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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101中学的一间教室里，音乐
教师曹媛源弹起了古筝；2000 公里外，
四川省昭觉中学教师地地古曲和着动人的
旋律唱起了歌。这一双师课堂，正是这所
海淀区科技应用场景试点校的日常。记者
发现，正在推进的“101 未来学校”试
点，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让教学实现
了线上线下无缝切换。在学校的英才学
院，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式培养模式，大学
教授、院所研究员与教师协同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也成了现实。

数字化转型成为北京教育克服疫情挑
战，加速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渠道。
北京市副市长、市教委主任刘宇辉说：“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推
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
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这为北京教育数字
化转型指明了方向。”

补短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3 年前，疫情突如其来，一根网线成为

师生教与学之间重要的联系。回忆起那段
日子，北京市教委二级巡视员葛巨众说，我
们迅速搭建了线上教育教学平台，组织名
校名师录制了覆盖中小学全学段、全学科、
不同版本教材的上万节数字课程资源，以

“北京市空中课堂”为基本保障，统筹五类
14 家企业构建了多元线上教学平台，为全
市学生提供了有质量、全覆盖的基本公共
教育服务，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线下线上教
学衔接。

2022年中考刚出分，朝阳区和平街一
中地理市级骨干教师李冬生就接到了东城
区广渠门中学一名学生的一对一辅导呼叫
请求。“李老师，我第一个告诉您，我考了
61 分！”2020 年，为支持学生居家自主学
习，北京市教委基于原有“中学教师开放型
在线辅导服务平台”上线了“中学教师开放
型在线答疑服务平台”。动员全市骨干教
师上线服务学生疫情居家学习和平时课后
的课业辅导需求。之前，这名学生中考地
理一模成绩刚过30分，李冬生是她在辅导
服务平台上找的线上一对一辅导教师。

3 年来，李冬生只要时间允许，晚上
6 点半至 8 点都会在线为求助学生评讲试
卷、串讲知识、教授学习方法。他的学生
超过百人，遍布密云、延庆、房山等远郊
区。记者了解到，整个辅导服务平台上全
市共有 8900 余名中学教师为全市近 10 万名初中学生提供
了超300万次个性化在线辅导。

为助力教师专业发展，2021 年，北京市教委上线“中小
学教师开放型在线研修管理服务平台”，为通州、密云、延庆、
门头沟 4 个远郊区 1.7 万余名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提供服
务。开放研修服务分为“名师直播讲堂”“一对一实时研修”

“开放式检课”三种形态。“先到‘名师直播讲堂’观摩，确定个
人课堂实践前的问题和需求，再进入‘一对一实时研修’模块
请专家指导。”延庆区十一中学青年教师赵秀娟说，“这是普
通一对多培训所无法比拟的。”

目前，研修平台集结了北京中小学特级校长、市级学科
带头人、市级骨干教师超过4200人。首位上线导师、北京市
东城区教科院资深教研员江萍说：“‘开放式检课’就像一个
导师超市，学员可以定向邀请导师评课，我们的点评通过系
统出具检课报告。随后，几位指导教师还将与学员教师开展
不少于45分钟的互动研讨。”

加速铺就发展高速路
疫情3年，通过教育公共服务门户——“京学通”，学校、

教师、学生及家长需要的教育信息服务，足不出户就可以通

过电脑或手机“一键直达”，实现了入学登
记、信息采集、资格审核、电脑派位等全流
程信息化管理。

葛巨众说，北京市教委将教育数字
化转型列为重点工作，多年持续加强顶
层设计，凝练了“素养为先、优质协
同、融合创新、首善引领”的工作理
念，设计了“北京教育信息化总体框架
图”，制定了 《北京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
计划 （2018—2020）》 和 《北京教育信
息化“十四五”规划》 等多个文件。

目前，北京高校、中小学校和教育研
究机构等近 3000 个单位实现了 100%接
通互联网。其中，千兆以上带宽入校占比
超过 70%，无线网络覆盖率达 90%以上。
以“一库、六系统、N应用”为框架的北京教
育大数据体系，构成了全市教育数据共享
交换的“基础底座”。

在这个“基础底座”上，汇聚了43个教
育业务系统的231张数据表，1.5万个数据
要素，共计 5.6 亿条教育数据。北京市教
委以场景驱动支撑综合改革，统筹建设了
教育公共服务、教育公共管理、教育公共
资源“三大平台”。通过“互联网+”校园安
全管理平台，可实现视频监控互联互通、
安全工作闭环管理；通过“掌上督导”平
台，督导人员可实时将督导数据上传平
台，以数字化促进督导业务流程再造。

区域数字化赋能正在催生“双减”
新生态。这两年，北京东城区的学生家
长们发现，孩子的课后作业变少了。史
家小学分校学生家长黄粤说：“题量减少
了，不同孩子的作业还可能是不同的。”
东城区教委副主任周林说，进入首批国
家智慧教育示范区试点后，东城区积极利
用信息技术减负增效。区教委统筹编制
了电子化作业，针对知识点、学科核心素
养等进行重点标注，把“教、学、评”
与作业设计统一到课程标准上，从源头
提升了作业质量。同时，引入的 AI 作业
分析系统，大幅减轻了教师负担，使得
分层教学、个性化反馈、定制化作业等
需求得到满足，实现了作业减量提质。

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同样发生在高
校校园。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毕业生
办理离校退费业务时间从半天缩减到几
分钟。副院长陈江锋说，原本分属学工管
理系统、武装部管理系统、公寓管理系统

和财务系统的业务，现在被整合成信息系统中的处理节点，
数据传递代替了原先学生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奔波。

按照北京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的部署，北京市教委正在起
草的《北京市智慧教育总体规划方案（2022—2025）》，确定
北京将构建“一基（数字教育新基座）、六景（数字教育新场
景）、三空间（数字教育新空间）”的智慧教育发展新格局。《北
京市智慧校园建设指南》也在同步编制。“十四五”期间，北京
将实现学校千兆接入率、班级百兆接入率、校园无线网络覆
盖率全部达到100%。中小学智慧校园达标率将达到85%。

促改革牵引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东城区史家小学智慧教室里，记者通过VR眼镜看到

了国家博物馆里的后母戊鼎，耳边还有讲解员结合文物进行
讲解的声音。该校副校长郭志滨说，史家教育集团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博悟课程》资源数字化，将博物馆虚拟场景引
入平台，利用AR、VR以及云端数字计算等多重技术，让文
物全方位无死角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全新的教学场景让学
习不再是简单的浏览和听讲，而是助力学生习得‘观察—
思考—发问—解决问题—形成观点’的学习方法，促进核
心素养发展。”郭志滨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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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剑松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近日，青岛科技大学师生朋友圈
被学校官方一条微信推文 《你要的空
调宿舍来了！》 刷爆。推文介绍了学
校要在这个寒假为每个学生宿舍安装
空调，保证春季新学期让学生住进

“空调房”。“又是别人家的大学！慕
了！”“快快开学吧，想回去吹吹宿舍
空调风！”看到推文后，网友纷纷在
学校官微上点赞和留言。

“我们深切感受到学校真正把学
生的学习生活需求放在心上。这么
冷的天，尽管放了寒假，学校领导
教师和工作人员仍在为了我们能够
早日住上‘空调房’加班加点，老
师们辛苦了！”青岛科技大学学生李
心悦说。

“优化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和谐
美丽校园是学校今后 5 年的重点任务

之一，利用寒假给学生宿舍加装空调
是落实学校党代会部署、改善民生的
重大举措，通过此举切实提升学生在
校学习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青
岛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李兴伟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有
序地推进学生宿舍空调安装工作。学
校力争开学前完成 3 个校区的空调安
装，实现住宿条件全面升级。

连日来，为尽快落实好这项民生
工程，学校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持续奋
战在施工一线。“在此次工程推进过
程中，全体工作人员高度负责、一丝
不苟、精益求精，确保了工程质量和
进度。”青岛科技大学校长、学生宿
舍 （公寓） 加装空调领导小组组长陈
克正表示。

“因为施工要开宿舍和走廊的窗

户，为避免冻坏楼内的水暖管路，每天
要多检查几遍，确保基础设施正常。”
张伟是学校崂山校区北区 3 号宿舍楼
楼长，在施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每
天施工结束后，张伟再将打开的门窗
逐一关闭，确保宿舍楼基础设施正常
运转，回到家中大多已是深夜时分。

“截至目前，3个校区打孔工作已
基本完成，支架及吊架的安装正有序
推进，四方、高密校区已完成部分宿
舍室内机的安装。”该校后勤管理处
副处长魏一众说。

据了解，青岛科大崂山、四方、
高密3校区学生宿舍需要安装6715台
空调，总投入 4000 余万元。为此，
学校制定了细致方案、质量任务书和
完成时间表，确保学生新学期享受到
空调带来的幸福。

青岛科技大学为学生宿舍加装6000多台空调——

新学期学生可住“空调房”
本报记者 孙军 特约通讯员 刘奕辰 李粟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天津师范
大学，位于校园中部和南部的几片
工地已经开工了。在冬日晨光中，
崭新的建筑群显得气势恢宏。

这是正在施工的天津师范大学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地”项
目，一年前，该项目获批国家教育
强国推进工程优质师范大学建设项
目，并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包括京
津冀教师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京津
冀国际中文教育交流中心、京津冀
心理健康与社会治理中心等。

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钟英华把车停
在路边后，走进京津冀国际中文教
育交流中心的施工现场，一边跟工地
人员打招呼，一边熟练地查看工程质
量、施工安全、项目进度等情况。

“施工安全的各项保障措施都到

位了吗？”“都已经到位了。”“工人
的工资发放情况怎么样？”“都发放
完毕了，您放心。”钟英华与工地负
责人交谈着，并再三叮嘱务必要高
度 重 视 施 工 安 全 和 工 程 质 量 。 此
时，天津师大基建处处长赵进广也
从附近工地赶了过来，跟钟英华一
起对人员调配、物料进场等情况进
行调研和指导。

赵进广告诉记者，“京津冀教育
协同发展实训基地”项目建设一年
来，几乎没有受到疫情影响，一直
在持续不间断地施工，即使是中秋
节也没有停工一天。学校通过校外
储备进场人员、施工区域全封闭、
材料车辆进场贴封条等方式，保障
物料及时到位。今年 1 月初，学校决
定，春节期间也不停工。“我们持续

做好项目安全、质量管理工作，并
科学组织施工，推进工程进度。同
时开展送温暖活动，解决留守人员
的实际困难”。

据了解，该工程中的新建项目已
完成全部土建施工。目前，除幼师
培训中心外，其他建筑物正在进行
室内机电安装及室外配套管网铺设等
工作。春节期间主要开展室内精装修
收尾及热力配套安装工作。“项目建
成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推动天津教
育在全国的知名度，服务京津冀协同
发展国家战略。”钟英华说。

上午的调研告一段落，离场前，
钟英华再次叮嘱施工人员，务必要
科 学 管 理 合 理 规 划 ， 确 保 按 期 竣
工；务必要精细化管理，严格控制
项目成本。

天津师范大学利用寒假推进项目施工建设——

春节不打烊 工地不停工
本报记者 陈欣然

“作为农科学子，我们能为守护
粮食安全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
从哪些方面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呢？”近日，在隆平水稻博物馆，
湖南农业大学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宣讲团成员、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师刘遥阳带领一支调研队伍，
重温了杂交水稻的育种推广过程，感
悟新征程上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
使命。

带着问题，刘遥阳一行来到了衡
阳县台源镇台九村。党的二十大代
表、湖南农业大学校友，台九村种
粮大户朱霞给了学生们鲜活的答案。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
化，未来农业势必是科技化集约化
规模化的。务农不再是面朝黄土背
朝天，现代农业已经插上了科技的
翅膀，各种农业生产过程数据可视
化、全程无人农机作业可追溯，我
们可以通过 APP 着力精准作业，真
正实现智慧农业。”朱霞带着调研小
组的学弟学妹们来到田野上实地操
作，在绿水青山中为大家上了一堂

“乡村振兴课”。
除了衡阳县台九村，像这样将

“会场”变成“现场”的别致景象还
有很多。岳麓山实验室建设基地、
花垣县长乐乡那光村、学生宿舍⋯⋯
湖南农业大学成立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开展集体备
课，党的创新理论宣讲不再局限于
坐在教室讲党课、听理论，而是将
课堂延伸到校园中、田野中、院坝
中去，场景化沉浸式的宣讲让师生
们听得懂、躬身入局、挺膺负责。

在岳麓山实验室农大片区，塔吊
林立，机器轰鸣，一张蓝图逐渐变
为可触的现实。来自学校各创新团
队的 150 多名青年学者深入热火朝天
的建设现场，深入了解实验室整体
规划、空间布局及功能定位。

“青年学者们要依托岳麓山实验
室 平 台 ， 着 眼 国 家 需 求 和 战 略 发
展，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
农为己任，培养‘一懂两爱’新型
农业人才，把创新的基因植入人才

培养各个环节，为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
和人才支撑。”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
记陈弘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以中国
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湖
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工作队正在做的
工作就是在落实这样的要求，我们相
信那光村的明天会更好，我们的日子
也会越来越美好。”在湖南农业大学
对口帮扶点花垣县那光村，中国工程
院院士、校长邹学校以院坝小讲堂的
方式为村里的党员和群众面对面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

通过一系列活动，湖南农大师生
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对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等有了更加清晰而具体的认
识。他们表示，乡村振兴只能靠拼
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要把个
人理想追求融入强农兴农的伟大使
命。

湖南农业大学将课堂延伸到田野、院坝——

“会场”变“现场”宣讲更高效
通讯员 庹炼 本报记者 阳锡叶

学习二十大学习二十大 教育在行动教育在行动

近日，在江苏省东台市，孩子们在非遗花灯传承人赵柏生的指导下一
起制作兔子花灯，体验传统民俗文化，迎接元宵佳节。

练益华 摄
扎花灯 迎元宵

坚定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