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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人文性”

疫情期间，医护工作者英勇抗疫，

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志愿者们众志

成城，一个个温暖的故事冲击着教育

者的内心。疫情是学生们“最好的教

科书”，也让教育人再思考：社会需要

什么人？我们培养什么人？

“疫情让我们感受到，在复杂的变

化中，核心不变的力量是人的价值。”

北京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认为，教

育要摈弃功利化倾向，培养心有温度、

行有智慧，勤于学习、乐于创新，学而

不厌、挫而不败的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重庆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思考

得最多的是“教育的人文性”。“这次疫

情，提醒我们：对教育的人文性进行重

新定位和认识。”

她认为，教育的人文性有四个方

面需要关注：首先，对人文性理解的改

变。以前提到人文性首先想到的是文

化修养，如读多少诗，学多少文学作

品，现在看来，还应从科学角度循序渐

进完成人性的培育，如，小学低段的习

惯培养，中段的社会化交往，高段的逻

辑思维能力，中学的记忆路径等。其

次，教育人文性体现在人性化、个性化

两方面。学生从家庭生活状态切换到

校园学习状态时，校园布置、食堂菜品

的精心准备让孩子多一分暖心、多一

分安心；而越是关注孩子个性化，孩子

学习的自我激励性越强，课堂教学尽

可能考虑不同孩子的需求，找到学习

话题与每个孩子的相关性。第三，人

文性关注个人与社会的联系。疫情期

间，快递小哥、司机志愿者、小餐馆老

板等“平民英雄”的涌现，让我们思考，

什么样的教育能让人有这样的责任和

担当。最后，还要关注生命健康教育，

带领孩子探究生活习惯与生命质量的

关系，健康程度与生命质量的关系。

居家学习期间，依托四川省教育

厅提供的覆盖义务教育阶段全学科、

全学段的“云课堂”，成都市实验小学

决定做“德育的加法，学业的减法”。

和全省保持一致步调，不增加学科内

容但需老师做结构化处理之后的班本

化指导，让学科教师的功夫用在“课”

外，通过任务驱动，打通学科边界，聚

焦劳动教育、生活课程、主题融合课

程，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中获得能力的

提升。

疫情是最好的教科书，尤其是其

德育价值。成都市实验小学制定了

“敬畏自然”、“逆境成长”、“责任在肩”

的模块化立德树人课程。并将模拟城

市、锻炼学生自治的“A城”搬到线上，

学生作为“A城公民”分享游戏、劳动、

记述、实验等宅家方式，养成自主学

习、时间管理的好习惯，培养他们自主

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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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自主研发的跨界教师

传统教学按教材顺序开展，云教

学打破了这种模式。2月 18日，四川

“云开学”后，老师们组织学生开展专

题复习，3月9日，“云开课”之后，依托

全省云课资源，老师们需要做好学习

指导，不少学校探索学科融合学习、探

究性学习等方式。

课程内容和学习方式的变化，一

方面给教师带来挑战，另一方面又给

予教师突破自我的大舞台。“相当于给

老师们建了一个云端‘修炼场’。”成都

市实验小学校长李蓓介绍，教师们把

线上教学的新情况当作课程研发的突

破口，结合班级实际、教师个人风格，

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教学创新，语文组

老师给学生写“每日一话”，给线上沟

通增加温情，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写

作水平；数学组老师集合团队合力，用

标准化、专业化和个性化的集体教研，

为学生学科素养学习保驾护航；专科

组老师针对学科进行 swot分析，找到

每个学科的特色发展方向；新教师也

通过线上融合课程的设计，在实践中

提升。

“疫情期间，‘跨界’教师已经从概

念变为了实践。”王欢认为，疫情期间，

老师跨越校社边界，在“预判”形势中

研究全民防疫问题及时代前进方向；

跨越家校边界，在“切中”痛点中判断

学生成长诉求及指向差异；跨越学段

边界，在“贯通”成长中构建一至六年

级的“班级社区”交流群；跨越学科边

界，在“重构”课程中改变单科章节模

式，改成单元综合主题；跨越课堂边

界，在“浓缩”教学中以点带面地讲关

键、促思维、助成长；跨越质效边界，在

“优化”评价中设置多种形式、不同环

节的教学检测，减负线下课堂，激活线

上能量。

“未来教育中，教师有七个角色。”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罗滨

认为，教师要成为学校的领导者、主动

的学习者、学生的导学者、学习的组织

者、学习的支持者、学生的学习伙伴和

成长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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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相互追随，相互促进

后疫情时代，线上和线下混合教

学将成常态。这一点，已成为教育人

的共识。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融合的

关键点在哪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国际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王素认为，

线上教育可以实现优质资源共享，可

以实现标准化教育，可以解决师资薄

弱的问题，比如成都市实验小学、成都

七中辐射了很多边远地区的学校，这

是线上教育的优势。但线上课程怎么

设计，老师怎么讲，怎么实现师生、生

生互动，如何实现课堂管理，这是线上

教学几个月来，大家主要解决的问题。

北京史家教育集团打造了线上

“班级社区”。每天19:30，不同年级相

同班号的学生们进入同一个班级社

区，进行线上交流。29个领袖教师在

社区挂帅负责组织管理工作，每周100
多个领袖教师准时上线，充分与学生、

家长交流。班级社区的存在让分散在

家中的学生们找到了组织，重新有了

归属感。

这是北京史家教育集团对学校组

织管理进行的“去中心化”尝试。“现代

社会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每个人

都是一个可以去连接别人、影响别人

的节点，每个节点都具有高度的自治

的特征。”王欢介绍，学校的核心理念

是让老师成为领导者。学校治理体系

应该是服务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种支持

体系，让教师相互追随，相互促进。

“谁是学校领导？我想不一定是

校长，而是一个共同体。”罗滨认为，在

一群人完成一个目标的过程中，能够

指引大家、带领大家，发挥影响力的人

就是领导。领导和被领导者要形成良

好的互动关系。创建面向未来的学

校，校长本身应该有超前的思考力、敏

锐的洞察力，为教师领导力发展创造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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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学校

将学校教育搬到线上之后，大家

发现，原来需要学习的不仅有国编教

材、省编教材，还可以有网络学习资

源。王素认为，随着在线教育的发展，

自适应学习平台提供资源，将成为一

大趋势。自适应平台可以根据个人学

习情况，进行个性化推送，实现教学的

精准化和个性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重新定义学校

的时代。”成都七中校长易国栋认为，

疫情过后，在线教育将进一步推倒传

统学校的围墙。网络就是学校，移动

终端就是课堂。随着云计算、大数据、

移动通信等技术的成熟和突破，教育

将实现智能化和个性化。学习将发生

在任何可能的时间，学校将被重新定

义，教育将从有限走向无限。

成都七中正在建设“泛在七中”，

一个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平台。探索

四种学习要素（固定学习空间与自主

学习空间、固定学习时间与机动学习

时间、集中学习与个体自主学习、线下

学习载体与线上学习载体），通过形成

一对多、多对多的关联，最终形成混合

式学习的最佳路径，提高学习效益，服

务师生的个性化学习和个性化发展。

“泛在七中”要实现“愿者可在七

中学，能者可为七中师”。在教育信息

化1.0背景下，成都七中通过卫星技术

手段开展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实现

了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 10 省两区一

市的 294所基地学校；如今，响应教育

信息化 2.0发展方向，借助“卫星＋互

联网”建设而成的“泛在七中”，将向全

社会开放，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都可以跟“泛在七中”线上的教师学

习。开放的不仅是学习资源，还有教

师群体，云端七中的教师除七中和七

中教育集团的优秀教师外，还将吸纳

优秀家长、优秀校友、特聘教师、客座教

师和优秀学生等，门槛只有一条：能提

供符合七中审核标准的优质课程。

王素认为，开放性的自适应学习

平台能够让我们的学习内容变得丰富

多彩，但同时也面临很多挑战，比如提

供的内容是否合适，依据什么标准，是

未来实践中需要探索的。

“学校还是那所学校，但学校已然

不是那所学校，因为它链接了云端、启

幕了线上；教师还是那个教师，但教师

已然不是那个教师，因为他们已经成

为了线上的主播，成为了共享教师，他

们可以自由地切换；学生还是那个学

生，但学生已然不是那个学生，因为他

们更加自主，更加适应线上线下深度

融合、无缝衔接的教育。”研讨会最后，

李蓓用这样一段话作为结语。

这是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互联

网将人、流程、数据和事物连接起来，

只要一机在手，就能万物互联。万物

互联的时代，突破了人际交往的边界，

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方便和快

捷。

以教师为例，平均每个教师都有

不少于 500 个微信好友，不少于 30 个

各种各样的群，每天要用不少于3小时

查看各种信息及刷朋友圈。在这个过

程中，教师们能通过互联网了解网友

的生活动态、获取各种信息。因而，从

信息互联的效率而言，这是一个前所

未有的高效率时代。但是，在人与人

信息互联高效的同时，不少教师却感

到内心孤独，甚至有部分教师感觉心

灵处于“失联”状态。

万物互联，方便快捷的交往、海量

的信息，为何会有教师感觉自己很孤

独甚至心灵“失联”了呢？当今，很多

学校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在课间及不

上课时，教师们基本不讲话，很多教师

处理完教学事务后都在看手机，教师

与教师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大多局限在

礼节性地打个招呼及工作信息的传

递，基本不涉及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不

涉及心灵与心灵的互通。教师与学生

之间的交流大多局限在知识的传递，

除了班主任，其他教师与学生之间较

少进行心灵的沟通。

教育是人与人之间思想与思想的

交融、心灵与心灵的互动。教师作为传

播与创造文化与文明的使者，如果这个

群体都不愿意打开自己的心灵，不愿意

与他人的心灵世界互联互通，势必导致

教师个体及学生的心灵容易走向封闭

状态。虽然万物互联了，但心灵却无所

皈依，心灵“失联”就在所难免了。当教

师心灵“失联”时，对教师个体而言，失

去了相互学习、智慧分享、文化交流的

载体；对学校而言，教师之间心灵不联

通，每个教师追求的只是把自己的那本

书教好，难以产生高质量的育人合力；

对教育而言，心灵“失联”的教师，阻碍

了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性，难以形成百

花齐放的教育格局。

万物互联时代，让教师的心灵不

再“失联”，不仅关乎教师个体成长，也

关乎教育质量的提升及学生的长远发

展。让每个教师打开心扉，在心灵上

互联互通，需要在三个字上下功夫。

第一个字是“联”。“联”就是联

结。教师在与互联网联结的同时，不

要忽视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面对面

的心灵互联。当心灵不能互联时，任

何联通都是没有灵魂的机械化融合。

因而，教师们要高度重视心灵互联对

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适当减少对网

络及电子产品的依赖，在现实世界中，

打开心扉，与志同道合的同事、学生、

家长、名优教师、教育研究者建立起有

助于提高教育质量、有助于专业发展

的心灵联结。

第二个字是“互”。“互”就是互

动。在教育中，教师之间心灵互动的

质量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要实现

教师之间心灵的高质量互动，不仅需

要教师个体积极主动与他人进行心灵

互动，还需要学校提供有助于教师心

灵互动的平台。例如：创造条件让教

育理念先进的教师定期组织沙龙研

讨，让教师们针对教育中的难点焦点

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想交流。从文化

建设角度，构建积极的办公室语言环

境，让每个教师在办公室里能敞开心

扉探讨教育问题。通过第二课堂活

动，以教师工作联盟、心理咨询室等多

种形式与学生及家长进行基于学生成

长的心灵互动。

第三个字是“网”。“网”不仅指网

络，还指心灵互联网。教师作为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政策的

使者，与他人的心灵联结与互动并非

不加选择、随性而为地向他人敞开心

扉，而是基于自己的职业特点、教育

理想及工作需要的互联互通。因而，

要形成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有教育含

量及文化品位的心灵互联“网”。在线

上，多与有共同教育理想的人针对某

一专题交流研讨，形成基于互联网的

心灵互动网络体系。在线下，多与有

共同语言、有共同兴趣的教师建立有

知识分子特色的人际关系网，丰富自

己的教育心灵。

万物互联的目的，是将信息转化

为行动，并给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这一目的的有效达成，不仅需要网络

技术的升级，也需要每个人丰富而又

强大的心灵世界的互联互通。因而，

让心灵不“失联”，是万物互联时代对

人的基本要求。如何构建高质量的

“心灵互联网”？教师的示范与引领意

义重大。

（作者系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教授）

学校线上教学系列报道

今年，我国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教育规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就要收
官了。10年间，互联网与教育深度融合，远程直播教学、云班、慕课、微课、翻转课堂……一次次浪潮冲击学校教
育，重塑教育的形态。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将学校线上教育推到了风口浪尖。从一开始应对危机的“无奈
之举”，逐渐变成为未来教育探路的创造性实践。疫情时期的教育冲破学校的围墙，开启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新
时代。

后疫情时代，教育将会发生哪些深刻变化？近日，京渝蓉三地名师、名校长在线上参加了“成都市名校长论
坛·走进李蓓名校长工作室”云端主题研讨会。这些在教育变革中勇立潮头的学校——北京史家教育集团、重庆
谢家湾小学、成都市实验小学、成都七中，其掌门人的实践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风向标：疫情后教育
怎么变，未来学校怎么建，未来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这些思考勾勒出未来教育可能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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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风向标”勾画未来教育

■ 本报记者 胡敏

“万物互联”时代莫让心灵“失联”
■ 吴维煊

禹天建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