展的“把灾难当教材 与祖国
共成长”主题教育活动安排，按照中
原出版传媒集团的统一部署，2020 年
4 月，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策划
制作了 《“与祖国共成长”爱国主题
教育》 主题出版物。出版物以河南教
育战线抗疫为背景，以新冠抗疫期间
原创抗疫歌曲 《长江长江 我是黄
河》 为主线，围绕爱国主义教育、理
想信念教育、生命价值教育，立足思
政、历史、地理、音乐、生物等学
科，从多个维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生动形
象的讲述，凸显国家意识、国家精
神、国家力量和团结互助的大爱精
神，帮助学生在抗疫的严峻考验中快
速成长。出版完成后，河南教育电子
音像出版社第一时间向河南大学、河
南省实验中学、河南省实验小学等学
校进行了捐赠，并向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哈密市教育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十三师教育部门对口受援学校和
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学校捐赠了该出
版物。

一 切 为 了 孩 子 ， 一 切 服 务 于 教
育，这既是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的立社之本，更是新时代教育出版人
的初心使命！

三十余载栽桃育李，服务师生果
满枝头。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展未来
新年气象新。2021 年是充满希望的一
年，也是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实
现跃升的一年。“数字教材应用云”将
全面升级为“数字教育云”，以便在基
础教育信息化领域为读者提供更多更
广的服务。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在“十
四五”开局之年，在“两个一百年”
的交汇点上，在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河南教育电
子音像出版社将围绕国家在教育信息
化方面的整体布局，牢记河南省教育
部门、河南省电化教育馆赋予的服务
教育服务教学的嘱托，坚持中原出版
传媒集团“出好书、济天下”的出版

理念，为河南省智慧教育的“米字形
高铁模式”筑路搭桥，推动河南传统
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升级，为开放的
河南更出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尹振邦 李 萌）

河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来有尊师重
教的传统。杨时访师程门立雪，岳飞尊师终身
祭拜，还有更早的“统编教材”——《熹平石
经》，无不彰显出河南厚重的教育史。教育始
终带有时代的特色，与社会发展的脉搏同频
共振。从纸墨书香到黑板粉笔，从传统教学
到智慧教育，都离不开出版物承载教育的内
涵，让人类文明传承之精华播洒到每个学生的
心间。

1988年10月，由河南省教育部门主管主
办的“河南省教育音像出版社”由国家广电部
门批准成立。建社之初，没有宽阔明亮的办公
场所、没有充足的办公人员、没有固定的办公

经费，仅作为河南省电化教育馆的一个业务部
门，以“一班人马两块牌子”的形式与电化教
育馆合署办公。

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从成立之初就始
终坚持服务河南基础教育的专业化发展方向，
在教育信息化领域深耕细作，担当有为。建社
30余年来，历经从幻灯片、胶片、磁带到光
盘、优盘、网络出版的时代变迁，累计出版各
类出版物近万种。依托教育信息化主阵地，发
展数字出版和融合出版，开创了数字教材“河
南模式”，连续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
“双软企业”认证、河南省重点软件企业等多项
荣誉。

栽桃育李 果满枝头
——聚焦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奋进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