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年轻老师写字越发难看是一
个普遍现象，已经成为了语文教育的一
种缺陷。 ”

———山东省实验中学一位从教
30 多年的语文教师刘敏谈起目前年
轻教师书法和板书的问题时感到十
分痛心 ，她认为好的板书可以让学生
一生受用 ，同时板书可以构架学生的
逻辑思维。

“用一些朗朗上口的歌曲串联起知
识点，很利于学生的记忆。 ”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四中
的两位生物教师，用《小苹果》的旋律唱
“细胞分裂的故事”，把原本比较拗口难
记的生物知识放进去，学生们表示非常
有趣且方便记忆。

“打破性教育的神秘， 孩子们才不
会在面对问题时束手无策。 ”

———今年秋季开学时，武汉市小学
生每个人都拿到了一本 《生命安全教
育》教材。 尽管教材“很大胆直白”，江
城的一些小学老师却认为，本地的性教
育终于跨出了一大步。 本书主编、武汉
市教科院体卫艺教研室教研员汤佳认
为，性发育和生命是同步的，生命安全
教育不可能把性教育撇开。

“插这个队，压力其实很大。 ”
———日前 ，常州大学创新人事制

度改革 ，实施 “低职高聘 ”，即在岗位
聘任中，不唯年资阅历 、职称职务 ，只
比业绩贡献 ，坚持多劳多得 、优绩优
酬的考核和分配制度 。 身为副教授 ，
却拿着正教授的薪水的常州大学教
师 孔 泳 的 奖 励 性 绩 效 工 资 实 现 了
120%的涨幅，当然“压力也很大”。

“在还没有其他普及通讯方式的
年代，校讯通确实很方便。 ”

———在北京市中小学运行 7 年之
久的校讯通，推广开始至今，都是以学
校可以自愿选择使用为原则，现将陆续
退出中小学市场。 一位小学校长回忆，
当时，校讯通的出现确实给学校带来了
很大的方便。 随着近年来飞信、微信等
互动方式的普及，很多学校开始陆续停
用校讯通。

筅声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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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人手一台轻薄的平板电脑， 五六
人围成一簇，讨论热烈。平板电脑上是本节
课所要使用的导学案。 学生熟练地在上面
勾描点画，随时将讨论的内容记录下来，需
要查阅资料时， 他们便即时到互联网上搜
索。不一会儿，教师召集学生们到电子白板
前集中讨论问题，有疑问与重点时，学生拿
起平板电脑， 将白板上的内容以拍照或摄
像的方式记录下来。问题讨论结束时，教师
将自己录制的关于此问题的微课视频分享
给学生，供他们课下参考。 下课前，教师在
平板电脑上安排随堂测验， 学生通过平板
电脑完成教师安排的随堂测验， 并当堂出
测验结果……

这是山西省晋城市泽州一中“人人通”
课堂上的一幕。

日前，山西省“人人通”信息化课堂专
题研讨会在泽州一中召开， 来自山西省各

地市的百余名校长、 教师在泽州一中的课
堂上领略了“人人通”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
改革的完美结合。

现今，“人人通” 信息化课堂是教育界
的一个焦点话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
联网已经开始颠覆教育的传统形态了，“翻
转课堂”、“慕课”等新型课堂学习形式更是
被追捧。 但是当信息技术真正进入课堂之
后，人们发现，它的效果没有宣传里说的那
么好，人们不但没有从新技术中获益，反而
被束缚住了手脚，为新技术而新技术，鸡肋
之感顿生。 这是目前“翻转课堂”等教学形
式不能不直面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泽州一中的“人人通”课堂上，这
种情况没有出现。 信息技术褪去了它神秘新
奇的外衣，回归了作为工具的本来面目。

每天， 教师们将课前预习资料及测验
题目、课堂教案及随堂检测题目、课后巩固

复习测验题目、 相关辅导材料内容上传至
“E 道高效课堂云服务平台”（简称“E 道平
台”）中。 学生通过配套的学习平板电脑可
以完成课前、课堂、课后的自学，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完成课堂对学、组学等合作学习。
同时，这个平台还会自动收录学生错题，按
知识点管理错题、制定学习计划、定时错题
复习提醒、回顾复习等。用学生刘晋豪的话
说：“Pad 在我们的学习中已经不可或缺。 ”

“也是教师不可或缺的。 ”高二 E 学部
教师陈义军说，“教师们通过平台上记录的
数据，掌握学生不同的学情，以便进行针对
性备课与辅导。这样备学生、备课都有的放
矢，效率高，效果也不错。 ”

刘晋豪是泽州一中首批参加“人人通”
课堂试验的学生， 已经使用平板电脑上课
1 年多了。 他向记者展示了他个人空间中
收藏的自学资料， 几乎全都是关于各学科

背景知识很有深度的研究论文。 “看了这些
资料，虽然不能全然吃透，但是对理解课内
知识非常有帮助。 ”

“这些资料都是从网上找的吗？ ”“有的
是，但精力有限，一个人不可能去搜索这么
多资料，我们都是和其他同学分享自己的资
料，这样互通有无，事半功倍。 ”他解释道。

这就是“E 道平台”的另一个作用，分
享资源和智慧。

为什么在别的学校课堂上出现的信息
技术类同“鸡肋”的问题，在泽州一中没有
出现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泽州一中已经
推行了多年课堂教学改革。 泽州一中的学
生有着高度的自主学习自由度， 在自主学
习中，学生可以根据“E 道平台”提供的可
视化的分析报告查漏补缺， 有根据地进行
学习和测验，同时平台特有的开放、海量的
资源会成为自主学习最为坚实的后盾。 系

统会根据学生学情定时推送相关题目，而
由本校教师根据学生特点录制的教学微视
频，更是让学生的自学如虎添翼。

据了解，“E 道平台” 目前已经在泽州
一中高一年级所有班级和高二年级部分班
级普及， 学生在经过十几天的课堂教学模
式培训后， 只要知道平板电脑中预装的几
个课堂必备软件的使用办法， 就能很快融
入到“人人通”课堂中。在课堂阶段，不论是
学簇讨论、 展示还是最后的评测，“E 道平
台”都能以其便捷性将这些环节简单化、信
息化。

“当前，‘人人通’和课堂教学改革的融
合还在初级阶段，还只能称之为‘人人有’。
未来几年，我们会依照课堂实际需求，开发
更多的功能，真正将学习与教师、学生联通
起来，达到真正的‘人人通’。 ”谈起“人人
通”在学校的下一步发展，校长李海勇说。

从“人人有”到“人人通”
□ 本报记者 郑骊君 □ 牛小兵

筅要 闻

2014小记者风采展示活动落幕
本报讯 10 月 3 日，由中国少先队事

业发展中心主办、辅导员杂志社等机构承
办的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2014 小记者风
采展示活动”在京落幕。 该活动于 5 月 12
日启动，旨在促进少年儿童媒介素养教育
活动的开展。

活动现场 ， 小记者们在才艺技能展
示、媒介知识问答、听说读写能力展示、模
拟采访、新闻面对面等多个环节中表现优
异，展现出较高的媒介素养。 经过紧张的
比拼与评委们的综合评审，来自江苏省常
州市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的黄俊胜等 18
位学生获得个人一类奖，首都师范大学附
属小学等 5 家单位获得团队一类奖。

（翟晋玉）

湖南长沙： 教研员入民校研究
课改

本报讯 日前，湖南省教科院副院长
赵雄辉率领了 18 位教研员， 深入湖南长

沙望城金海实验学校举行了为期一天的
课堂教学观摩研讨活动。

该活动吸引了省内课改学校的代表
200 多人。 与会专家和代表通过分科听课、
研讨、评估，总结整理了该校在课堂教学
改革方面取得的经验，探寻课堂教学改革
创新的路径和方法，进一步推动全省课堂
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

赵雄辉认为 ，望城金海学校的 “五步
三环” 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具有实用性和
先进性，在模式构建、导学案编写和共同
体的组建等方面下了功夫 ， 为全省中小
学的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样本 ， 具有推
广价值。 （褚清源）

山东东营：推行学生自主作业改革
本报讯 日前，东营市出台了在全市

义务教育学校推行学生自主作业改革的
指导意见 ，要求摒弃作业 “一刀切 ”的做
法，给予学生一定的选择权利，实行学生
作业“私人定制”。

东营明确规定，学生自主作业主要包
括学科书面作业和实践活动类作业两种
类型。 学科书面作业的形式有全自主、半
自主、作业签免等。 实践活动类作业的形
式主要有观察、调查、访问、实验、制作等。
自主作业改革，将有利于减轻学生过重的
课业和心理负担， 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增强学生学习自主性，培养学生良好的学
习习惯和方法。 （通讯员 杨守菊）

江西南昌青山湖区： 师资交流
促均衡

本报讯 新学期以来，江西省南昌市
青山湖区教育体育局组织各学校班主任
培训以及教师骨干培训等活动，并实施师
资交流制度，有效提升了青山湖区师资队
伍教育教学水平。

青山湖区的师资交流包括城乡 （强
弱 ）学校交流 、干部任职交流 、学区内交
流等 3 种方式 ， 目前正在交流人员 165
人，其中校级领导 12 人，教师 153 人。 接
下来， 青山湖区还将进一步加大师资交
流力度，计划新交流教师 120 人。 （陈军）

湖北阳新：提高代课教师待遇
本报讯 近日 ， 湖北省阳新县人民

政府出台新政，从 2014 年 7 月起，代课教
师每人每月由原来的 900 元增加到 1500
元，增幅近 7 成。

记者了解到，阳新县将对现有代课教
师审核身份， 统一办理聘用手续并备案，
并实行工资代发制。 从 2015 年 1 月起，阳
新县教育主管部门将以上年工资标准为
基数，参照地区社平工资比例，提高代课

教师工资待遇。 3 年后视公办教师工资标
准再往上调。

（通讯员 谭长笙 唐国驸）

甘肃西和：教师比拼才艺
本报讯 10 月 11 日， 甘肃省西和县

举行“2014 年教师才艺大赛”活动。 来自全
县 100 多所学校的 182 名教师参加了比
赛。 大赛共设有书法、绘画、声乐、器乐、舞
蹈等 6 个项目，其中绘画类既有传统的国
画、油画、素描等，又结合教师职业特点增
加了儿童画、简笔画等项目。 参赛教师表
示， 这类活动为有特长的教师搭建了展
示、交流、学习的平台，也对自身素养的提
高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通讯员 吕建斌）

北京市第三中学：10 月 6 日， 北京市
第三中学开启了以“传承百年精髓 ，创造
精彩人生”为主题的 290 周年校庆系列教
育活动。 此次活动包括“百年的传承”、“光
阴的故事”、“我是三中光荣教师 ”、“我讲
三中百年历史”等 10 个主题，活动将贯穿
整个学期。 （孙和保）

筅地方新闻

中国教师报香山会馆教育新闻人俱乐部，诚邀读者网上注册，成为我们的特约通讯员和通讯员。 这里是每个教育人的舞台。 详情请见 http://bbs.chinateacher.com.cn。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我为《教师法》修订建言
荩《教师法》的出台，使教师的权

利有了法律保障。
荩今天， 面对拥有 1476 万余名

从业者的庞大教师群体，20 多年前颁
布的 《教师法 》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
新需要和教师队伍建设的新要求，才
能更加充分地保障教师的权利？

荩哪些内容需要法律法规的进
一步细化和规范？

荩哪些内容需要结合当前教育
工作实际补充完善？

荩对于《教师法》修订，您还有什
么好的建议或意见？

……
荩本着“为教师说话”的原则，中

国教师报特别发起“《教师法》修订大
讨论”，欢迎广大教育管理者、专家学
者 、法律界人士 ，特别是广大一线教
师，围绕“为何改、如何改、改什么”等
问题，积极参与、献计献策，共同推动
《教师法》修订工作进程。

荩投稿邮箱：zgjsbdtl@163.com

筅微新闻

一、活动内容

1. 征文作品比赛
题材不限，字数在 3000 字以内；提倡用亲身经历

讲故事、有细节、有新意，言之有物，生动感人，切忌空
发议论，杜绝假大空。

2. 摄影作品比赛
作品可为新拍摄照片，也可为老照片及物件图片，

并配以不超过 200 字的文字描述。
3. 摄像作品和诗歌朗诵作品
根据老师的真实事迹录制视频作品或录制每位学

生歌颂老师的完整诗歌朗诵视频，格式不限，时长在 3
分钟至 20 分钟之间，保持画质清晰。

二、参与方式

文 字 及 摄 影 作 品 通 过 附 件 发 送 至 ：
1719718373@qq.com； 摄像作品和诗歌朗诵视频命名
为“恩师情 + 作品名称”上传至腾讯视频，并将上传作
品链接发送至 1719718373@qq.com。

三、作品征集截止时间

2014 年 11 月 20 日。

四、奖项设置及奖金

一等奖 5000 元、二等奖 3000 元、三等奖 1000 元，
发放获奖证书。

五、其他事项

1.� 参与者请在邮件中注明姓名、年龄、单位、职务、
手机号码、通信地址等个人信息，以便及时与您联系。

2.�所征集作品一律不退还，主办方对作品享有出
版、展览和发表的权利。

3.�如产生版权、 抄袭或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由
投稿者自负责任。

4.�详细事宜请关注“恩师情·我的老师” 专题页
面 ， 登 录 http://gongyi.qq.com/zt2014/ enshiqing/
index.htm（百度搜索“腾讯公益”→“公益专题”页面）或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网站 http://www.jsjjh.org.cn/。

欢迎垂询：010-66092246，010-66092101。

“恩师情·我的老师”系列活动征集作品启事
今年是我国设立教师节的第 30 个年头。 为展现人民教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奉献教育的崇高职业精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教育

发展基金会、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中国教育报和中国教师报共同举办“恩师情·我的老师”系列活动，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热情参与，欢迎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广大教师及学生踊跃参加，用文字、图片、影像等形式，来表达对老师的真情实感。

� � 10 月 9 日，江苏科技大学的
学生走进镇江市朱方路小学，开
展“邮政知识我知道”活动，通过
宣传展板、集邮册、各种邮票等，
向小学生宣讲邮政知识，帮助孩
子们了解邮政文化。

石玉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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