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黄浩 电话：010-82296843 投稿邮箱：zgjsbxw@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2版 2019年7月10日新闻新闻

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向江
西吉安捐赠价值 3000
万元健康饮水设备

本报讯（记者 康秋菊） 7月4日，

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健康水计划项目

走进江西省吉安市，活动期间，陶行

知教育基金会健康水计划管理委员

会向吉安市吉州区捐赠约600套健康

饮水设备，总价值约 3000 万人民币，

惠及该区160所中小学及幼儿园。

吉州区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杨

虎先表示，“我们过去在解决‘有水

喝’的问题上做了很多努力，如今我

们需要在让孩子们喝上‘安全健康的

水’方面开展更多工作，同时要引导

孩子常喝水、多喝水，以满足身体供

水需求。”据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健康

水计划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林立伟

介绍，该计划旨在普及康健教育，宣

传净水意识，为水质待改善的城镇及

偏远地区的学校师生解决饮水健康

问题，目前已在全国多个省市落地。

未来，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健康水计划

将为全国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一万所学校安装净水设备，预计惠及

全国超1000万名学生。

湖北钟祥：延请名家助
力青年教师基本功提高

本报讯（通讯员 贺祝山 潘继红）

7月6日至7日，湖北省钟祥市举行青年

教师基本功训练提高培训班，全市818

名青年教师参加了培训学习。

培训期间，湖北省教育厅原副

巡视员孙望安结合多年教育研究成

果，分享了多个教育故事案例。全

国名校长工作室创办人、黄石八中

校长郭茂荣及他的团队从如何做一

名智慧型教师入手，探索校本研修

的路径和策略，通过优秀青年骨干

教师的成长之路引领青年教师如何

成为名师。市教研室小学语文教研

员张萍剖析全市青年教师课堂教学

现状，清晰地指明青年教师课堂教

学的努力方向。

“中华人物故事汇”系列丛
书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记者 冯永亮） 7月5日，

“中华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出版座

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发布了首批50

册图书。“中华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

是在中宣部指导协调下，中华书局、

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接力

出版社等单位编撰出版的，由“中华

先贤人物故事汇”“中华传奇人物故

事汇”“中华先烈人物故事汇”“中华

先锋人物故事汇”四套丛书构成，该

系列丛书将在 2021 年 10 月之前完成

全部310种出版计划。

据介绍，“中华人物故事汇”系列

丛书是一套贯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

明进程的人物传——传奇汇、名贤

像、英烈谱、先锋榜，既集中反映他们

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更着重提炼他

们对文明进程和民族精神积淀的贡

献。会上，有关部门还向北京 100 所

中小学校教师代表捐赠了图书。

主持人王芳新书发布
化身语文教师教文言文

本报讯（记者 崔斌斌） 7月7日，

东方出版社蜜糖国品牌推出著名主

持人王芳的新书《穿过历史线，吃透

小古文》，这套书以独特的历史线学

习法，让孩子花更少的时间更高效地

学习历史和古文。

据王芳介绍，早前她发现市面上

的文言文启蒙读物大多千篇一律，学

生学习文言文时感觉枯燥，而且有畏

难心理。王芳思考：基于中国文史不

分家的传统，能不能让孩子既学历史

又学古文？于是《穿过历史线，吃透

小古文》应运而生。王芳将小学、初

中、高中 150 篇文言文经典篇目用一

条历史线贯穿起来，以历史故事的形

式串联讲解，让孩子在品读文言文经

典作品的同时轻松学到中国通史。

据了解，本书还有10多张知识导

图，在图里读者可以轻松捋清年代、

年代大事件、年代历史人物及人物之

间的关系，从而在脑海里建立起科学

清晰的文史知识体系。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周冰岚 王华

君）“我们保安小学身处大山，老师

出去听优质教研课的机会比较少，互

联网真的帮助我们轻松实现了走出

去看看的梦想。”

“赵老师给我们播放了关于环保

的视频，我很震撼；课堂上我交到了

远方的朋友，我还想上这样的课！”

教师期待，孩子们更是兴奋，日

前，在浙江省衢州市举行的“互联网+

义务教育”现场会上，一场科技感十

足的“未来课”在江山市实验小学上

演，受到师生的欢迎。

当天，利用“互联网+义务教育”

智慧平台，衢州市江山实验小学教师

赵慧和保安小学教师赵丽芳合作展

示了一节综合实践活动课《生活中的

一次性用品》。课堂上，赵慧通过丰

富多彩的小活动带领不同地域两个

班级的学生进行探究活动，她将课堂

变身为情境小剧场，让学生进行“我

家一天”一次性用品使用量的小调

查，对一次性用品的“使用”或“不用”

给出自己的想法并选择不同的座

位。同时组织不同观点的两方进行

激烈辩论……

“原来城里的小学是这样的，我

们可以跟实验小学的同学一起上课

了，我还跟他们抢着举手回答问题

呢！”保安小学三（1）班学生廖晟博激

动地说。

一个人完成了两地两班的同课

教学，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但借

助互联网，这一切变得很简单。课

后，现场 8 位课堂观察员与江山实验

小学、江山市贺村第二小学、江山市

保安小学以及更遥远的四川省沐川

县幸福小学的听课教师围绕“聚焦

互动”主题进行了“网上面对面”沟

通与研讨。

“‘互联网+义务教育’工程不仅

帮助孩子开阔了视野，更为我们两省

四校搭建起沟通的桥梁，真正实现了

资源共享。”江山市保安小学校长龚友

玉说，以往想听一场好的讲座，只能派

教师代表外出回来再传达，效果有

限。如今有了互联网，全体教师可以

同时在线收看专家讲座。

“对于我们这样年轻教师多、办

学规模小的学校来说，教师成长是

显而易见的，它有效激发了年轻教

师探寻课堂新模式的热情。”龚友玉

表示。

据江山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吴正荣介绍，近年来江山市紧

扣“互联网+义务教育“主题，通过

互联网平台，深入开展城乡同步课

堂、远程专递课堂、教师网络研修、

名师网络课堂等四种形式的城乡结

对帮扶，有效推动了城乡各类优质

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互联互通，有效

实现了乡村教师异地听课、研讨、上

课“零跑腿”。

据了解，江山市教育局自2017年

启动《智慧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目前

已基本完成“六大应用平台”建设，其

中云视网（视频管理平台）、云会网

（视频教研会议系统）和云课网（同步

课堂管理系统）“三朵云”的建设为深

入实施“互联网+义务教育”，营造“人

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教育

信息化环境提供了可能。

云视网的建设实现了全市录播

教室（联网）视频资源共享，教师可以

足不出校在线观课、评课互动、现场

录播等，同时教师可以自行上传微课

等视频优质资源，供全市师生观摩学

习。云会网建成后，系统将视频会议

与视频教研结合起来，既可以召开全

市交互视频会议，也可以校际之间在

会议室或教室实现直播和开展同屏

教研活动。云课网的建设，能够实现

结对学校互联互通，实时掌握结对学

校同步课堂进展情况，并向全市进行

课堂直播。

刚刚落幕的衢州市“互联网+义

务教育”现场会能够实现中西部、城

区与山村零距离互动，完全有赖于三

朵“智慧云”的建设和应用。

对江山市而言，“同屏、同步、同

心、共勉、共享、共赢”城乡共享优质

教育教学资源的景象正渐入佳境。

“乡村义务教育是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关注的民生实事。今年浙江

省 1000 所结对学校超额完成城乡帮

扶任务，但仅仅是行动的开始，浙江

省教育厅将进一步提出设立‘互联

网+’实验区的设想，以点带面、全面

推进。”展望未来，浙江省教育厅基教

处副处长朱国清说。

浙江衢州：三朵“智慧云”描绘课堂新色彩

加速教师观念进化 促进教师角色转变

宁夏石嘴山：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范丽艳） 为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7月4日，宁夏石嘴山市召开“人

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

现场推进会”。石嘴山市副市长杨淑

丽、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综合处副处长

王炳明、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教师

工作处处长马建林等，与来自石嘴山

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校长、信息化负

责人以及 AI 教育企业代表等 300 人

参加了会议。

自 2019年 1月教育部批复《人工

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宁夏试

点工作方案》，石嘴山市被确定为教

育部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

动试点城市以来，石嘴山市教育主

管部门与知名高校和 AI+教育企业

深入合作，从未来教师培养创新、教

师智能教育素养提升、教师智能助

手应用、教师智能研修、智能帮扶贫

困地区教师、教师大数据交涉与应

用等方面发力，积极探索人工智能

助推教师教育改革、助推教育教学

创新、助推教师管理优化、助推教育

精准扶贫。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我们对市

县行政干部、教研人员、电教人员、学

科骨干教师等陆续做了多个层面、不

同主题的‘互联网+教育’和人工智能

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项培训讲座、

研修实训，累计参与培训人员5000人

次。”当天的推进会上，石嘴山市副市

长杨淑丽现场介绍了试点行动开展

以来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据介绍，围绕宁夏回族自治区教

育云大平台系统的建设、应用、管理

和共享等方面工作，各市县区教育行

政部门已经全部开通了宁夏教育云

的应用空间，石嘴山全市学校空间目

前开通率达到了 100%，教师和学生

个 人 空 间 注 册 率 分 别 达 到 96% 和

86%，教师月活跃率超过 50%。建成

网络名师工作室38个，开通智慧校园

55 个，教学助手的使用率达 97%，实

施了 8大类、14项人工智能公益性合

作项目，还建成了石嘴山市教师信息

化和人工智能培训中心。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教师的观念

进化。“在今年之前，我经常听到人工

智能，但对人工智能却一无所知，利

用人工智能进行教学活动更是一窍

不通”。张靖文是石嘴山市平罗县第

七中学的一名数学教师，拥有多年信

息技术教学经验，她表示，“今年初以

来，我逐渐认识了人工智能，并在课

堂教学中引入洋葱数学人工智能教

学助手。人工智能正在促进优质教

育资源普及、共享、共用，实现优质资

源进课堂，惠及广大师生。”

谈及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教师发

展，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综合处副处长

王炳明表示：“教师在人工智能时代

拥有了全新的角色，既是学生有效学

习的支持者和协作者，也是学生全面

发展的引领者。教师要成为‘人机协

同’的工作者，同时也是教育教学过

程中的‘创意工作者’。”

对于教师角色转变后学校的教

学管理创新，石嘴山市实验中学校

长祁和平感触颇深，“通过人工智能

技术的学习，教师在教学的行为上、

理念上、学生观上，以及教师自身的

信息素养上都有了很大提升。比

如，我们通过互联网+数据思维+课

堂观察来准确评估教师的教学行

为，更加精准矫正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的行为偏差，而以往这些都是基

于经验来进行的”。

经过半年的锐意改革，石嘴山

市基于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

的探索已初具成效，在提升教师专

业能力和教育现代化素养等方面的

探索形成了“互联网+教育”建设应

用和人工智能教学育人的新模式，

有望打造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石嘴

山样本”。

（上接1版）

“我该如何对学生的一生负责？”痛

定思痛，平措扎西决定做些什么。本来

只会教加减法的他开始看《毛泽东选

集》，遇到不懂的内容就去请教乡里文

化程度稍高一些的人；有机会到了县

里，他就找一些教参和《西藏日报》来学

习；听说相邻县一所小学有一个西藏大

学毕业的老师在教书，他骑着马就过去

了，虚心向他请教……

在忘我的学习之后，平措扎西将

所学倾囊相授，学生的藏文成绩突飞

猛进。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有学生

考上了洛隆县中学——这在当时简

直就是“奇迹”。而他们毕业后回到

公社，大都担任会计、队长等“重要职

务”，令当地群众刮目相看。

正是看到了平措扎西独到的教

学方法和突出成绩，县委、县政府做

了一个决定：让他去“拯救”一所濒临

倒闭的学校。

腊久乡是洛隆县东部的一个人口

大乡，8000多居民常住此地。按理说

适龄儿童不少，但1980年至1991年间，

这里的一所学校长期荒废，政府曾派来

教师招收学生，却“颗粒无收”，直到平

措扎西受命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

开学前夕，平措扎西拉着副乡长

一起骑着马挨家挨户去动员家长送

孩子上学，有的家庭一去就是三四

趟，他把在拉萨的见闻讲给家长听，

宣讲自己在公社的教学成果，同时还

向村民普及《义务教育法》。就这样

软磨硬泡，第一年招了 78 个学生。6

年后，这78个学生全部考上了洛隆县

中学。1999年，学校顺利通过“普六”

验收，学生规模达到400多人。

“要想干成事，文化程度不是最

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做一个负责任的

人。”平措扎西在多年的教育生涯后，

总结出这样一条朴素的教育经验。

在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之后，这个

“神奇的校长”再次被调动，这一次他要

面临一个更大的难题——俄西乡第一

小学，那是一所交通极度不便、百姓几

乎放弃的学校。而后面的故事，就像开

头所描述的那样，充满传奇色彩。

灯塔之光

58岁的平措扎西即将迎来退休，

在教育战线摸爬滚打了44年，他很少

有清闲的日子，如今总觉力不从心，

也害怕自己跟不上时代。

但事与愿违，偶尔透露出退休的

想法，立马有老百姓跑到家里央求

他：“哪怕暂时教不了书，也请你帮我

们带好学校”，他们甚至跑到县教育

局，恳请领导留下平措扎西。

因为平措扎西的到来，教师成了

俄西乡最受欢迎的人群之一。平常

开家长会，不管多忙，几乎所有家长

全部到会，而且安安静静的，不玩手

机。最典型的一件事儿是，学校想在

校门口挖一口水井，就在平措扎西带

着教师扛着铁锹准备开工时，被附近

的村民看见了，他们赶紧召集了50多

人过来：“你们是教书的，不要干这种

活。”然后村民们将老师们“赶走”，抡

起袖子开始帮忙挖井。

“老百姓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一所

好学校。”家长说，学校的希望在教师。

而他们心中的“偶像”——平措

扎西，更如同一座灯塔矗立在俄西

乡，许多人看见他就仿佛找到了方向

与力量。

当地一些家庭有了纠纷，不去找

乡政府调解，反而找平措扎西来评

理：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有时弄得

平措扎西也左右为难。

从内地西藏班毕业，上完大学后

回到俄西乡第一小学任教的洛松丁

增如今成了平措扎西的“铁粉”，县教

育局几次打来电话挖他去教研室任

职，但洛松丁增只想待在平措扎西身

边，继续效力俄西乡第一小学。

“我还是待在扎西校长身边比较

充实，能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和各种

知识。”洛松丁增说，在学校工作了14

年，他想像平措扎西一样“给农民家

的小孩多作贡献”。

即便是当年曾与平措扎西有过

摩擦的教师，在后来的教学生涯中也

逐渐理解了平措扎西的苦心。比如

严力，调入县里的一所中学后才发

现，如果不是平措扎西那样严格要求

与谆谆劝说，他根本无法适应县中的

教学要求，而今成了骨干教师的严力

每次碰见平措扎西都会对他说：是你

把我从悬崖边上拉回来了。

从前以喝酒为乐的阿旺顿珠与

平措扎西相处久了，终于幡然悔悟，

戒酒后他专心工作，文化基础不错的

他成长迅速，不久就被任命为孜托镇

小学校长，独当一面。

从俄西乡第一小学走出去的教

师，现在大多都在重要岗位上任职，

大家都说“不愧是俄西乡第一小学过

来的，素质就是不一样”。

看到教育事业后继有人，这大概

是平措扎西最欣慰的事了。更让他高

兴的是，就在前不久，马云再次将目光

聚焦西藏教师队伍建设。未来10年，

马云公益基金会将捐赠 1 亿元，在拉

萨师专建设一座现代化的“马云教师

培训中心”，同时设置“马云教育奖”和

“马云教师计划”用于激励在校师范生

和拉萨师专优秀教师、一线教师、校长

的发展，持续为一线教职人员提供包

括培训在内的多项素质提升服务。

“让最优秀的人当教师！”曾经两

次当选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的平措

扎西，每次都在两会期间这样提议。

“好的种子要先放到教育领域。”这样

的话，他并非说说而已，两个在西藏大

学上学的孩子禁不住他的劝说双双报

考师范专业，便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留住人，教育才有希望。

从以色列归来的飞机上，58 岁

的平措扎西望着窗外浮云变幻，也

不禁感慨时光易逝，他仍然在思考

那个问题：我将老去，我到底能给

老师、能给学校、给西藏的教育带

来什么？

平措扎西“校长传奇”

安徽安庆：学会垃圾分类 呵护美丽家园
7月7日，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组织开展“学会垃圾分类，呵护美丽家园”暑期系列教育活动，鼓励学生在暑假生活中做好垃

圾分类环境保护宣传员。图为该区华中路第二小学里，“城市美容师”正在给学生和家长讲解有关垃圾分类的知识。（黄有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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