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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蓓燕

正值期末，武义县邵宅小学每

晚的线上“7点半课堂”依旧火爆。

白天课堂上没弄懂的知识点，学生

们都会利用这一平台向各科教师

提问，并得到了一对一的辅导。

4月中下旬以来，我省各级各

类学校陆续复课。随着疫情防控

进入常态化，此前2个多月担当主

力的线上教学也开始逐渐“退

隐”，而传统的线下教学则实现了

全面的回归。有教师为此大发感

叹，疫情期间好不容易积累起来

的线上教学资源和经验，难道就

这样弃之不顾了？

在前不久召开的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上，省教育厅党

委书记、厅长陈根芳强调，要认真

落实常态化教育教学管理机制，

统筹做好疫情常态化条件下的教

育教学管理工作，切实打好后半

段的疫情防控战役。如何让“双

线”融合成为教学新常态，也应该

是其中的议题之一。

记者发现，虽然线上教学有诸

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大部分教师

都有一个相同的感受，即线上教学

刚好能够弥补线下教学很难在课

堂上实现的个性化教育的缺憾。

湖州市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

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教师积累了

直播录播、设计微课、发布电子学

习任务单、云上家长会、劳动打卡

等方面的经验，“真正实践了这几

年都在提倡的学习方式的改变”。

在复学后的第一时间，绍兴

市上虞区城东小学就对线上教育

进行了阶段性总结。校长林建锋

要求教师不断提高信息化水平，

优化线上教学内容，对线上教育

内容进行灵活选择，能够进行二

度加工或合理补充。在他看来，

线上教学，务必上好每一个知识

点，宁可慢一点，也不能蜻蜓浮

水，教过就行。

虽然大家都明白线上教学带

来了一场学习模式的革命，但在实

际操作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矛

盾。绍兴市柯桥区安昌中心小学

白洋校区教师陈升阳就曾疑惑：对

着镜头上课，几乎都是自己在讲，

学生究竟掌握得怎么样，老师心里

其实并没有底。那么，复学后，同

样的教学内容要不要再上一次？

请教了名师并翻看相关资料

后，陈升阳意识到无论线上还是

线下，最重要的是能随时关注到

学情。如果多一些过程性的呈现

和反馈，就能把教学过程中产生

的“错误”转化成教学资源。他告

诉记者，自己随后在上课时也进

行了一些调整，而要实现线上与

线下教学的无缝衔接，还需要更

多的时间和实践。

“就好比线上教学之初，我们

只会简单地把线下教学搬上网，

随后在摸索中一点点领悟改善。”

诸暨市陶朱街道城西小学教师孙

晓菲说，线上线下教学的融合也

必然会经历“阵痛”过程，会有冲

突和博弈，但这场疫情确实成了

“双线”融合、促进“互联网+教育”

全面深入应用的重要契机。

而在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校长周汉文看来，学校管理者要

引导教师总结线上教学的经验，

研究其价值，实现线上线下“双线

融合”。他说，教师不一定仅仅是

知识的提供者、传授者，还可以是

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让学生

在线利用导学单或微课进行个性

化学习，再在线下开展翻转课堂，

从而真正体现先学后教、提倡自

主学习的教育理念。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规划办副

主任沈佳乐表示，此次疫情为教

师们扩充了不少教育资源，尽管

复学后不再大规模开展线上教

学，但一些工作仍在延续。比如：

疫情期间教师们采用打卡、发送

教学反馈报告等方式以

加强家校沟通，还有疫情

期间开展的线上教研活

动等，复学后都没有中

断，还在延续。这就是用

线上教学的思维方式来推动传统

教学工作。她还建议，由市级或

区域层面统筹线上教学资源，以

方便教师精准选择适合的教学信

息，从而提高效率，把更多的精力

放到实施个性化的教育中去。

省教育技术中心办公室主任

莫世荣则认为，线上线下教学的融

合，本质上是将原本分隔的校内校

外的教与学进行融合。随着教学

组织方式的改变，教师的职业分工

将更加精细，更多优秀的教师将从

讲台走上云端，面向更大范围的学

生上课；而互联网学校的教师和各

领域的专家将有机会通过线上的

方式进入课堂，从而为学生带来动

态发展的专业最前沿的知识。

记者了解到，此前省教育厅已

经启动实施了全省中小学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将

通过提升学校管理团队信息化领

导、建立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

团队、围绕信息化教学创新推动

教师研训、强化过程监测和绩效

评价等一系列举措，更加注重教

师信息化水平培训的实践性，帮

助他们在实操中提升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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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双线”融合的教学新常态

□陆玄同

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

狗跳。据媒体近日报道，海宁市一对母女

因为一篇作文，闹到了孩子报警的地步。

原来是赵女士检查作业时发现女儿的作

文只写了300字左右，而老师明确要求作

文要写600字，于是要求女儿重写，写得不

好不让睡觉，由此激化了矛盾。

这两年，因为家庭作业的问题，闹到

孩子报警、家长去医院的例子屡见不鲜。

看到孩子作业不会做，或是稍有差错，很

多家长就会火冒三丈，试图以强制性、简

单粗暴的方式让孩子臣服。但实践证明，

这样的方式要么给孩子心理上造成阴影，

要么引起孩子反弹，造成亲子关系紧张。

事实上，只要这位妈妈认真读一读就

会发现：除了字数上没有达到要求外，这

篇题为“我渴望长大”的作文写得很棒，充

满了童趣，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满是挣

脱束缚的渴望。像“长大了，我就能底气

十足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长大了，我就可

以甩开作业、甩开补习班，去自由飞行”

等，写出了孩子真实的心声。做父母的，

何不先读懂孩子再来引导孩子？

著名儿童教育心理学家陈鹤琴认为：

“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那就是

喜欢称赞、鼓励、赞许，不喜欢被禁止、阻

挠或批评。”就拿这对母女来说，如果做母

亲的对待孩子不是一味否定加上威压，而

是懂得循循善诱，在肯定孩子作文思路的

基础上，再让她在一些内容上加以拓展，

孩子在心理上也就不会那么抵触。

作文源于生活。如果这位母亲再多

一些耐心，和孩子聊聊成长过程中的点

滴，讲讲长大以后的具体情形以及与幼时

的对比，孩子受到启迪，心里有话说，自会

欣然地去修改，那达到字数要求还成问题

吗？退一万步讲，就算孩子实在写不到

600字也无妨。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小学生学写作文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何必非要纠结这个“600 字”，用这样的条

条框框去“框”死孩子呢？

现在的孩子大都不笨，关键要看父

母怎么教育引导。而且时代在变，现在的

孩子相对早熟，对很多事情早已有了自己

的主张及评判标准。尤其当自己做错了

事或考试成绩不好时，本就伤心、自责、沮

丧，如果父母仍粗暴对待，不仅会瓦解亲

子关系，更有甚者，会让孩子失去学习的

信心。

这两年，在亲子领域有一个比较火

爆的节目《少年说》，以让孩子站在天台高

处向父母喊话的形式呈现。这也带给我

们很多思考，为什么孩子需要上“勇气台”

才敢跟父母交流？是不是父母平时太过

威严，才无意中堵塞了孩子说话的途径？

父母们有必要多些反思：在辅导作业或者

平时的家庭教育中，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

真实想法了吗？就算孩子愿意说，他们说

了些什么，真的有认真倾听过吗？

说到底，孩子抵触的不是作业，而是

父母对待他们的态度。做父母的，莫要因

为自己的专断、死板、粗暴，磨灭了孩子的

学习兴趣而不自知。

孩子为作业报警，谁之过

□本报通讯员 赵 蕾 刘静霆
金惠超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浙江财经

大学美术学系教师叶盛都会来到教

室，为学生指导国画作品。

受疫情影响，今年高校开学延

迟，改上网课。没想到这一上，叶盛

就上出了名堂。他化名“菜园花匠

叶司机”，来到B站直播上课。原本

是为自己班里40名学生开设的国

画直播课，最多时竟吸引了800余

名观众围观。

中国画基础和中国画创作与鉴

赏这两门课，强调教师要给学生进

行课堂示范，同时又要结合一定的

理论。尝试了钉钉、QQ课堂等多

种软件后，叶盛发现此类软件只适

合上理论课。经多方考虑，他最终

选择了B站作为上课地点。

通过一个高清摄像头俯拍画

画的动作，加上B站直播平台的多

窗口多角度，叶盛实现了在讲理论

知识的同时让学生看到PPT和示

范作业。进行教学示范时，画面还

可以在他的脸、手以及纸面之间自

由转换，同时还能播放讲解声。叶

盛说：“一幅画从哪里入手，画笔在

纸面怎样运动，怎样控制颜料的

量，这些只有让学生看到，他们才

能真正理解。”

网课期间，他每天早上8:05准

时来到直播间。上课前一周，他就

将需要用到的临本、PPT等资料发

给学生，课前先借助QQ课堂让大

家完成打卡，再通过B站直播平台

进行教学。直播结束后，他会利用

平台的录屏功能将整个课堂过程完

整上传，以便学生能及时回看、反复

学习。

平均每天近两个半小时的直

播，吸引了众多网友。潘淑婷去年

已经从浙财大毕业了，如今正在法

国读研究生。由于疫情影响，她所

在的学校遭遇了停课。“一听说叶老

师开直播课的消息，我就马上报名

参加了。”潘淑婷说，尽管需要克服

时差等困难，她依然每天坚持听课。

浙财大：国画教师“直播”出了高人气

浙农林大学子夺设计大奖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伟）近日，2019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s）国际学生设计大奖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日本九州大

学揭晓，浙江农林大学研究生团队设计的作品摘得桂冠，获得唯

一大奖。

评审团对浙农林大设计作品《可以延伸的小岛》给出的评

语是：通过整合自然和社会解决方案来创造新的价值，同时具

有可持续性。该作品给出了一个保护附近海域，结合当地社会

参与的方案，“我们很欣赏以人为本的设计向以生活为中心的

设计扩展”。

据介绍，这个设计团队由浙农林大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的

一帮研究生组成。他们在导师陈楚文、金荷仙等的指导下研究

发现，毫无节制的围填海工程已经引起了海水污染、滩涂减少、

栖息地破坏等严重的海洋生态问题。于是，他们聚焦温州市东

南地区的小岛霓屿岛，设法让这座拥有20年围填海历史的小岛

获得重生，“我们尝试利用并完善霓屿岛现有的紫菜产业体系，

构建以紫菜套作浮岛系统为基础的围填海域生态修复系统，以

实现海水净化、滩涂栖息地恢复以及产业可持续发展这三大目

标。”团队成员唐钟毓介绍说，希望这一行动不仅可以缓解由于

围填海导致的一系列生态问题，还能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

的协调统一发展。

本次比赛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九州大学设计组织和九州

大学设计发展中心共同主办，比赛的主题为“设计改变世界”。

嵊州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揭牌

本报讯（记者 季 颖 通讯员 徐剑军）日前，由嵊州市普法

办牵头，市政法委、公安局、司法局等30家部门联合投入近100万

元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揭牌。

据悉，基地充分利用学校资源，融入了地方特色与青少年法

治教育特征元素，以宪法馆、法治嵊州展示馆、模拟法庭、青少年

法治馆、普法长廊、禁毒教育馆、文化市场法治馆等八个展馆为

核心，设有触摸答题体验区、互动体验区等多项互动体验内容。

基地还通过现代多媒体技术、智能技术、实践教育与法治教育相

结合，用高科技和新颖有趣的形式让青少年感受学习法律知识的

魅力。

近5年来，嵊州市精准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发挥各

部门职能优势，切实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体系建设；着力实施

“法润嵊州”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青少年法律援助和青少年

刑释解矫人员帮教工作，有效减少和预防了青少年违法犯罪或重

新犯罪。

近日，湖州市人大机关团组的“代表妈妈”们，带着菱湖中学
35名西藏学生，走进了梁希纪念馆、古陶瓷艺术馆、吴兴高级中学
红十字基地等参观。这是去年11月该市启动“浙江有个家、湖州
有个妈”关心关爱西藏生结对工作以来，开展的系列集体活动之
一。图为学生在参观场馆。

（本报通讯员 屠红良 王兴宇 摄）

近日，绍兴文理学院生命科学
学院组织毕业生党员开展了在校
期间的最后一次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采用虚拟现实（VR）技术。在
近 2000平方米的虚拟场馆里，毕
业生们戴着眼镜观看了《开国大
典》，并在仿真环境中开展党性教
育。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朱银剑 摄）

上好上好““最后最后””一节党课一节党课 玉环有了学生防溺水教育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赵 虹 邬立波）近日，台州玉环海事处联

合玉环市教育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在坎门街道后沙海滩成立

了中小学生防溺水教育基地。

坎门后沙是台州地区唯一一个居于城镇中心而又背山面海

的沙滩。两侧礁石景观独特，海岛风貌别具一格，它也是省帆板

运动训练基地。据了解，防溺水教育基地主要在“预防”和“教

育”上下功夫。暑假期间，由坎门派出所民警和海韵救援队队员

组成的防溺水安全巡防队，会每周一次分批次组织玉环市中小

学生到基地接受防溺水教育，力争做到全覆盖。

此外，巡防队设立24小时值班瞭望机制，每天都会在后沙海

域进行巡逻劝导，最大限度地防范各类人群，尤其是中小学生出

现溺水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