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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三月，春暖花开，和天气一样明媚的还有
蚌埠市杏山小学校长张振的心情。

20202020年年，，借着安徽蚌埠全面推进智慧课堂建设的借着安徽蚌埠全面推进智慧课堂建设的
东风东风，，这所只有这所只有3333人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开启加速发展人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开启加速发展
新引擎新引擎。。作为全市专递课堂建设与应用试点学校作为全市专递课堂建设与应用试点学校，，学学
校与蚌埠市区优质校真正实现校与蚌埠市区优质校真正实现““同上一堂课同上一堂课””。。

““没想到乡村的孩子有一天也能同步享受到城市没想到乡村的孩子有一天也能同步享受到城市
的优质教育资源的优质教育资源。。””学校教师李瑞表示学校教师李瑞表示，，课堂上课堂上，，孩子孩子
们注意力十分集中们注意力十分集中，，积极积极、、活跃的模样令她颇感欣活跃的模样令她颇感欣
慰慰。。此外此外，，在和一线资深教师的配合之中在和一线资深教师的配合之中，，她也学到她也学到
了许多教学的方法和技巧了许多教学的方法和技巧，，““通过屏幕搭建起城乡之通过屏幕搭建起城乡之
间的桥梁间的桥梁，，让教育均衡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让教育均衡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智慧教育赋能乡村小规模学校是安徽推进城乡智慧教育赋能乡村小规模学校是安徽推进城乡
教育优质均衡的一大利器教育优质均衡的一大利器。。20202020 年末年末，，安徽安徽 3232 个个
县的县的 20902090 所小规模学校全部完成智慧学校建设所小规模学校全部完成智慧学校建设。。按按
照计划照计划，，20222022 年年，，安徽将实现全省小规模学校智慧安徽将实现全省小规模学校智慧
学校建设全覆盖学校建设全覆盖。。

吴头楚尾地吴头楚尾地，，大别山大别山、、黄山黄山、、九华山等山脉穿九华山等山脉穿
境而过境而过，，安徽山地丘陵面积达安徽山地丘陵面积达 4040%%以上以上，，在这些山在这些山
区里分布着近区里分布着近50005000个小规模学校个小规模学校。。

不足百人不足百人，，缺师少教缺师少教，，难以开齐开足课程难以开齐开足课程，，是是
乡村小规模学校普遍面临的难题乡村小规模学校普遍面临的难题，，如何让如何让 50005000 多个多个
小规模学校里的孩子享受到公平且优质的教育机小规模学校里的孩子享受到公平且优质的教育机
会会？？安徽以智慧学校建设解了难题安徽以智慧学校建设解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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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方梦宇

当前，在线同步视频会议已经成为
一种常见的、高频的社会学习行为。这
种学习方式极大地降低了每一个人参与
社会学习的成本，对于传统课堂教学和
传统在线教学带来巨大的变革空间，一
个全新的互联网教育生态正在形成，未
来将形成“读、写、师生交互、考试评
测、反馈”组成的完整数字化教育环
境。“互联网+教育”的发展将出现三
个新趋势。

“读写”工具的变革

随着技术进步，学生的表达方式和
认知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除了文字以
外，视频、游戏、VR 等都成了新的阅
读内容；口语、音乐、绘画、影视、文
字、图表、地图、VR、AR、MR 等都
成为现代学生的“表达”方式。数字读
写能力正在成为学生必备的技能，伴随
而来的是读写方式和读写工具的升级换
代。

新的读写生态环境导致中国教育信
息化的重点，从重视“教”的技术转向
重视“学”的技术。

日益丰富的数字化内容，必然催生
学生阅读工具和写作工具的变化。如果
说，传统教育信息化更重视“教材”的
信息化，那么现在，我们必须重视“作
业本”的数字化。无论是多模态的阅
读、还是多模态的表达，都要求“互联
网+教育学”的重心，要从重视“教”
的技术转向重视“学”的技术。

教育内容配套产业的变革

知识内容的组织与呈现形式正在发
生变化，未来将引起教育内容出版、应
用等配套产业的变革。最近，一些新的
内容表达方式不断出现。人民卫生出版
社依托在线教学平台，把融合了教学资
源、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价的在线课程，
组织制作并出版了 8 门护理专业的数字
教材；ClassIn 推出的 EDB 课件，在同
步视频教学屏幕上，采用多图层叠加的
方式，将静态、动态教学内容以及互动
操作等要素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一个以
屏 幕 为 中 心 的 线 上 教 学 “ 注 意 力 焦
点”。这些探索表明，我们可能正在迎
来一次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升级。

数字内容的升级换代是一个涉及作
者、制作者、发布平台、读者的复杂系
统。只有当设备、软件、制作成本、使
用成本都降到合理范围内的时候，才能
形成一次产业升级。

现在，技术不断成熟，新的数字资
源生态正在出现，数字化教育资源的表
达形式、内容组织结构、出版应用模式
等，可能正在迎来一次的重大变革。这
对于教学场景、设备、内容产业等都将
带来一系列新的发展机会。新应用所带
来的数据格式和数据流，也将成为未来
智 能 教 学 的 新 基 础 设 施 （Infrastruc-
ture），这是教育“新基建”的重要内
容。

教学设计能力的变革

随着技术的进步，按照教学对象特
征、教学目标的需要以及教学场景的传
播特征来设计和组织教学，是对教师和
教学机构的挑战。例如，在传统课堂教
学、异步在线教学、同步在线教学三种
场景下，教学设计的模式和方案都存在
很大的差别。当资源形态、教学场景、
评价方式、教学模式的选择增加的时
候，教学设计就变成了一项复杂的决
策。混合式教学设计能力，将成为未来
教师专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的教育生态环境要求教师和教育
机构建设自己的“教学工具箱”，这个
工具箱中，除了传统的教学资源和教室
场景以外，还要包括互联网上的教学资
源、各类在线教学平台以及教学活动的
组织方式。教师要按照教学对象和教学
目标的特征，在自己的“教学工具箱”中，
选择线上/线下教学资源、教学场景以及
教学活动等要素，组织和实施教学过程，
完成综合化的人才培养目标。

因此，跟踪“互联网+教育”生态
下不断出现的新教学支持要素、提高混
合式教学设计和实施能力，将成为教师
专业发展、教育机构能力建设的一个不
容回避的、长期持续的挑战。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
教授、数字化阅读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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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教室里，，学生和高新教育集学生和高新教育集
团总校第三实验小学的学生团总校第三实验小学的学生““共共
聚一堂聚一堂””。。通过大屏幕和网络录通过大屏幕和网络录
播设备播设备，，两校师生实时互动两校师生实时互动，，共共
唱英语歌曲唱英语歌曲，，通过平板电脑学生通过平板电脑学生
发送课堂练习发送课堂练习，，让身处异地的三让身处异地的三
实小教师也能及时对学生作业做实小教师也能及时对学生作业做
出指导出指导，，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这是记者在安徽固镇连城镇这是记者在安徽固镇连城镇
中心小学英语中心小学英语““专递课堂专递课堂””上看上看
到的一幕到的一幕。。20192019 年底年底，，借着蚌借着蚌
埠全市全面推进智慧学校建设项埠全市全面推进智慧学校建设项
目的东风目的东风，，新技术新技术、、新手段走进新手段走进
了安徽固镇连城镇中心小学了安徽固镇连城镇中心小学。。

在该校的科学课堂上在该校的科学课堂上，，记者记者
看到看到，，两地学生正在学习两地学生正在学习““电是电是
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教室前方的屏幕教室前方的屏幕

里里，，是第三实验小学教师尹冠是第三实验小学教师尹冠
卿卿，，尹老师时而讲故事尹老师时而讲故事，，时而提时而提
问互动问互动，，时而引导学生们借助手时而引导学生们借助手
中中““平板平板””观看风力发电观看风力发电、、火力火力
发电动画发电动画，，并通过查看答题数据并通过查看答题数据
统计统计，，实时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实时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
情况情况。。

““原先原先，，受制于地域偏远等受制于地域偏远等
因素因素，，乡村学乡村学校的科学课校的科学课、、英语英语
课等远没有城市学校的资源丰课等远没有城市学校的资源丰
富富、、形式多样形式多样，，但是专递课堂的开但是专递课堂的开
设设，，让我们找到了出口让我们找到了出口。。””连城镇连城镇
中心小学校长陆权称中心小学校长陆权称，，从开始的从开始的
陌生到摸索熟练陌生到摸索熟练，，再到如今两门再到如今两门
学科专递课堂的应用学科专递课堂的应用，，连城镇中连城镇中
心小学的师生们逐渐体会到专递心小学的师生们逐渐体会到专递
课堂带来的教学便利课堂带来的教学便利。。

面对新颖的教学方式面对新颖的教学方式，，科学科学
教师梁昌杰表示教师梁昌杰表示，，不仅学生们的不仅学生们的
反应十分积极反应十分积极，，更带给教师许多更带给教师许多
前所未有的体会前所未有的体会，，““实现优质课程实现优质课程
资源互通的同时资源互通的同时，，我也在与市区我也在与市区
教师的沟通交流中获得了成长教师的沟通交流中获得了成长””。。

““专递课堂满足乡村学校薄专递课堂满足乡村学校薄
弱学科的实际需求弱学科的实际需求，，对实现区域对实现区域
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起到了重要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作用。。””陆权表示陆权表示，，智慧教育是智慧教育是
未来的趋势未来的趋势，，期望借助信息技术期望借助信息技术
的双翼的双翼，，能够实现教学互通能够实现教学互通、、资资
源共享源共享，，助力孩子们全面发展助力孩子们全面发展。。

““信息技术的运用信息技术的运用，，弥补了弥补了
乡村教学的不足乡村教学的不足，，学生不出课堂学生不出课堂
就能看到山川大海就能看到山川大海，，掌握更多前掌握更多前
沿知识沿知识。。””陆权说陆权说。。

“专递”优质课 造福连城娃
本报记者 方梦宇 黄璐璐 通讯员 曹雨

一桥架起，天堑变通途。大
力投入下，坚定的还有乡村教师
留在基层的信心。

对潜山县余井中心学校教师
何培红而言，智慧课堂是一份梦
寐以求的礼物。“云上丰富的名师
资源让身在大山的我们身后仿佛
也有了一个强大的教研帮扶团
队。身在大山，也不再孤立无
援。”

智慧课堂还让乡村学校生
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不

少乡村学校的教学成绩开
始崭露头角，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余井中心学校
连续三年位居全县前列，各
项荣誉接踵而至。

教师们眉宇间不自觉
扬起了自信，自信体现

在课堂教学中，越教

越自信；自信呈现在教学效果
中，教育教学质量越来越好；自
信传递到孩子的脸上，越来越快
乐；自信表现在“教师出走”的
比率上，越来越低。

根据 《安徽省智慧学校建设
2018-2022年总体规划》，2022
年安徽将实现全省教学点智慧课
堂全覆盖，距离目标实现还有两
年，安徽的乡村智慧课堂建设已
步入提质增效新阶段。

如在金寨县天堂寨中心小
学，传统的在线课堂已升级为在

线课堂+智慧课堂的智慧空中课
堂 2.0 模式，教学点学生也可以
和中心小学师生同步课堂互动、
同步作业测评；蚌埠市仁和初级
中学实现了智慧校园的深度应
用，学生可以在课后利用智慧课
堂进行自主学习，教师还可以给
学生们推送名校名师录制的精品
课程，乡村中学第一次通过线上
教学，弥补了学生们在获取教育
资源上的不均衡⋯⋯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
比脚更长的路。”借力信息化，
在安徽，越来越多的乡村学校探
索 到 了 自 己 的 “ 智 慧 发 展 之
道”。正如天堂寨中心小学校长
储诚超所期待的那样，随着智慧
学校建设的铺开，让教育均衡教
育公平的阳光普照乡村学校，照
亮每一个孩子的梦想。

赋能教师
未来值得期许

省级规划
在薄弱处集中发力

“要把智慧学校建设的钱和精力集中投在乡村薄
弱学校。”无数次会议和调研工作中，安徽省副省长王
翠凤再三叮咛。

针对农村教育仍是教育发展“短板”的省情，安徽
将乡村中小学特别是贫困地区小规模学校智慧学校建
设纳入省政府重点工作和民生工程予以推进。

根据安徽省小规模学校智慧学校建设标准，班级
均出口宽带要达到 5M 以上，且学校出口总带宽不低
于 200M。学生计算机拥有量至少达到生机比 8∶1；
教师计算机拥有量至少达到师机比1∶1。乡村中小学
校每个年级至少配备 1 套智慧教学系统。从 2019 到
2022 年，安徽计划用 4 年时间在农村小规模学校实现
智慧教学、智慧学习、智慧管理等建设要求，并促进持
续常态化应用。

在建设的谋篇布局上，安徽创新制度框架，扩大资
金盘，无论是前期投入，还是后期运维，安徽始终鼓励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学校智慧校园建设。

以蚌埠为例，为了破解资金瓶颈，该市采取了中标
企业先期垫付的办法，市级财政统筹协调，县区财政分
级分担；六安市为了找到合适的建设方，进行了项目标
前公示，前后组织了 8 次项目讨论会、专家论证会、质
疑论证会、专家意见反馈会等，征求各方意见，逐条分
析论证。公开良性竞争之下，中标价比预算节约了
4300万元。

社会资金的有序涌入一方面解了部分地区财政吃
紧难题，也极大地激发了乡村智慧学校建设的内部动
力，让后期应用、运维和培训等工作更加顺畅。

针对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容易应用难”问题，安
徽同时建立了政企“共建共管”模式，即所有权、监督
权、应用权在教育，建维事务在企业，把传统的“交钥匙
工程”转变为“派驻服务工程”。

“从2020年9月进驻旌德起，5个月我有140多天
都在村里。”一年来，安徽某科技企业工程师赵艳凯累
计给旌德县梓阳学校高铁分校的乡村小学教师培训
40 余场，帮助学校 15 位老师完全熟悉了信息化教学
方式。

“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智慧
校园建设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
重要途径，无论如何，必须做
好，没有借口。”这是六安市委
书记孙云飞对六安 7 县区主要负
责同志下的军令状。

在全省一盘棋指挥下，六安
全市有了攻坚的决心，依据“统
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标准、
统一平台、统一数据库”的要
求，2019年一年即投入1.142亿
用于小规模学校智慧课堂、乡村
智慧学校建设。

这一年，六安完成贫困地区
147 个主讲课堂、382 个教学点
智慧课堂建设任务，比安徽省提
前一年实现贫困地区教学点智慧
课堂全覆盖。

因为智慧学校建设，大山里
的孩子开齐了课程，拥有了智慧
化的互动课堂。

六安市下辖的金寨县地处大
别山区，是安徽面积最大，库区
人口最多的县，这里目前有小规
模学校127个，大部分分布在山
区和库区沿线。

在该县天堂寨中心小学下辖
的叶畈教学点里，50 多岁的黄守
辟既是校长，也是唯一的在编教
师。“学校只有一到三年级，30 多
个学生，一多半是留守儿童。”

地处偏远、师资力量严重不
足，多年来，天堂寨中心小学下
辖的 6 个教学点一直无法开设英
语、美术、音乐等科目。

信息化的神奇之手改写了这
一切。2015 年，金寨开始在全
县推广在线教育，借助在线课堂
平台，学校的 6 个教学点实现了
与中心小学课堂同步、教研同
步。自此，偏远教学点的孩子们
也有了英语、美术、音乐等课
程。

为了推进应用，安徽同时实
施了乡村教师信息素养专项提升
计划，对乡村中小学教师教育技
术能力实现全员培训，重点加强
农村教师信息化应用能力和素养
提升。目前安徽已举行智慧学校
应用培训近 1800 场，并将信息
技术应用作为新任教师上岗和教
师资格注册考核内容。

教师会用，学生受益。在过
去几个月里，旌德县孙村镇中心

小学三年级学生余寅银改变很
大，自幼父母不在身边，从小跟
着爷爷长大的他对学习有着强烈
的抵触心理。

为了激发余寅银的学习兴
趣，教师汪艺童每天通过平板电
脑给他布置朗读任务。余寅银的
求胜欲被激发，为了拿到越来越
高的分数，教室里吵，他就跑到
汪艺童的办公室，要求在那里读
书，而且不拿到高分不罢手。

汪艺童说，农村孩子最缺少
的，就是正向的“反馈循环”。

“很多孩子回到家中都是书包一
丢就去玩，爷爷奶奶管不了，课
后复习的黄金时间就白白被浪费
了。”但有了平板电脑以后，变
化很大。汪艺童去家访，很多家
长就说，现在孩子回到家，第一
时间就拿出平板来写作业、做笔
记，还要给家长介绍平板电脑的
功能，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他们会期待、会想点子去
更好地完成任务。这样积极性的
转变，就是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
被激发了。”在校长陈冬辉看
来，这就是农村教育问题中的一
个突破，也是所有老师在农村教
学中最希望看到的景象。

市级统筹
让均衡渗入到大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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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蚌埠洪集中学七年级教室里，教
师通过在线作业提交情况，个性化指导学
生学习。 黄璐璐 摄

智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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