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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期末，很多学校就会忙着收集教师一年
来的教学与教研成果，从“收起来”“记下来”到“算
出来”“发下来”，似乎就完成了对教师教学与教研
的评价工作。至于评价是否成体系、便捷、易分
析、有效度等问题，往往淹没在“发下来”的笑声或
叹息声中。近年来，我校立足校情、凝聚共识，着
眼于特色化、可操作、易接受、有成效，构建了学校
信息化教师教学与教研评价体系。

把教学与教研能力评价体系“树起来”

一般而言，要总结提炼校本化的教师专业发
展能力体系，一是研究关于教师评价的系列文件；
二是寻求从事教师专业评价研究专家教授的学术
指导；三是开展从教师代表、教研组长、学科主任、
中层管理到学校领导的逐层研讨；四是设计量表，
进行学生和家长层面“你认为的优秀教师专业指
标”问卷调查。

我校经过多维聚焦、反复完善、系统优化，进
而形成以教师多样化自主化发展为核心，以课堂
教学能力、信息化运用能力、试题命制能力、作业设
计能力、发展学生特长能力、课程开发能力、教育科
研能力为维度，以阶段化、实证化、增值化、积分化
为路径的“一核”“七维”“四径”的教师教学教研能
力体系。其中，“一核”是评价体系的核心理念，也
是回答“为什么评”的问题；“七维”是评价七个方面
的主要指标，回答“评什么”的问题；“四径”是评价
4个方面的主要路径，回答“怎么评”的问题。

与“一核”“七维”“四径”的教师教学教研能力
体系配套，从可接受、易操作、有成效的角度出发，
制定了《教师教学与教研能力评价表》，把 7 个方
面的评价内容进一步具体化，这让教师专业发展
有了“风向标”，教研工作开展有了“推进剂”，学校
教师评价有了“处理器”。

把教学与教研能力发展数据库“建起来”

传统的纸媒化教学与教研评价的评价向度和
评价效度往往是单一性的，教学与教研评价从纸
媒化走向信息化，或者说从1.0步入2.0，不仅评价
数据易于采集取样，更重要的是构建了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的教师专业发展数据存储与
分析系统。

一是构建了教师专业成长的电子档案袋。教
师取得教学与教研成果时，可以随时用手机拍照
上传到平台；要进行职称、荣誉等相关评审时，可
以随时从平台上下载资料；要了解自己专业发展
状况时，可以在平台上查看专业成长曲线图。

二是构建了学校教师发展的数据资源库。学
校通过数据平台，既可以进行从学科教师、教研组
到学科组，从科任教师、班级教师到年级教师，从
青年教师、中年教师到老教师等层级化分析，也可
以进行不同教师、不同教研组、不同学科、不同年
级的均衡性分析，进而借助雷达图，能够在宏观、
中观、微观角度全方位了解教师专业发展取得的
成绩和存在的不足。

把教学与教研评价机制“用起来”

实施教师教学与教研能力评价，关键在于让教
师有“方向感”“成就感”，而不能只是让教师有“约束
感”“畏惧感”，能够使他们心中有目标、眼中有亮光。

一是坚持公平性原则。设定每个教师的基本
积分同为 60 分；实施积分考核，以同一学科为单
位。这样，在评价维度上就尽可能寻求到了一个
最大公约数和最佳切入点。

二是坚持阶段性原则。设定以一学年为一个
积分周期。

三是坚持实证性原则。要求积分登记必须提
供实证材料，没有相关实证材料不予积分认定。

四是坚持增值性原则。主要以激励性评价、
发展性评价为主，突出正面引导，而不强化横向比
较，不进行负面评价。具体来说，当教师学年教科
研积分达到学科积分平均数，其超出平均数的积
分部分对照一定的奖励结构比例，兑换相应等级
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把教师专业发展校本教研“加进来”

校本教研是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途径，
校本教研基于学校的着力点、为了学校的合力点、
发展学校的动力点是否能够找准、聚焦、发力，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有针对性。信息化教学与
教研评价体系较强的数据分析功能，能够很好地
解决校本教研针对性的问题。

一是聚焦整体，实施主题式校本教研。通过
学校教学与教研积分数据的整体分析，抓住学校
共性的突出问题，分析问题的形成因素、理论困境
和解决路径，每学期面向全体教师开展 1 到 2 次
以专家引领为主要形式的主题式校本教研。

二是聚焦学科，实施专题式校本教研。通过
学科教学与教研积分数据的系统分析，梳理学科
系列突出问题，并按照这些问题的价值大小进行
排序，抓住问题关联的教学情境，按照问题价值大
小次序开展系列以行动研究为主要形式的专题式
校本教研。

三是聚焦年龄，实施分层式校本教研。通过
基于年龄的教学与教研积分数据分析，了解青年
教师、中年教师、老教师等3个年龄阶段教师各自
专业存在的突出共性问题，每学期开展 1 到 2 次
分别以实践引领、教育科研、课程建设为主要形式
的分层式校本教研。

（作者系安徽省合肥市第一中学教科所所长）

信息化让教师专业
发展有了“风向标”

蒋信伟

数学与现实生活有着密不可分
的联系，但是传统的数学教学，很
少让学生们感受到书本上的数学魅
力。如何在生活中挖掘数学，让数
学服务于生活，让学生学习有用的
数学？信息化教学给数学课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实现路径。

在青岛版七年级数学《三角形
的外角和定理》 这节课的学习中，
学生需要了解外角的定义并掌握两
个定理：一是三角形的外角等于与
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的和，二是三
角形的外角大于任何一个和它不相
邻的内角。

课上，我首先播放视频，画面

中雄伟的金字塔出现后，学生们目
不转睛地盯着，随后发现古埃及人
想要测量金字塔侧面与底面夹角，
怎么测量呢？

有学生说，在侧面从顶点出发
做一条线段垂直于底面边长，与底
面的高线以及金字塔的一条棱组成
一个三角形。想法是对的，可是我
提醒：“这样的方法是可行的，但
古代条件有限，金字塔的底部无法
从外部直接进行测量。”

话 刚 说 完 ， 另 一 学 生 说 ：
“老师，可以用延长底边的线段构
建 这 个 角 的 邻 补 角 吗 ？”“ 可 以
啊。”我在几何画板上将这个图形

画出来之后，问：“老师延长底边
线段构造出来的这个角和这个三
角形是什么关系呢？”“是三角形
的外角！”学生们异口同声回答
道。

从金字塔到三角形外角的讲
解，过渡自然，过程中学生们兴
趣高涨，切身体会到数学知识就
在现实生活细节中。而在理论证
明环节动态演示更是帮了我教学
的大忙。

在电子几何画板上，随着我拖
动三角形的顶点在一条边上运动，
学生会发现三角形的外角总是等于
与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的和。“老

师，我一看就明白了。”通过动态
演示，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具体，
不用我过多讲解，学生就可以轻松
理解知识点。

理论掌握了，更需要会用，能
解决问题。于是，在课程拓展环节
中，我拿出一个飞镖问学生：“你
们知道工人如何利用角度值检测飞
镖形零件合格吗？”这一现实问
题，引发了学生的热烈讨论。小组
讨论后，小组代表边讲解边勾画图
形，展示自己小组的想法，有的小
组延长了飞镖角的一条边，有的小
组则是连接两个飞镖底端。学生们
各抒己见，找到了很多种方法，实

现了一题多解。
整个教学过程中，信息化技术

把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巧妙地引入
课堂，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
情，而动态演示和多手段展示，
引发了学生的深入思考。这样的

“智慧课堂”实现了学生自主学
习、情景式合作式学习、问题解
决式研究性学习的三者结合，让

“生活中处处有数学”不再是一句
简单的空话，培养学生用学到的
数 学 知 识 解 决 现 实 问 题 ， 绽 放

“创新思维”之花。
（作者单位系山东潍坊高新金

马公学）

数学课堂绽放“创新思维”之花
张杰

■■““聚焦全国首批智慧教育聚焦全国首批智慧教育示范区示范区””系列报道之六系列报道之六————

武汉武汉：：智慧教育智慧教育融入融入
每每个教育环节个教育环节
本报记者 程墨 特约通讯员 汪亮亮 邹永宁 邓潇凡

运用人工智能教具制作的玻璃温室，由智能传
感器控制的温度和湿度条件，自成生态体系的智慧
农场⋯⋯这是湖北省武汉市翠微中学物联生态园
里，七 （1） 班的学生们上的一节人工智能课。科
幻小说中的“未来教育”场景，在这里已成为课堂
常态。

2019 年，武汉获批成为全国首批智慧教育示
范区，随后不久，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方
案，明确以此作为打造“五个中心”、建设现代化
大武汉的战略支点，推动智慧教育上升为城市战
略。

在市政府主导之下，武汉市教育局启动了“智
慧教育环境提升行动、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中
小学校课堂革命行动、资源供给模式创新行动、数
据驱动评价实践行动、教育治理能力优化行动”等
六大行动，将智慧教育理念延展到每一个教育环
节，逐渐形成了基于大数据的可感知、可诊断、可
分析的智慧教育新样态，为教育改革引入了源源不
断的动力。

“通过‘云’看国宝，今天我们拜访了许多博物
馆。那么，你会选择以下哪个地标，作为武汉市的
城市宝藏呢？请选择！”话音刚落，学生手中的平板
电脑上，立刻出现了黄鹤楼、武汉大学、武汉长江
大桥等图片选项。点击屏幕，投票完成，数据分析
报告实时完成⋯⋯这是武汉市汉阳区楚才中学教师
王承瑾执教的一节 《国家宝藏》 课。

智慧教育的落脚点，应当从课堂效果直接体
现。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夏春胤介绍，在统筹智慧
课堂规模化、常态化、深层次应用过程中，武汉市
教育局坚持打好课堂教学主攻战，坚持开展“信息
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主题月活动，坚持推动
差异化教学、个性化学习。

武汉智慧课堂发展变革的脉络，极为深远。早
在 2013 年，武汉市教育局就率先在全国建成全市域
基于云构架的“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开展了以网
络学习空间为基础的智慧课堂教学模式探索，尝试
将多种技术和平台引入教育教学过程，如 AI 行为分
析、智能阅卷系统、班级优化大师评价系统等。

2020 年上半年，为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复课难
题，全市 1000 余所学校基于武汉教育云平台的“空
中课堂”在全国率先启用，不仅给全市 104 万中小
学生“停课不停学”提供了坚实保障，也造就了一
批“云端”明星校。

武汉市华师一附中主打关键能力探索，形成
“互动、探究”课堂教学模式，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推出“三导制”（导师制、导生制、导学制） 立体育
人课堂教育模式，武汉外国语学校打造“任务驱
动、合作探究”课堂教学模式⋯⋯疫情对线下课堂
教学造成的不利影响，已通过云平台，转化为武汉
探索信息技术与日常教学深度融合的新契机。

随着云端同步课堂、课程社区、名师工作室、
探究性学习等应用模式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实现深度融合，智慧课堂也在不断产生质变
与飞跃。“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武汉
云教育生态已基本成形。截至目前，通过教育云平
台，武汉在云端已建成了 82 个市级名师工作室，
361 门课程配套资源，1254 个课程社区，辐射武汉
全市 15 个区，覆盖小初高全学科；云平台年均新增
资源达 4.54TB，平均日活量达 12.8 万，教师用户占
比达48.8%，年访问总数超1.5亿次。

基于大数据背景的教育评价实践创
新，让“互联网+德育”有了新的可能。
硚口区韩家墩小学不仅通过教育云平台上
传德育微课，以声音、图片、动画、视频
等方式呈现德育内容，还倡导开发了即时
性、可视化的徳育评价体系，引导学生身
心健康成长。

推进数据驱动创新助力教育评价，也
意味着学校迎来了智慧育人的新时代。武
汉市武昌区三道街小学开发的学生身体健
康评价系统平台，基于大量学生健康及运
动数据采集分析后，制定出了包含学生肌
体健康、行为健康、体能健康等内容的学
生身体健康发展评价指标，通过智能手环
和多种终端设备实时掌控学生即时健康状
态，分析预测孩子们可能存在的身体健康
问题和疾病隐患，为学生终身成长奠基。

“用好大数据，突破市、区、校各级
德育工作瓶颈，是武汉市智慧教育建设
的思考方向之一。”武汉市教育局局长孟
晖介绍，为了推进智慧教育示范区建
设，武汉市教育局与华中师范大学合力
研制了武汉市中小学校长、教师 （教研
员） 和学生信息素养标准。通过构建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
建设武汉教育大数据中心，伴随性采集
学生学习过程数据，实现规模化和精准
化测评，消除评价体系壁垒，长线导航学
生成长发展。

为了保障各学校智慧校园建设形成长
效机制，武汉市教育局绘制了全市各区信
息素养地图，并遴选出1名市教育局首席
信息官、15 名各区教育局首席信息官和
1175 名中小学、幼儿园首席信息官，实
现教育首席信息官全覆盖。

各级首席信息官对应主导校长、教研
员、师生三级信息素养发展水平监测，通
过机制保障，基于大数据、面向全过程，
促进智慧教育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武汉教育大数据中心建设
方案已初步完成，构建了包括业务、数
据、技术的大数据服务支持体系。目前，
市级统筹已建成四星级智慧校园 135 所、
智慧教室 120 间、人工智能实验室 120
间、理化生实验智能化标准化考场学校
30所、智慧图书馆30间。

在武汉市东西湖区远洋世界小学，登录
校级教育云平台，各个班级的课堂实时画面
一目了然，录课、听课、评课，点击屏幕即
可同步开始。

通过完善“大数据管理平台项目”“智慧
录播教室”“创客空间”等基础建设，东西湖
区不少学校都和远洋世界小学一样，形成了
集综合应用平台、智能管理、智慧教学于一
体的智慧校园管理应用系统。

而在不久前，城乡二元结构，还是困扰
东西湖区教育均衡发展的一大难题。如何解
决？教师队伍快速成长，是实现区域内教育
优质均衡的“最后一公里”。

早在多年前，武汉市在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工作中，江岸区育才第二小学就
组织联合周边的花桥小学、博雅小学、石桥
小学、三眼桥小学等校，共同构建了线上教
师学习的“同成”网络学区。

“同成”网络学区的 7 所成员校中，既
有省级示范学校，也有外来务工人员子弟
就读学校，办学水平参差不齐。为了促进
区域内教育公平，网络学区开设了校长论
坛、网络教研、名师工作室、公共资源四
大板块。

“同成”网络学区内的教师们，通过云平
台实现了信息、资源、思想、创意、经历的
校际共享。各门学科网络教研在 7 所学校普
遍开花。网络学区内月月有专题，校校有联
动。300 多名骨干教师常态化参与发起话
题，30 多名名师成立了线上工作室，学区内
教师的整体专业素质得到大幅提升。

漫步云端之上的智慧教育管理策略，让
优质的教育资源得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双重
限制，远隔千山万水之外，也如同近在比邻
之间。江岸区育才小学充分利用武汉教育云
平台，和所“委托管理”的 100 公里外的农
村学校黄陂区塔耳小学实现远程管理协同、
教研协同、课堂协同、资源协同；通过视频
同步培训、云交流、双师云课堂等形式，常
青树实验学校跨省结对帮扶，助力四川凉
山、河北保定高新区等地教育发展；武汉市
第十一中学定点连线贵州省黔西南州，探索

“互联网+”条件下，学校层面区域优质教
育资源共建共享共赢机制，助力教育精准扶
贫。

“智慧教育是教育信息化历史进程中的
发展新阶段。创建智慧教育示范区，是助
推武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难得机遇。我们
希望通过构建智慧教育环境，助推教育创
新转型，促进教育优质均衡，为让每个孩
子都能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奠
定可持续发展之基！”武汉市教育局党委书
记李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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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案例

智慧课堂

武汉市楚才小学在科学课堂上利用
VR虚拟实验资源开展分组实验教学。

学校供图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人工智能
课上分组讨论。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