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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在一份关注全
球外语教师专业化与流动性的报告
中指出，外语教师的主要特征是拥
有各种国际经历。与其他学科教师
相比，外语教师更有可能曾经到国
外学习过语言或其他学科。根据报
告，有18%的外语教师有在国外教
学的经历,而只有10%的其他学科
教师有这样的经历。这种差异在欧
盟尤其明显。在欧盟，在国外任教
过的外语教师比例是26%，而其他
学科教师只有9%。

外语教师相比其他学科教师
具有更高的流动性。有 13%的外
语教师曾在区域或国家项目的资
助下出国，而其他学科教师这一比
例只有8%。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旅
行产生影响。经合组织认为，外语

教师需要寻找旅行以外的策略以保
持其国际化水平，如利用信息通信
技术（ICT），因为它具有远程通信和
全球连接的潜力。教师可以在线与
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联系，形成专业
共同体。有42%的外语教师在过去
一年参加过在线课程或研讨会，而其
他学科教师的这一比例为40%。

经合组织强调，通过在教学中
融入信息通信技术，教师可以让学
生接触到来自其他文化和语言社区
的内容。有62%的外语教师表示，
他们“经常”或“总是”让学生在
项目或课堂作业中使用信息通信技
术，而其他学科教师的这一比例为
56%。在巴西和瑞典，外语教师和
其他学科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使用信
息通信技术的差异最大，比例分别
为21%和14%。

（唐科莉）

经合组织：

外语教师要利用通信技术提升国际化水平

美国著名教育机构卡潘国际一
直密切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学
生和教育工作者造成的影响。调查
结果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教
师和管理人员对学校应对疫情的措
施表示满意，但学校、学生、家长在一
些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总体来讲，学校、学生、家长
三方沟通较积极。对于关闭学校，
大部分受访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
持高度赞同态度。他们认为，及时
关闭学校可以尽量降低疫情传播风
险。而且，全体受访者都表示，学
校在提供膳食、咨询和特殊教育服
务方面做得很好。受访者认为，疫情
中的家校沟通总体上是积极的。值
得注意的是，学校领导与教师的沟通
比与学生和家长的沟通要稍微少一
些。学生对教师提供的大部分在线
资源给予了正面评价，如视频聊天、
在线课程、宣传与交流、健康与安全、
邮件、与教师联系的机会等，而小组
项目是唯一获得较低评价的选项。

调查显示，疫情期间学生的社
交情感需求大。无论是地区领导

者、学校管理者、教师还是学生，
都表现出对学生社交情感需求的极
大关注。社交情感学习被认为是K-
12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中生对
社交情感（22%）和学年结束时的
毕 业 典 礼 、 舞 会 等 社 交 活 动
（27%）表现出较大需求，而对改善
远程学习表现出较小需求 （4%）。
社交活动已成为高中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许多受访高中生表示，他
们对缺少舞会和课外活动感到失望。

同时，根据调查，教师需要专
业 发 展 活 动 。 89.33% 的 教 师 、
87.10%的学校管理人员和89.29%
的地区管理人员认为，在线学习应
该纳入传统的学校体验，学校也应
为教师提供开发和使用在线课程的
专业发展活动。将在线教育融入传
统的课堂教育是发展趋势，提高在
线学习对学生的吸引力也是必要的。

总体而言，在疫情时期，学校
应高度重视学生的社交情感需求，
并满足教师开发和使用在线课程的
专业发展需求。

（张燕军 李风琴）

卡潘国际：

疫情期间学生社交需求、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大

师者剪影
前沿报告

2015 美国教师南希·阿特韦尔
从教40年，探究和分享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的秘

诀，许多学生未毕业就出版了书籍。

2016
巴勒斯坦教师汉南·阿尔·赫鲁布

致力于帮助战乱地区遭受暴力摧残的孩子，
坚持寓教于乐和“对暴力说不”的教学理念。

2017
加拿大教师麦吉·麦克唐纳

在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用教
育改变了青年意志颓废、沉迷酒精的状况。

2018
英国教师安德莉亚·扎菲拉库

关注贫困学生，把美术课变为来自不同背
景的学生畅所欲言、发挥创意的平台。

2019
肯尼亚教师彼得·塔比吉

每月拿出80%工资资助贫困学生，鼓励女童上学，
在课后和周末给学生进行一对一辅导。

新一届“全球教师奖”颁发给了印
度教师兰吉辛。他从来自世界各地
140个国家的12000多位提名教师中
脱颖而出，获得了这一年一度的殊荣。
当颁奖典礼上的画面切向兰吉辛，他在
惊讶之余丝毫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与
家人深深拥抱在一起。

“全球教师奖”是世界上奖金最高
的教师奖，旨在奖励对教育有重要贡献
的杰出教师，提高教师社会地位。

改变：女童重回课堂

兰吉辛是一位来自印度西部马哈
拉施特拉邦的小学教师。

2009年，兰吉辛来到了他从教的
第一所小学——一座破旧的建筑，夹在
牛棚和储藏室之间。条件差不说，学校
的辍学率也很高。当地女孩大多来自
部落社区，那里没有优先考虑女孩教育
的传统，导致女童入学率非常低，有时
甚至低到2%，很多女孩子在未成年时
就步入了婚姻。兰吉辛说：“我从来没
有想过，学校可能会是这个样子。这里
的父母对于教育很冷漠，他们没有意识
到教育是一种改变他们生活和地位的
方式。”认识到辍学主要源于思想认识
上的问题，兰吉辛努力改变当地家长的
思维方式，“如果我能够改变他们的看
法，我就可以改变学生的身份”。

对于那些进入学校的学生来说，课
程若没有使用他们的主要生活语言坎那
达语（Kannada）传授，学生就无法取得
预期的学习效果。为了更好帮助学生学
习，兰吉辛搬到村里去学习坎那达语，并
且把所有教科书翻译成了当地语言。他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我决定进行社区
交流计划，并下决心去学习当地语言时，
家长们才开始相信，我是真正想改变孩
子们生活的老师，然后他们才把孩子送
到我的学校。”在他的努力下，学校入学
人数开始增加，女孩子们回到了学校。

兰吉辛的干预措施产生了非同寻
常的影响，该村现在没有未成年人结
婚，所有女孩都在学校上学。学校于
2016年被评为该地区最佳学校，85%的
学生在年度考试中取得了A级的成绩。
在他到来之前，这被看作不可能完成的
事情。对此，兰吉辛表示：“教育或许是
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最佳方式。”

创新：二维码带来个性化体验

一位伟大的教师不仅影响和改变
他自己的学生，还用他的创新实践改变
着这个世界的教学方式和育人理念。

兰吉辛将计算机技术融入教学——
使用二维码（QR编码）教科书，这是教
科书的一场重大变革。他不仅重新设
计教科书，还在课本中嵌入了独特的代
码，使学生能够获得音频、讲座视频、故
事和作业。这一灵感来自兰吉辛一次
去商店的经历。他看到商店的店主扫
描了条形码，然后条形码的内容就突然
出现在了自己的屏幕上，于是他开始思
考在教学中使用或者嵌入这些带有教师
想法的二维码。兰吉辛还主动搜集、分
析学生的想法，依据学生的反馈，改变二
维码教科书中的内容、活动和作业，为每
个学生创造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此外，
他用沉浸式阅读器和FlipGrid（一种在
线学习工具）对二维码教科书进行了升
级，使得学生在学校因恐怖袭击而关闭
期间能够继续学习。此后，兰吉辛创造
了一场革命——在整个印度使用二维码
教科书。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
创造的二维码教科书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印度的学校关闭了，但是他所在的
州仍然有20万名学生使用二维码学
习。这虽然只是一个微小的创新，但它
确实改变了印度学生的学习方式。

尽管兰吉辛已经进行了许多富有
创造性的教育实践，但他并没有止步于
此。他决心将他学到的一切都传授给
其他教师。去年暑假期间，兰吉辛对马
哈拉施特拉邦的16000多名在职教师
进行了培训，帮助他们利用技术加强教
学。他还通过撰写报纸文章和博客，以
及参与电视讨论，来分享他的教育经验
和教学方法。兰吉辛甚至分享了50%
的奖金给其余9名最终参与角逐奖项
的选手。这是“全球教师奖”6年历史上
第一次有获奖者与其他入围者分享奖
金。兰吉辛表示：“我相信，通过共享，
我们可以共同改变这个世界。”

此外，兰吉辛还热衷于在冲突地区的
年轻人之间建立和平。他成立了“让我们
跨越边境”项目，将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伊拉克和伊朗以及美
国和朝鲜的年轻人联系起来。在为期6周

的课程中，这些学生与其他国家的伙伴交
流合作，通过演讲等方式了解彼此的相似
之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来自8个国家
的19000名学生参加了这个项目。

为师：不断进取与超越

“全球教师奖”评选出的杰出教师通
常具有示范作用和引领价值，他们具有一
些共同的特点，值得全世界的教师学习。

具有超越性的进取精神和责任意
识。在刚进入教育行业的时候，兰吉
辛就认定，教师是真正的变革者、创
造者。面对学生父母对教育的漠
然，他努力改变这种落后的思维方
式；学生由于语言障碍无法进行学
习，他不辞辛苦搬到村里学习当地语
言并翻译教科书。正是这些琐碎的教
学工作中体现出的进取精神和责任意
识，让他成为教育领域的佼佼者和同
行的榜样。

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效率提
升。为了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兰吉辛创
造性地在每本教科书中嵌入了独特的
二维码，使得每个学生都能获得个性化
的教学体验。2019年的获奖者彼得·
塔比吉也在80%的课程中使用了信息

通信技术，尽管学校只有一台台式电
脑。这些教师将科学技术引入课堂教
学，极大地提高了教学工作的效率，使
得当地的孩子们能够跟上世界教育的
步伐。

采取多种方式培养学生终身受用
的能力。培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是

“能力本位”时代的教育价值观。杰出的
教师是学生的命运推动者，能以独具一
格的方式培养学生的能力并释放他们的
潜能。例如，兰吉辛帮助他的学生运用
所学知识成功地解决了学校沙漠化的问
题，使当地绿化率从25%增加到33%；
彼得·塔比吉创办了“科学俱乐部”以发
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杰出的教师
看重发展学生的能力，让他们发现自己
的才能并且获得自信，这样学生才能开
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总之，教师所展现出来的人格有着
不可忽视的教育力量，能够春风化雨般滋
润学生的心灵世界。比如，兰吉辛与同行
分享教学经验、共同成长，就在无形中传
递给学生“分享就是成长”的理念，引导着
学生的价值观。这就是师者的力量。

（作者单位系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
育学院，潘涌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球教师奖”新得主兰吉辛：

教师是真正的变革者
潘涌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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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

创建“四轮驱动”新闻人才培养模式
2011年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张

瑜烨教授教学团队启动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引领新闻人才培养“四轮驱动”
模式，即“教学—科研—实践—交
流”相结合的“四轮驱动、协同育
人”模式，形成了从课程到课堂、从
教学到科研、从思政到践行、从校内
到校外、从实训到实践、从考核到社
会评价等多要素全流程生态型培养体
系。经过10年教学改革实践，产生了
较好成效，2019年湖北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新闻学专业获批国家级别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

践行思政教育理念，优化
人才培养目标，强化“四轮协
同”育人导向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政培养，对
新闻人才“四轮协同”培养模式起到
育人导向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主
导、引领、提升和驱动关系。在办学
理念上，进一步强化该新闻观在人才
培养中筑基塑魂的重要作用。从宏观
层面，加强家国情怀的主流价值观教
育，坚持新闻宣传党性原则；从中观
层面，强化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价值观
教育，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从在微观
层面，深化新闻实践和交流活动中的
价值观教育，坚持实践和交流的服务
性。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培养造就具
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
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后备
人才。在人才培养过程上，将该新闻
观教育贯穿于教学、科研、实践和交
流全过程，以其为引领统摄全部教
改、课改工作，融通新闻人才专业技
能与主流价值观培养。如课题主要参
与者胡远珍教授，始终将思政教育建
设贯穿于新闻教育和人才培养过程
中。近年来，她一直深耕于智能时代
新闻传播人才的“三全育人”培养模
式，在立足课堂、用好课堂、拓展课
堂三方面进行深耕，她教授的“广告
学概论”课程，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成为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深受
学生欢迎的正能量课程之一。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政治教育
轴心工程，具体体现在“一体系，两
课堂，三制度，四联盟”的新闻政治
思想人才培养理念。一体系，指建构
以该新闻观思政教育为核心的一体
化课程体系。在教学内容上，推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新闻理
论、新闻评论、新闻采写等核心课
程全部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两课堂”
一是用“三讲”抓牢校内课堂教
学，即讲对、讲顺和讲透该新闻
观；二是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实践
活动”，“讲实”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政教育
抢占新闻教学第二课堂。三制度，
指主要针对科研方面的改革制度，
即把该新闻观教育置于人才培养的

“科研”环节之中，具体指“科研导
师制”“科研项目制”和“研究中心
制”，主要是用思政教育纠正科研中
根深蒂固的“奇、偏、怪、歪”的问
题。四联盟，主要是为了保证新闻人
才培养的实践和交流环节的方向性，
具体指“社团联盟”“校媒联盟”“校
校联盟”“专业联盟”，整合社团、校
媒、学校、专业的新闻思政教育资源。

重构新闻实务教学环境，
建构“两课堂”改革，推行
“两课堂”改革，实现思政与
实务融合型教学

落实第一课堂作为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思政教育的主渠道。首先落实第
一课堂作为思政课主渠道教学目标。
除了选用指定重点教材外，从教学内
容上，加大第一课堂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思政课教育内容，推动其走进新闻
实践课、操作课课堂。数据新闻与可
视化、新闻生产与媒介技术、视频新
闻制作、新闻摄像、广告文案写作、
广告学概论、广告创意与策划、广告
调查与数据分析、广告符号设计等20
余门实务课程中，丰富针对该新闻观
的教学内容，并与该新闻观课程相融

合，形成理论与实力相融合的课程体
系，创新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导
下的新闻实务能力实训教学模式，即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实务能力实
训”模式。

把第二课堂作为实现思政与实务
融合型教学的试验田。在教学方式
上，第二课堂主要以发表制、竞赛
制、沙龙式为主要教学方式。“四轮
驱动”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创建与实践
教学团队负责人张瑜烨教授主讲的

“新闻评论”课上抓牢新闻评论写作训
练，课下利用该新闻观引导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让学生水到
渠成地得出结论。2014年至今，学生在
荆楚网发表评论作品数百篇，在国内相
关媒体发表新闻作品1.5万余篇；2011
年至今，学生利用新闻评论、广告实务
课、数据新闻与可视化等专业实践课训
练，在全国广告、评论、数据新闻等大
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近100项；张
瑜烨教授主持的新闻评论课“沙龙式”
教学，深受学生喜爱，多次被媒体报
道。

变革科研培养过程，形成
“导师制”“项目制”“研究中
心制”为特征的科研能力培养
范式

导师制，指学院教师对本科生实
行导师制责任管理，目的是全方位提升
本科生培养质量。依托学校本科生学业
导师制，进一步制定本科生科研培养目
标细则。一是在导师指导下制定并完成
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舆论观读书计
划，为科学研究做理论准备；二是每位
导师依据学生特点和科研兴趣，建立学
生科研档案；三是采取激励措施，促进
本科生积极参与导师科研，实现课堂内
外融会贯通。导师制极大激发了学生探
讨本专业科研问题、提升创新创优的能
力。“项目制”，指教师利用自己申报
立项的国家、省部级、厅局级等科研
项目，吸纳优秀本科生参与项目课题
研究。

在项目研究中，重点引导学生按

照该新闻观中的实践观、舆论观和新
闻的客观性，参加项目调查；同时利
用项目中的思政对学生进行思政教
育，如张瑜烨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扶贫传播与革命老区贫困人
口社会发展研究”，让学生参加革命
老区红安县的红色教育，使学生在科
研中提升思想政治素养。研究中心
制指课题组教师利用自己成立的校
级和院级研究中心，吸纳优秀本科
生和研究生参与中心的研究活动。
10 余年来，余艳波教授主持的校级
研究中心——“湖北大学国际文化传
播研究中心”通过每周读书会制度，
阅读大量该新闻观的经典著作，在此
基础上，寻找调研课题。近年来，研
究中心成功立项国家相关部门两个课
题，同时立项十几个横向课题经费达
200余万元。

创新内外联培实践方式，
重构专业能力评价体系，实现
新闻教育知行合一

创新专业内外联培实践方式有四
种：一是强化以校园媒体、实验中心及
自媒体为中心的“一级”基础合作；二
是加强与湖北省属媒体、企业、行政事
业单位核心联系，重点打造“二级”全
面合作；三是增强与长江中游区域媒体
企业、行政事业单位联系，强化“三
级”局部合作；四是加强与北上广深媒
体、企业、国家行政事业单位联系，深
化“四级”重点合作。

改革学生专业能力评价内容，加
大专业实践能力评价权重。不仅评价
学生专业理论知识，还把学生专业写
作能力、新媒体操作能力、软件运用
能力、媒体设计能力等纳入评价体
系，而且加大评价权重。改革学生专
业能力评价方式，把实践性课程的评
价列为现场在线操作考查，突出学生
的动手能力。改革学生专业能力评价
主体，基于第三方媒体或者第三方专
门评价机构参与评价。

依据学院的实践基地和实践合作

媒体，形成学院、学校和第三方合作
媒体联合评价的评价体系。通过网络
平台，将社会评价纳入到学生学业评
价体系中，推动学生将课堂所学践行
于实践之中。

构建交流学习生态，创新
海内外交流学习模式，解决师
生发展动力，培养师生全球视
野的开放格局

师生交流学习问题，是解决师生
发展问题的动力，也是整个新闻人才培
养模式中的发展动力装置。湖北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交流学习的模式主要有“校
内文理工学院的交流工程”、“名记者名
编辑名专家”进课堂工程、省部共建工
程和“拔尖人才游学项目”工程。课题
组成员胡远珍教授、余艳波教授、刘宝
珍教授、路俊卫副教授、张帆副教授、
芦何秋副教授、吴志勇老师在构建交流
学习生态、创新海内外交流学习模式
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

提高教师素养，提升教学
水平，实践成果受到媒体及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2011年以来，教师自觉采取多样
化教学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
育融入教学之中。例如：路俊卫老师
在“新闻学概论”课程中以学生“说
新闻”导入理论课堂，每堂课引导学
生评说热点新闻来关注时事、关注社
会，带动学生思考新闻报道如何促进
社会进步与发展，教导学生树立社会
责任感和主流价值观，课堂教学取得
良好效果，人民网、《楚天都市报》
对课堂“说新闻”予以报道，上级主
管部门对学院毕业5年学生的评估调
查中，这门课被学院毕业生评为“大
学期间对自己影响很深的课程”。在
项目检验阶段，2020年路俊卫老师带
领并指导学生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学院发起的全国十校联合“重返现
场：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寻根之
旅”直播活动，该活动通过央视网、
长江网播出，在全国高校以及社会产
生很大反响，也提升了马克主义新闻
观教育的层次和地位。

教学成果受到媒体及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和好评。全国大学生大赛多
次取得佳绩，并创立了“全国大学
生 东 湖 评 论 大 赛 ” 品 牌 。 2013—
2020 年，湖北大学作为主要组织者
和参加者参与荆楚网和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等6所高校联合主办的
7届大学生评论大赛，并多次获得评
论大赛一、二、三等奖，每年都被
评为“最佳组织奖”，活动多次被荆
楚网、新华网等媒体报道，产生了
较好社会效果。特别是网络新闻评
论实训基地的搭建，激发了学生的
写作欲望，增强了学生的写作信
心，提高了教学效果。

胡远珍教授的“三全育人”课程
思政教学实践成果——“专业课烙上

‘德’字印”，在2020年11月被光明网
报道；张瑜烨教授的教改论文《网络新
闻评论何以主导大学生舆论阵地》被中
国社会科学网全文转载；余艳波教授的
环境传播研究团队，每年编写的“长江
经济带水环境传播简报”，多次受到国家
环境资源部门好评。

立足张瑜烨教授主讲的“新闻评
论”课程的“东湖评论社团”，被华
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主编的《中国新
闻传播教育年鉴》（2020） 收录为全
国大学生名社团。

总之，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张
瑜烨教授主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
领下高校‘四轮驱动’新闻人才培养模
式创建与实践”教改成果经过10年的改
革实践，成果应用和创新成效显著，提
高了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
树立了学生正确的成才观，调动了学生
学习积极性，学习成效明显提升，既提
高了教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素养，又
提升了教学水平，同时，实践成果受到
媒体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张 瑜 烨 路 俊 卫 余 艳 波
胡远珍 刘宝珍 张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