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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艳丽

日前，李克强总理在银川考察时进

校了解“互联网+教育”。他提到，教育是

获取知识、促进起点公平的关键，“互联

网+教育”可以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听

到好教师的讲课，开拓他们的眼界，点燃

改变人生的火把。

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教育发

展不均衡现象愈加突出，小规模学校生

源骤减，师资力量无以保证，甚至开足开

齐课程成为奢望。深入推进“互联网+教

育”，通过空中课堂、在线课堂、智慧教室

等现代化教育信息手段，让优秀的师资

通过网络给农村偏远地区的孩子授课，

让他们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这是深入推

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

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更是推进教育现

代化的重要渠道。

不难看到，“互联网+教育”受益的不

仅仅是学生，乡村教师同样获得了专业

发展的新渠道。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潜力

不足，并不是他们不敬业，不努力，不进

取，而是缺乏必要的教研机制以及教师

专业发展的氛围。小规模学校，单班教

学，教师年龄老化……在这样的环境中，

教师缺少标杆和方向。“互联网+教育”可

以让学校打破围墙，让更多的教师通过

网络备课、空中教研、集体研讨、在线学

习等有效形式找到专业发展共同体，实

现专业能力的整体提升。

然而，“互联网+教育”却绝非架设网

线、配置设备这么简单，关键还在于教师

这一核心要素。无论是在线课堂、智慧

教室，还是网络研讨，电子备课等，离开

了人的存在，技术便会变得苍白无力。

教育教学技术的使用者是人，实施对象

也是人，只有人与人发挥作用，才能让教

育具有活力。

空中课堂不是城市课堂的现场直

播，乡村孩子有乡村孩子的特点，其认知

水平，学习方式，生活经验与城市的孩子

迥异。城市教师利用信息技术设备向农

村孩子授课时，要关注教学对象的差异，

立足于更好地发展农村学生，不仅要深

入钻研教材，更要深入研究学生，力求用

农村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他们更好

地接受知识，获得能力的提升。

利用互联网进行乡村教师专业研讨

亦是如此，不能仅仅通过行政手段，却罔

顾教师的感受，无视教师的心理和需求，

大一统地实施网络培训。这样的结果一

定是形式轰轰烈烈，却没有实质性的内

容。电子备课成了复制加粘贴，网络培

训成了挂网熬时间，有名却无实。

推行“互联网+教育”，教师的观念要

随着教育技术手段的升级而转变，这需要

教育主管部门尊重教师需求，同时予以相

应的制度保障。当然，更需要教师紧跟时

代，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适应新

技术，为教育现代化而不懈努力。

推行“互联网+教育”关键在教师

□本报记者 张乐琼

“惟祖国与信仰不能辜负！

愿更多的优秀大学生投身军营，

报效国家！”在今年的全省大学

生征集工作会议上，作为优秀退

役士兵代表的杨佳豪向全省大

学生发出了号召。在感慨军旅

成长的厚重份量时，他还格外提

到了退伍后回浙江海洋大学一

手创办起来的“铁军社”。

去年5月，在浙海大团委的

支持下，海大青年铁军社顺利成

立。这是舟山市首个以退伍大

学生士兵为主体的公益社团，现

有社员30余名。“当时就想把全

校的退伍大学生士兵集结起来，

既发扬军队大熔炉里锤炼出来

的意志品质，又能搭建一个发挥

我们光和热的平台。”杨佳豪说，

铁军社的成立实现了自己从海

军东海舰队退役返校后的第一

个梦想。

从此，浙海大的新生军训就

少不了他们的身影，铁军社因此

组织了 20 余人的学生教官队

伍。“大家在烈日下炙烤，口号喊

到接近失声，但每一声号令都依

然铆足了劲。”杨佳豪说，协助部

队圆满完成新生军训任务后，他

们所有人都被评为了优秀教官。

周边中小学校也邀请他们

开展军训。去年 11 月，舟山新

城中心幼儿园迎来了一群大哥

哥，他们带去的“军营生活小体

验”丰富多彩，有匍匐动作、队列

训练、整理军容军貌、练习坐姿

和站姿等。铁军社成员赖慧宁

说，这是一套专门为幼儿量身定

制的系列军训课程，“三天下来，

能感受到小学员们不怕苦累，各

方面都有进步”。

这支队伍还专门推出了“海

大青年铁军”微信公众号，分享

他们在部队里的二三事，同时宣

传国家和部队的最新政策，解答

征兵季入伍的相关问题。去年9

月，40 余名浙海大学生投笔从

戎。临行前，铁军社给他们介绍

了入伍流程、军队训练与纪律、

政策补助、复学手续等方面的详

细攻略。

大到国家政策的宣传，比如

今年4月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

维护和保障退役军人的合法权

益，小到脱下军装重返校园的帮

扶，比如办理复学、课程学业

等。杨佳豪说：“铁军社其实就

是退役大学生士兵的一个家。”

铁军社成员周遵军曾参加

过“跨越—2015 朱日和 H”全

陆军最高规模军演。去年建军

节，他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帮

助校园里的师生揭开“朱日和

阅兵”的神秘面纱，也拉近了大

学生和军队的距离。“青春不只

是眼前的潇洒，还有家国与边

关。”杨佳豪说，从青春懵懂走

向豪气干云，参军是最好的成

人礼。他们想传递压倒一切困

难的气概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的决心。

去年 10 月，舟山迎来强台

风“卡努”，降水量大，展茅街道

受灾严重，通行路段被阻，山体

塌方破坏了村中的水利管路系

统，不少村民站在房顶等待救

援。铁军社的成员们得知后，踊

跃报名，联系当地政府部门马上

展开救援，又接连几天帮助清理

灾后淤泥、重建供水管线等。

“铁军社用军人铁的信念、

团结和纪律带动全校学生树立

起良好的学风、校风，用军营文

化带动校园文化，培养了师生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爱国精

神。”该校校团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去年浙江海洋大学评优表

彰大会上，铁军社被授予“青年

突击队”的光荣称号。

前不久，铁军社还应邀参加

了全省高校国防类社团交流

会。新任社长郭志鹏说，他们将

努力打造一支政治严格、军事过

硬、纪律严明、作风优良，能在重

大活动中发挥作用，在青年学生

中有重要影响的海大青年铁军。

浙海大有支“青年铁军”

追 踪追 踪热点热点热点热点

6月10日，第三届中国（宁波）-中东欧国
家教育项目洽谈会暨教育展举行。来自波黑、
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匈牙利、斯洛伐克等 11
个国家的17位院校代表作了教育推介，30多
所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院校和国内50
余所院校参加展会。图为大学生志愿者向与
会外宾介绍学校情况。

（本报通讯员 张土良 丁洁琼 摄）

看看我们的学校

校企共建
阿里云大数据应用学院

本报讯（通讯员 姚嘉琪）近日，由阿里云、慧科集团联

合共建的我省首个“阿里云大数据应用学院”正式落地浙江

万里学院。

据介绍，阿里云大数据应用学院是基于国家、省市大数

据产业规划，立足宁波、面向长三角，通过校企合作为我省

“世界级大湾区”建设战略实施培养所需的应用型、复合型、

创新型大数据技术人才，为加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

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学院将汇聚高校优秀师资、阿里云大数据云计算产业

数据与资源、慧科集团产教融合教育资源，面向云计算、大

数据等方向，开展本科层次的联合人才培养，计划从今年

开始对外招生，3~5年内为宁波培养1000多名大数据与

云计算人才。

乐清
开出首堂城乡空中互动课

本报讯（通讯员 蔡甜甜 施文远）近日，乐清市教

育局举办了首次“城乡空中互动课堂”观摩活动，通过互

联网直播的形式，为相距55千米的两校带去了一堂互动

数学课。

当天，在建设路小学的专用教室内，该校数学教师李炜

给四年级学生主讲“巧取银环”一课。与此同时，远在大荆

镇镇安学校的四年级学生也在电脑前，一边听讲解，一边思

索如何解题。课后，两校师生还通过网络进行了互动。

乐清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空中互动课可以让全

市所有教师参与其中，提高教研活动的效率，还可以请省内

外专家线上点评，甚至与外地名校进行互动，从而让乐清师

生享受更多的优质教学资源。

接下来，该市将继续推动空中互动课堂深入化、常态化

开展，让农村教师不断提高运用信息技术的水平。此外，一

些学校还计划探索在午后学生托管期间，利用空中名师讲

堂，为学生带去优质课程，解决之前午后托管单调、难管理

的问题。

常山：校校都建家长等候区

本报讯（记者 金 澜）梅雨季临近，阵雨说下就下，接

送孩子的家长常常会被淋成落汤鸡。近日，常山县湖东中

心小学在校门口开设了一个方便家长躲雨的等候区。

记者看到，家长等候区与学校保安室一墙之隔，约15平

方米，内设长椅，提供书报杂志、固定电话及雨伞，墙上还安

装了天气预报滚动屏，实时更新。“学校地处农村，留守儿童

多，不少来接送的家长都是上了岁数的爷爷奶奶。”校长刘芳

赟介绍说，最近天气状况复杂多变，学校要竭尽所能为家长

创设一个良好的等候环境。

近年来，常山县践行“办人民满意教育”，实施了多项暖

心工程。去年底更是提出要在全县各中小学建立家长等候

区。截至目前，已投资近200万元，完成了10所学校的家长

等候区建设，还有3所学校正在建设中，预计今秋开学前就能

竣工投入使用。

近日，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中药药学党支部的部分党员
教师与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来到金华市乾西乡小学，开展
“药香伴我行”社团活动，给孩子们讲解中医药知识，宣传
中医药文化。图为活动场景。

（本报通讯员 周 游 摄）

（上接第1版）
从最初15平方米的小教室到如

今200平方米的创客空间，之中孕育

了数不清的学生创意。前不久，两名

学生还在这里设计出了一个名为“化

学实验小帮手”的机器人，用来协助

教师进行化学实验以及为初学者演

示和讲解实验过程。

就是这样一群“懒”教师们，指导

学生收获了一项项国内外大奖：无人

机团队在真实世界设计挑战赛中获

中国区一等奖和最佳团队合作与协

作奖；第14届中国东南地区数学奥

林匹克竞赛金牌；浙江省中学生机器

人足球竞赛冠军；浙江省暨杭州市青

少年DI创新思维大赛技术类一等

奖、艺术类优胜奖……

织就一张高科技网
为让学生摘下眼镜，拿起望远

镜，拥有强健的体魄和广阔的视野，

学军中学做的是教师的加法。学校

每年都会面向教师举办学术节，将英

国STEM课程教育团这样的大咖请

进校园，也会组织全校教师去北京、

上海等地交流学习，更新教育理念，

提升科研水平，强化科创能力。

在紫金港校区，学校建起了专用

的显微镜实验室、科技展览室、VR

视觉体验中心等一个个大学先修实

验室，为学生们参加各类竞赛、开展

各项研究提供了便利。“地理课上讲

到宇宙星体，一抬头专用教室里的天

花板就是虚拟的星空，感觉特别震

撼。”高二学生朱奇说。

新建的学军中学海创园校区立

志要办成一所全国一流的科技特色

高中。因为学校位于未来科技城，有

天然的区位优势，周边有阿里巴巴、

达摩院、菜鸟网络等高科技企业，还

有很多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加上学校

现有AI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客空间、

无人机工作室等最先进的高科技设

备，仿佛织就了一张高端的科技网。

今年9月，学校将迎来首批学生，届

时会开设4个实验班，既开展传统的

奥林匹克竞赛，也开展人工智能机器

人、无人机等创新大赛等。

陈萍说：“目前，我们已经与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等高校和

科研院所建立了实验室合作关系。

学校重视以科创为主题的选修课程

研发与开设，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创

客教育将成为学校选修课程的主

题。也就是说，科创将注入学军海

创园学校的灵魂。”

本报讯（通讯员 谈铮渭）“为季

志老师点赞！”近日，因凭借专业知识

在街头第一时间救治了一名受伤的

外卖小哥，湖州师范学院教师季志被

网友纷纷点赞。

除了教师的身份，季志还是我省

应急救护二级培训师。据他回忆，当

时外卖小哥正快速行驶在湖州体育

场路上，忽然有一辆电瓶车从社区内

开出，他避让不及，撞上道路护栏，腿

部流血不止。正在附近面馆吃饭的

季志见状放下碗筷冲上前去，用所学

的急救知识快速展开施救。

由于施救及时，伤者的血慢慢止

住了。不到十分钟，120急救车赶到

现场并将伤者送到医院治疗。事后，

面对大家的赞扬，季志说，作为湖州

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学院的一名教师，

自己只不过是利用专业知识做了该

做的事。

据了解，湖师院历来重视培养全

员师生的应急救护技能。该校从

2014年开始与湖州市红十字会合

作，每年为新生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迄今已累计开展校内普及培训2万

人次，全校普及程度已达到85%，校

内大学生参与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的

人数超过4000人次。

湖师院一教师街头紧急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