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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奉新：
足球运动进校园

近期，江西省奉新县
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关
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活动的通知》精神，
掀 起“ 足 球 运 动 进 校 园

“热潮。图为 5 月 16 日奉
新第五小学举行第一届
校园足球联赛。

曾冯发/摄

培训引领教师“读思做写”
□□陈亚斌 周建国

图说区事

研训视窗

区域观察

依托“农村网校”，助力均衡发展
□□袁作森

局长专栏

田保华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落实评价即育人

评价改革要有效解决“我们似乎
总是距离评价现场很近，有时看似就
在评价现场，但却距离评价本质很远”
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好“评价标准育
人、评价过程育人、评价结果育人”这
一关键问题。

落实评价标准育人

首先要厘清评价标准，回答“培养
什么样的人”这一本源问题。在“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指引下，培育学生核心
素养是育人目标的集中体现，是检验和
评价教育质量的重要依据。建立基于
核心素养的学生发展质量标准，明确学
生完成不同学段、不同年级、不同学科
学习内容后应达到的表现程度要求，有
力推动核心素养的落实。

其次要厘清核心素养与课程标准、
三维目标、综合素质评价的关系。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需要通过“课程设计、教
学实践、教育评价”等环节落实。《课程
标准》明确的是学生完成不同学段、不
同年级、不同学科学习内容后应达到的
要求，属于课程设计环节需要落实的。
核心素养与三维目标之间体现的是育
人目标与学习方式的深度融合，核心素
养并非要替代三维目而是要落实三维
目标，属于教学实践环节需要落实的。
核心素养与综合素质评价之间体现的
是育人目标与评价体系的价值统一，属
于教育评价环节需要落实的。

再次要开发设计“可靠有效”的评
价工具。评价工具的可靠性、有效性在
整个评价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各
级教学研究部门、教育科研部门务必扎
实推进与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合作，尽快
解决专业人员“专业不专”问题，锻造一
支有较高水平的专业化队伍，以引领各
学段在解决评价工具“可靠有效”问题
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落实评价过程育人

考试是评价的一种方式，是学校教
育的重要内容，承担着育人的基本功
能。考试既可以发现成绩和不足，也可
以检验学生诚信、遵守规则等品德。教
育孩子诚信做人，正确面对考试、面对
成败得失，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素质，
是考试的育人本质。但是，考试的这一
功能正在逐渐消失，只剩下筛选功能，
异化成统治教师、刺激学生的工具，师
生都成了考试和分数的奴隶、机器。

考场上，监考教师像看守所的警察
面对犯人一样监视学生，唯恐学生有一
丝一毫“不轨行为”。这种对学生的极
度不信任，忽略了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
培养，是对学生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能
力的极度不尊重。考试除检测学生学
业成绩外，还应让学生有什么收获，这
才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落实评价结果育人

教育是点燃不是抹杀。学校生活
评价无处不在。教师对学生回答问题
的评价，对随堂练习完成情况的评价，
对课后作业的评价，对考试成绩的评
价，对班级发展情况的评价，等等，点燃
还是抹杀？怎样把“揭短”的试卷讲评
变为“扬长”与激励？怎样让每一次考
试结果的评价都成为孩子的新起点？
这是我们的功课。一句激励的话，一个
激励的眼神，可以改变孩子的一生，此
类范例比比皆是。要把使用评价结果
的过程变为分享过程、激励过程、点燃
过程。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
远方……我们要借助评价的魅力，在奔
向未来的道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让学生在打好基础、全面发展的前提
下，实现个性化发展、“扬长发展”，从而
拥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湖北省恩施市属武陵山区贫困县级
市，全市共有17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总人
口82万，现有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250
所，另有教学点 76个，在校（园）学生（幼
儿）超过10万人，教职工5301人。

根据区域实际，恩施市创造性建设
“农村网校”,可以说，“农村网校”的实践
与应用，推进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
了教育均衡发展。恩施围绕“农村网校”
应用，提炼出“恩施三式”（同体式、支教
式、协作式），已成为全国教育信息化典
型案例。“同体式”同步课堂,即将一个教
学点的一个班级与中心学校或优质学校
相同年级的一个班级结为共同体，通过
网络同时备课、同时上课、同时作业、同
时考试，破解教学点没有教师开不了课
的难题；“支教式”同步课堂，即通过优质
学校的优秀教师开展同步互动教学，破
解乡村学校缺乏师资开不齐音乐、美术
等学科的难题；“协作式”同步课堂，即学
校与学校之间利用互动同步课堂，共同
开展教学研究、管理、培训与师生交流等
活动，促进城乡学校之间优质师资共
享。其具体做法如下：

建好“农村网校”管理机制，为
教育均衡保驾护航

恩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网
校”建设，党政主要领导多次深入农村学
校调研指导教育信息化工作，并对“农村
网校”建设、管理与应用提出具体要求。
市教育局成立“农村网校”管理与应用领

导小组，形成发展规划科、财务科负责协
调并落实建设资金，基础教育科统筹推
进，信息化推进办公室具体实施，市研训
中心、教师管理科等部门负责应用推进，
教育督导办公室负责绩效评估，审计科、
监察科负责监督审计的建设、管理应用
机制。市教育局每年开展以现场参观、
课例示范、经验交流为主要内容的应用
推进会。统筹各方力量，为教育均衡发
展保驾护航。

推进“农村网校”教学应用，为
教育均衡铺陈道路

“农村网校”教学团队由主教教师、
助教教师和辅教教师构成，并各司其
职。主教教师由优质学校的优秀教师担
任，主教教师按照学校计划和教学进度
制订教学计划，将教学内容具体化；教学
实施时，主教教师将编制的课时教案、课
件，在授课前与助教教师进行沟通，共同
组织好教学或教研活动。助教教师由薄
弱学校教师担任，负责互动课堂的教学
组织与管理，或教研培训活动的组织与
管理，并向主教教师反馈远端课堂教学、
教研、培训等情况。辅教教师由学校信
息技术管理员担任，主要负责整个系统
设备的维护和教师的操作培训，为主教
教师和助教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技术服
务，确保教学活动正常开展。

在运行过程中，恩施市“农村网校”
建立起网上巡查制度，将应用课表上传
至网校管理平台，学科教研员根据课表

每周网上巡课2至3次，并将巡课情况每
月向全市通报；坚持双向备课，建立主教
教师主备、助教教师辅备的备课制度；坚
持设备故障处理预案制度，落实双向管
理，互动教学活动结束后，主教、助教教
师分别填写“网校”双向教学记录，相互
交流；落实“农村网校”双向质量监测，实
行日常单元同步检测和期中、期末统一
检测，整体分析；开展应用模式课题研
究，探索农村网校应用模式，主要围绕农
村网校管理与评价，开展农村网校绩效
评价研究；将“农村网校”与“教学点资源
全覆盖”有机结合，在实际应用中，恩施
市将“农村网校”与“国家教学点资源全
覆盖”应用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有效保
证了教学点开齐、开足、开好国家规定课
程，开辟了教育精准扶贫新途径。

落实“农村网校”激励措施，为
教育均衡储蓄动力

恩施市特别重视激励机制作用，确
保“农村网校”工作常态化。激励教师
组织互动教学活动，落实主教教师工作
量，每承担一次主讲教学任务，按照增
加两个课时的工作量纳入绩效工资考
核；把“同体式”远端学校教学质量按照
提高幅度为主教教师加分，纳入绩效工
资考核；对在“同步课堂”应用活动中成
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参与全市和上级部门同步课堂展示
活动的教师予以教研成果认定，并颁发
证书；承担“同步课堂”主教教学任务的

教师，两年内累计课时达到 150节，视为
农村支教一年；把“同步课堂”任务完成
情况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管理，主教
教师每承担一次教学活动，记一个学时
的继续教育学分；明确助教教师职责要
求，将教学质量纳入助教教师业绩考
核、教师绩效工资考核；实施学校双向
目标考核，将各乡镇（办）“农村网校”作
为共同体，实行责任目标双向考核，“网
校”管理与应用考核不合格单位，不得
表彰为先进单位。

2014 年 8 月，恩施市被确定为湖北
省“教育信息化试点地区”。3年来，各级
财政共投入资金6500多万元,“三通两平
台”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小学互联
网接入率、教学班多媒体设备普及率、中
小学计算机网络教室普及率、教师办公
用计算机配备率全部达到 100%。中小
学校园监控、图书管理和教学质量监测
均实现数字化管理。此外，恩施市为134
所中小学建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亲情小
屋”，在每个乡镇中心学校建“农村网校”
设备56套。2014年12月，“农村网校”被
教育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主编的

《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双向融合——
中国的路径和经验》一书收录；2017年4
月，柬埔寨奉新比克党干部考察团在团
长马尊的带领下来到恩施市，就恩施市

“农村网校”工作进行考察。考察团表
示，同在蓝天下，拟学习和借鉴恩施市教
育信息化的成功经验，促进教育公平、均
衡发展。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恩施市教育局）

培训是提高教师核心素养的重要路
径，然而当下不少教师缺少培训激情。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培训依旧“高大上”
和“碎片化”，另一方面则是教师依旧被
应试裹挟，缺失读书能力，惧怕写作。所
以，“读思做写”应该成为师训的抓手。

读，即引领教师高质量阅读。科技
时代亟须教师走向学科跨界，教师不读
书怎么担当全科教师？教育管理部门先
要帮助校长转变观念，校长要端正教育
思想，规范办学行为，为教师松绑，帮助
他们“补课”。

然而，人生有涯，书海无涯。引领教
师有选择、有智慧、有“功利性”读书，是
管理者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首先，要
求教师读透课程标准、教材体系和相关
参考书等“有用的书”，为拓展文本、驾驭
课堂奠基；其次，提倡教师跨界阅读，从
读“有用的书”走向经典和人文社科等

“无用的书”，开阔视野，促进思想嬗变；

再次，帮助教师建立结伴共读组织，从
“一灯独燃”走向“众灯互映”，从书本走
向生活、社会、网络、对话……拓展专业
成长之路。

思，即引领教师反思。多数教师缺
乏反思力，叶澜教授曾经指出：“一个教
师写一辈子教案不可能成为名师，如果
一个教师写三年教学反思，就有可能成
为名师。”美国学者波斯纳也提醒我们，

“经验+反思=教师成长”。
当然，教师不能为反思而反思，应从

教育教学细节入手，养成课前、课中和课
后反思的好习惯，大胆质疑，不断提高发
现问题的洞察力，借助录音、录像和新媒
体等现代技术，记录思考火花；巧借学生
和同事慧眼，拓宽反思平台，丰富思想，
内化实践。

做，即引领教师变革实践。不少教
师依旧喜欢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式，
依旧在搞题海战术，改变这一现状必须

通过自我革命实现新发展。
为此，管理者首先要引导教师修炼

育人本领，用耐心、爱心、善心陪伴学生，
用人格魄力感化学生，挖掘潜能，点燃心
灯，当好人生导师。其次，“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管理者要给教师搭建走向
生活和社会的平台，汲取生活和社会发
展的相关元素，丰富课程，提高课程开发
能力，当好学生问题探究的合作者和帮
助者，挑起读者、思者和行者的重担。再
次，引导教师改变教育格局，改变自己的
小环境，影响并推动周边同行，无数小环
境叠加形成合力，就有希望改变教育大
环境。

写，即引领教师写作。周国平曾经
说过，“我之所以需要写作，是因为唯有
保持着写作状态，我才真正在生活”。其
实，教师每天写教案，就是最基本的写
作。写作是挖掘和激发教师使用教材教
的智慧，倾诉拓宽文本的心声，既为课堂

教学做准备，又为自身成长积聚能量。
课堂教学原本就是一种创造性探究

活动，教师从中必然会发现一些有价值
的问题，激发思考灵感，把散落在地的

“小珍珠”串成熠熠生辉的“项链”，而写
作就是固化且放大思想火花的利器。

一名优秀教师应学会表达，写作是
表达的最佳方式。教师写作并不是纯粹
的创作，而是积累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
过程，也是提炼、总结教育思想和智慧的
过程。写作是教师读思做的升华与拓
展，也是读思做成果外显的重要载体。

教师写作不必追求理论的完美，也
不必纠结于是否发表或炫耀自己。最朴
素的写作最能激发本真的思想，教师应
该从教学反思、教育随笔和读书感悟等
方面写起，在写作中砥砺前行；通过读思
做写，提高自身的核心素养。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教育服务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