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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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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日前，

四川省教育厅与阿里钉钉签署

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前，省

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

记、厅长李江会见了阿里集团战

略发展部总经理潘新春一行。

教育信息化是建设教育强

国、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支撑。近年来，教育厅坚决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把推进教育信息化作为转变传统

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

高教育质量和效益、培养创新人

才、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载体，

积极支持企业参与、协同合作，在

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提升教师素质、优化服务管理、提

高教育质量、推进教育改革创新

等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取得了

突出成效。特别是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我省在社会各界的鼎

力支持下，以教育信息化有效支

撑了全省首次大规模在线教学，

成功实现了全省大中小学“停课

不停教、停课不停学”，为抗疫贡

献了重要力量。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崔昌宏主持

签约仪式，并代表教育厅与阿里

钉钉教育行业总监苏小雄签订

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教师

培训、平台应用、数字校园建设

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在确保

安全、使用便利、有效管用的情

况下，发挥钉钉在教育信息化领

域的平台和技术优势，用信息化

手段支撑更加精准科学的教育

教学与管理服务。

据悉，今年以来，教育厅与

阿里钉钉多次互访交流，讨论沟

通教育信息化发展。阿里钉钉大

力协助，在四川省开展网络教研

活动、新任教师入职培训、全省

森林防火培训、数字校园建设等

工作中提供了有力的平台支撑

和技术服务。同时，阿里集团在

数字校园建设、教师培训、教育

公益等方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四川省教育厅相关处室、直

属事业单位，阿里钉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

移动（成都）产业研究院、电子科技大学大数据

研究中心、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树德中学相关

负责同志参加签约仪式。

本报讯（记者 陈朝和）为推动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

新发展，促进教育改革与创新，11
月 14日，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教

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四

川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 2020 年数

字化教育教学技术交流会在成都

举行。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

俞伟跃，四川省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崔昌

宏参加开幕式并致辞。

俞伟跃表示，本次交流会时机

好、主题好、内容好，对于推进数字

化教育教学工作有积极意义。数

字化教育教学是教育信息化的核

心，是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

量，数字化教育教学要在发展素质

教育、深度融合、提供高质量资源

上下功夫。

崔昌宏表示，虚拟现实、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由点

及面、从易到难实现应用创新，为

教育改革发展带来全新机遇，本次

会议分享交流数字化教育教育技

术的经验与成果，是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实际行动。

开幕式上，教育部科技发展中

心主任罗方述致辞。教育部教育

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曹志祥、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所长王扬南、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教材发展中心副主任陈云龙、北京

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

分别就“教学教育装备融合发展趋

势、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数字化教

育、AI+教育 4.0”等主题作大会报

告。

据了解，本次交流会中，专家

和参会代表聚焦数字化教育教学

的主题，围绕虚拟现实技术在教学

中的深度应用、职业教育虚拟仿真

实训基地建设、数字课程教材云服

务重构智慧教育生态进行了深入

交流。会议设有基础教育与职业

教育两个分会场，来自全国各地的

10位专家学者将作专题报告。

四川省百余所职业院校、各市

州教育局及下属教育技术装备部

门、电教馆、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

校等部门的 300 余位代表参加此

次技术交流会。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日前，以

“全民智学，助力‘双战双赢’”为主

题的2020年四川省暨成都市全民终

身学习活动周总开幕式在成都社区

大学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

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戴作安参加

开幕式并讲话。

戴作安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全民终身教育，近年来，大力倡

导全民终身学习理念，积极构建服

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努力

搭建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加快推进

学习型社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终身学习体系基本完善。全省各地

教育部门要抢抓“十四五”规划编制

之机，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构建党委

领导、政府统筹、教育部门主管、相

关部门配合、市场有效介入、群众广

泛参与的全社会联动的终身教育发

展机制；要加强平台建设，加快社区

教育信息化步伐；要扩大社会教育

资源供给，丰富学习资源内容，加强

社区教育资源整合；要加大宣传力

度，突出示范引领，激发全民学习的

积极性 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养成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

当天，“四川终身学习数字化公

共服务平台”在线上揭幕。该平台

在四川省教育厅、财政厅的指导和

支持下，由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围绕

“一台、一库、一行、N网”的总布局，

历时1年多开发而成，将为全川百姓

提供更加便捷的学习空间，助力四

川构建更加完善的网络化、数字化、

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更好地

服务全川百姓“人人皆学、处处能

学、时时可学”。

开幕式还展播了成都、德阳、眉

山和资阳四城联合出品的《成德眉

资市民学习成果经典视频集》，展现

了成德眉资同城化建设过程中终身

教育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内江

市、自贡市和巴中市通过线上直播

的方式展示了内江市民传承传统文

化的“社区国学公益讲堂”微教学、

自贡彩灯文化特色课程、巴中农村

社区教育现场教学等多元化终身学

习活动。活动还宣布和展示了 2020
年国家级、省级和成都市“百姓学习

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评选

结果和感人事迹。

本次活动由教育厅、成都市教育

局主办，省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成都市

终身教育促进办公室、成都广播电视

大学联合承办。开幕式通过线上线

下同步直播方式进行，来自教育厅、

省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成都老年大学协会等单位

的相关负责人和专家，以及2020年度

全国、四川省、成都市“百姓学习之

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获奖代表等

80余人参加了主会场现场活动。全

省20个市（州）和成都市23个区（市）

县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

“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

目”获奖代表800余人，在各地区设立

的分会场观看了活动直播。

据悉，各市（州）“全民终身学习

活动周”也将在 11 月 11-17 日期间

陆续启动。各地将结合疫情防控常

态化要求，结合“全民智学，助力‘双

战双赢’”的主题，精心开展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全民学习活动，提高

全民终身学习的参与率和满意度，

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

本报讯（记者 梁童童）11 月 14 日，2020 年亚

洲教育论坛年会在成都开幕。大会以“教育之光，

点亮未来”为主题，聚焦教育国际交流，教育质量

提升与教育创新发展。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0余

位教育专家与学者会聚一堂，交流经验，研讨学

术，分享先进的教育理念，传播切实有效的教育方

法，寻求和达成合作共识，共商后疫情时代教育发

展。

据悉，2020年亚洲教育论坛着眼于疫情后未

来教育的创新与发展，以成都为辐射点，继续推动

并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教育、科技、文化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党组副书

记、副部长杜玉波就时代变革中的高等教育发展

大势进行了交流分享。他认为，高等教育与其他

行业、领域一样，需要在充满变革的世界中把握所

处的历史方位和未来走向，“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承载起时代赋予高等教育的历史重任。”

由于疫情原因，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云端会

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本次会议内容涉及广泛，

涵盖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

国际教育、互联网+教育、“教育者说 EDUCA⁃
TOR TALKS”等十个分议题。其中，“教育者说

EDUCATOR TALKS”为本次年会开辟的全新个

人演讲单元，以“想象未来”为主题，邀请了数位知

名教育家、教育企业家授课，活动宗旨在于革新教

育传播方式，远播教育的声音，传递未来教育理

念，引起全社会对教育的关注与反思。

本报讯（记者 倪秀 陈朝和 葛
仁鑫 摄影报道）冬日送暖，脐橙飘

香。11月12日，四川省教育厅教育

信息化处、四川教育报刊社联合赴

雷波县结对帮扶暨“名师送教”活动

在雷波县汶水镇中心校举行。

按照四川省教育厅机关党委

《关于组织厅直属机关党组织与雷

波县中小学党组织开展结对帮扶活

动的通知》，教育信息化处党支部和

四川教育报刊社党总支共同结对帮

扶雷波县汶水镇中心校党支部。前

期，双方已经为学校搭建了双师课

堂，引入了优质的教育资源。此次

活动，再给汶水镇中心校带来帮扶

“大礼包”，包括捐赠资金 10 万元，

用于购置录播室、广场音响、电脑等

设施设备；捐赠助学金，帮助部分困

难学生；捐赠创意绘本，丰富孩子们

的阅读时光；活动还特别邀请到了

8 位成都市的教育专家、名师，给老

师们展示系列精彩的优质课例，助

力民族地区教育改革发展。

主办方还向汶水镇中心校的孩

子们送上由四川省少年儿童创意绘

本活动组委会提供、京东西南党委

捐赠的绘本。

雷波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

相关负责人对教育厅教育信息化处

和四川教育报刊社的大力帮扶表示

感谢，希望借助帮扶活动，实现以点

带面，全区域内的学校都能汲取送

教名师、专家的教育智慧，并运用到

日常教育教学中，促进雷波教育发

展腾飞。

“我相信有了你们的帮扶，我们

山区教育现状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教育教学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你们的帮扶，将为大山里的孩子点

亮迷茫的双眼、插上理想的翅膀，引

领他们去实现人生梦想。”汶水镇中

心校校长易毅感动地说。

启动仪式结束后，来自成都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成都市实验小学、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成都市第二幼

儿园的 8位专家、名师，分别给当地

老师们献课、说课，呈现了一堂堂教

学视听“盛宴”。

（详细报道见2、3版）

2020年数字化教育教学技术交流会在蓉开幕

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发展

聚焦智慧学习 助力“双战双赢”
2020年四川省暨成都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举办

教育厅教育信息化处、四川教育报刊社联合赴雷波县开展结对帮扶暨“名师送教”活动

帮扶“大礼包”温暖山区师生心
2020年亚洲教育论
坛年会在成都举行

在心理健康课上，学生兴奋地与送教老师玩互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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