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传真

图说教育

一场疫情，让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琦

尝试着在大学教授和网络主播间不断切换，

“前者需要专业、精准，在有限的时间内传递更

多的信息量，后者需要保持亢奋、要‘嗨’，要让

学生跟得上我的节奏。”

周琦更关注的，是如何捕捉学生的反馈，

“与面对面授课不同，你不能第一时间知道你

讲课时，学生们都在做什么，是否在认真听

讲？是否真的听懂了？”

周琦面对的，是所有参与在线教学师生们

面临的共同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

国超过 2亿学生在线学习。

这场特殊的“大考”，在线教育考得如何？

近日，浙江省消保委发布了在线教育平台消费

体验及网络问卷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近三分

之二的受访者具有在线教育的消费意愿，消费

者对在线教育平台整体满意率超过六成，教学

成效、师资力量、教学口碑成为大家选课的首

选三板斧。

如何让师生通过一根网线、一块屏幕、一

个话筒同频共振，完成知识的传递和思想的交

锋？疫情过后在线教育是否会迎来较大变

革？目前在线教育还需要如何发展才能满足

未来智慧教育的需求？

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周琦可以轻松地站

在讲台上吸引100多个学生的目光，通过他们表

情的反馈，随时调整课程内容、启发学生思考。

“在线直播教学，准备要更加充分，讲稿、语

气要反复斟酌。”周琦说，每次直播授课前，他都

会提前好几天做足准备。为了及时掌握学生反

馈，避免把直播授课变成一场“自嗨”，他要求学

生在课后5—8小时内，将他课前、课上提出的问

题，反馈在微信群里，以供大家讨论交流。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磊同样

感受着在线教学的“爱与痛”，他带领学生置身虚

拟化的实验场景，学习经典原文、在线答题。

“在线教学有好处也有弊端。好处显而易

见，学生可以自由、自主地学习，可以随时在留

言板上发问，老师也可以给学生推荐更好的线

上教学资源，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但在线教

学最大的问题是不好组织教学管理，老师不知

道网络另一端的学生处于什么状态，有没有认

真听，接受程度怎么样。尽管有互动环节，但

只是一部分同学参与。”王磊说。

疫情期间，在线教育像一面多棱镜，饱受

关注，也不乏争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有

时在线教学的个性化和交互性比较弱，导致学

习者对在线教学的满意度不是特别高。”

在熊丙奇看来，在线教学更多的是知识教

育，而教育还包括生存教育、生理教育、生活体

验，学生还需在真实的校园环境中学会沟通、

融入团队。

“在线教学还会让学生过多依赖电子产品，

影响孩子视力发育，之前有关部门曾提出为保护

青少年视力，减少学校对电子教学的依赖。但目

前是特殊时期，学校大力开展在线教学，放松了

对学生在线时间的控制。”熊丙奇说。

线上线下效果可能截然不同

网络授课，不是简单将知识点搬上网络，

还包含了更开放的教育理念。

宫鹏说，疫情期间，清华大学“ARM 微控

制器与嵌入式系统”课程将慕课与自主设计的

开源硬件相结合，在实现有序上课的同时，完

整开设“真刀真枪”的学生实验课程。课程团

队自主设计研发了一套便携的创意教学系统，

并对社会开放全部设计资料和程序源码，成为

开源硬件，结合线上开放的慕课，供学习者和

爱好者群体自主学习，服务社会。

该课程的主讲教师、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副教授曾鸣表示，清华已经做了多年网络化和

数字化教学的相关工作。现在推进在线教学，

既是对之前投入的检验，也激励教师们保持教

学和科研形式的与时俱进。

熊丙奇认为，开展在线教育、智慧教育，不

仅要利用好技术，更要关注利用技术的人。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关键是要提高教师的职业

化、专业化能力。智慧教育平台建立由来已

久，但利用率较低，部分原因就是教师缺乏使

用的积极性和专业技能。

熊丙奇表示，打造智慧校园、智慧教室，也要

避免使用新的技术强化传统的应试教育，如人脸

识别技术在课堂上监控学生的上课表情，要求学

生完全专注，其实是在约束学生，而不是解放学

生。“建立智慧教育平台体系，学校、老师的关注点

不单是提高学生的分数，而是要真正提高教学质

量，给学生带来更好的教育。”熊丙奇表示。

教师能力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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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从事网络教育的企业，也面临

着行业洗牌。相关负责人表示，受疫情影响，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我国从事

网 络 教 育 相 关 的 企 业 新 增 了 7924 家 ，相 比

2019年同期减少了 28%。同期，也有 1901家网

络教育企业注销。

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地球系统科学系系主

任宫鹏教授表示，“这次疫情将改变世界，教育的

格局也会发生变化。如果疫情持续，人们会发现，

在某些领域内，网络大学也许可以取代实体大

学。很多学科可能没有必要再花大量时间在校园

里学习，如文学、历史、哲学、外国语、数学等对于

实验课程需求较低的专业，可以选择网络授课。

学生分散在各地参加网络教学，只要修满一个学

位所需要的学分，就可以给予相应的学位，相应的

本科生人数也不用限制了。但有些学科如果不参

加实验课程，就无法获得一些专业技能，这类专业

的学生就可以选择在学校学习。”

在周琦看来，一些需要动手操作的实验课

程，如果也开展网上授课，首先要解决信息传

输稳定性的问题。高校可以尝试通过虚拟现

实、3D 技术等科技手段进行实验内容的网络

授课，但这需要 5G 等网络基础的支持。这次

疫情将给在线教育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多启发。

网络教学并非适用于所有专业

近日，多地遵循高三、初三率先开学的原则，实行分类分批、错时错峰
开学，已有不少省份明确毕业生的开学返校日期，少数地区已率先复课，
这其中就包括了内蒙古自治区全区高三和初三年级学生。图为呼和浩特
市第三十五中学初三年级学生在教室内学习。

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

多地中学毕业生重返校园

疫情防控期间，河北省滦州市中山实验学校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常
规课程教学的同时，开设皮影、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教学，丰
富孩子们的居家生活。图为该校教师王淑慧在家中通过网络指导学
生雕刻皮影。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小小屏幕传递非遗文化

现在的孩子爱劳动、会劳动吗？答案似乎显

而易见。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要求大中小学建立一套完备的劳动教育体系。《意

见》明确，实施劳动教育的重点是在系统的文化知

识学习之外，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

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切实经

历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

《意见》中这样指出了劳动教育的地位：“劳

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

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

育人价值。”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

常务副理事长孙云晓表示：“爱劳动、会劳动不仅

不会耽误学习，恰恰相反，生活能力强能够促进

学习，有助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

将劳动教育科学分类

下地干活、工厂实践，是不是就是劳动教育

的全部了？

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

任、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理事长檀传宝强调，不

能将劳动教育简单等同于“学工学农”，也不能简

单否定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重要性。

依据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意见》将劳动分为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相应地将劳动教育分为

生产劳动教育和非生产劳动教育。

考虑到劳动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意见》又将非生产劳动教育分为日常生活劳动

教育和服务性劳动教育。

前者注重在学生个人生活自理中强化劳动自

立意识，体验持家之道，这也是学生健康发展、适应

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后者具有较强的时代特点，

注重利用知识、技能、工具、设备等为他人和社会提

供服务，特别是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中强化社会

责任，培养良好的社会公德。“三类劳动教育内容不

同，各学段可以有所侧重，但从总体上看，三者都很

重要，不能偏废。”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解释说。

家庭，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孙云晓

说，家校社共育，才可能将劳动教育落到实处。

不仅要培养孩子认识劳动的价值并且有劳动的

体验，还要注重其劳动习惯的养成。“要经过具体

训练，让孩子学会几项劳动技能，尤其是与自我

管理密切相关的做饭洗衣等技能。”

在学校，落实劳动教育需要依托课程。《意

见》规定，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 1课时；

职业院校除实习、实训外，专门进行劳动精神、劳

模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少于 16学时；大学

本科阶段不少于 32 学时。在课外校外，中小学

要对学生每天课外劳动时间做出规定；大中小学

每学年设劳动周（高等学校也可安排劳动月）。

深刻理解劳动形态的演变

不可否认的是，时代不同了。

站在新时代历史坐标上，要深刻理解劳动形

态的演变。“一方面，我们不能简单重复上个世纪

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时期对于劳动及劳动教育概

念的理解，将劳动教育等简单同于‘学工学农’，

而对脑力劳动、消费性劳动、创造性劳动等的重

要性熟视无睹。”檀传宝说。

在劳动实践中，同样能引导学生发现问题，

围绕问题展开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中

学正在以劳动教育为载体，探索多学科知识融合

与应用，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学校将

已有的技术课与社会实践、社区服务、校本选修、

社团活动整合起来，强调学科知识的渗透与应

用。在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等学

科教学中加大劳动观念和劳动态度的培养，在物

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教学中加大动手操作和

劳动技能、职业技能的培养。汕头大学以强化学

生劳动服务为重点设计公益课程。

檀传宝说，劳动教育和全部教育工作一样，

都是一个专业性事业，离不开对于教育规律的尊

重。加强劳动教育一定要尊重各学段儿童心理

发展的实际、学习生活的实际、社区环境的实际，

“大呼隆”“一刀切”的形式主义教育不可能有任

何理想的效果。

“劳动教育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加强空间。”

檀传宝指出，“教育对象已经处在一个全新的时

代环境之中，劳动教育就理应不断创新形式。故

探索与时俱进的劳动教育新形式，应当成为新时

代全体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培养创新精神、探索多学科融合……

新时代劳动教育不止“劳动”这么简单
本报记者 张盖伦

答好在线教育答好在线教育““考题考题””
关键不是技术关键不是技术，，而是人而是人

疫情防控期间，毕业实习怎么做？

在学生不能深入企业实践、不能与教师面对面沟通的情况下，如

何保证毕业实习教学得以展开，是疫情留给老师们的一道难题。

面对这道难题，日前，天津工业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集中

优势师资力量，加强研讨、集思广益、亲历亲为，用最短的时间制作

完成了“染整加工过程”毕业实践视频课程。该课程一上线，就获得

了 学 生 们 的 广 泛 好 评 。 让 学 生 在 家 安 心 学 习 、学 有 所 得 、学 有 所

获，这是天津工业大学教师们的共同心愿。

该课程围绕毕业实习教学目标，以视频方式展示了企业运行与生

产过程，画面清晰，设备种类分类齐全，解说简洁明快，让每一位学生

能够身临其境，把现场实习变成网上“实践”。更重要的是，同学们对

感兴趣的内容或不理解的地方还可以通过回放反复观看、反复学习，

收获其实远比以往在一家企业实习一段时间要多，教学效果也更好。

视频课程不仅很好地解决了疫情时期学生开展毕业实习环节教

学的问题，而且还填补了轻化工程专业毕业实习网络教程的空白，也

是一份毕业实习实践教学改革的“意外收获”。

当然，实习课程的制作并非易事。为了做好毕业生实习实践工

作，天津工业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了“毕业环节指导小组”，

经充分讨论后，确定了以线上观看视频的形式完成毕业实习的思路，

随后又制定了组织学生线上观看视频、结合视频完成思考题、进行网

上讨论、最后提交实习报告的具体实施方案。

方案确定后，关键就是学习资料的准备工作。时间紧迫，工作量

又大，视频制作需要耗费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老师们没有

丝毫犹豫，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辛

备课，“染整加工过程”视频课程终于呈现在学生的眼前。

据悉，该课程共 6 章，22 节，60 多段视频，涵盖了染整加工的漂、

染、印、整四大过程。

经过第一周的网上教学，学生们收获满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疫”中，高校尽全力利用自身资源，最大限度地保障学生们的学习机

会，将疫情对教学工作的影响尽量降到最低。

特殊时期有“意外收获”

这些学生在家就能毕业实习

陈 曦 通讯员 马 涛

受疫情影响，学生们经历了“史上最长寒

假”，虽然一些地区已经逐渐开学，但不少地方的

学生仍在家中，以网络教育的形式实现“停课不

停学”。在这一过程中，长时间对着屏幕“云学

习”的孩子们如何保证“宅健康”，成为家长们普

遍关心的问题。

多地“停课不停学”提出了德智体美劳“五育

并举”的理念。线上开学以思政课开篇，生命教

育、责任教育、安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一个不能

少，课表上除了语、数、外，也有音、体、美，甚至还

标上了眼保健操、居家劳动时间表。

教学设计很完美，宅家落实有难度。其中体

育教学受到场地的影响最大。因为宅在家，且不

说“三大球”“三小球”，连跑步也无法满足。孩子

的体育运动只能是室内能做的体操、跳绳和仰卧

起坐等，而跳绳因为需要大量蹦跳动作，动静比

较大，家长常常担心楼下投诉而谨慎选择。

保护视力需要体育。有的孩子因为父母上

班，处于仅老人，甚至无人看护的状态，面对电子

屏幕的时长无法自控，视力状况堪忧。而科学证

明，青少年近视的缓解和抑制最好的方法之一，

是每天保证一定时长的日光下体育运动。

心理健康需要体育。尤其对于面临高考、

中考的学子们，数月都是“一个人在战斗”，身

边看不到“对手”和“战友”，学习热情越“宅”越

消耗，心理的焦虑感和紧张感需要每天定量运

动来释放。

虽然疫情限制了孩子运动空间，但是我们还

是要创造各种条件保证“宅健康”。如果运动强度

有限，是否可以增加运动频次，每天早中晚，采取

适当的运动方式；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利用一些运

动器械，如在小区或庭院合适的地方装上简易篮

筐、餐桌上打乒乓球、家里铺上运动垫健身等等。

当然，居家运动只是权宜之计，缺失的体育

课一定要补上。一些地区如广州已经在制定开

学后体育教学指引，引导学校开学后把体育课开

足上足。让疫情后脱下口罩的孩子们，运动更自

如，健康意识更强。

宅家“云学习”，别忘了体育这门课
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