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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本报讯（记者 葛仁鑫 实习生 胡
静 摄影报道）近日，四川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第三届学术年会暨 2021 年市（州）

教科所（院）长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

会议围绕贯彻落实全省 2021 年教育工

作视频会议精神，聚焦“培育优秀教学

成果，探索教研方式变革”的主题，就

构建我省优秀教学成果培育、推广与

应用机制，深化以网络教研为路径目

标的现代教研转型改革展开研讨。省

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政府教育督导委

员会专职副主任、教育厅总督学傅明

出席会议。

会上专家云集，围绕如何培育优秀

教学成果，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

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柳夕浪，重

庆市巴蜀小学校长马宏带来了两场专

家讲座。原西南师范大学校长宋乃庆，

华东师大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研究所所

长李政涛，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德

全，华东师大课程与教材研究所所长崔

允漷等知名教育专家对部分优秀成果

进行了针对性指导。

会议现场还发布了高品质学校建

设、整本书阅读、数学文化、英语分级群

文阅读四个四川省教科院重大科研项

目成果，对中小学自导式教学课例研讨

网络教研活动进行了观摩，并举行了教

科院博士学术沙龙等环节。

网络教研在此次年会上成了热门

词。据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刘涛

介绍，为了将优质教研资源向全省辐射，

省教科院从 2019 年底开始启动全省网

络教研活动，2020年4月，形成常态化课

表化实施，每周一至周五的下午，分学科

安排不同的主题教研，涵盖普通高中、初

中、小学、幼儿园、职业教育、民族教育，

参与学校11534所，参与教师26万余人，

参与活动次数达330万多人次。

各市（州）教育局分管领导或基教

科科长，市（州）教科所（院）长及教科研

负责同志，全省 123项优秀教学成果课

题主研人员，部分中小学自导式教学改

革实验学校校长，省教科院领导班子及

全院职工，共计 460 余人参加现场研

讨。会议通过网络直播向广大教科研

人员、一线教师开放共享，点击观看达

2.3万人次。

后疫情时代，教师在线培训走向常态

化。如何有益借鉴并创新实践线下培训

组织的经验模式，结合线上培训特点与优

势，充分利用线上平台和技术资源，强化

在线培训组织实施的有效性，需要重点在

训前、训中和训后三阶段准确把握在线培

训十个关键操作。

一、确定平台。授课专家和参训者对

于网络工具的正确和流畅使用，是线上培

训顺利开展的前提保障。对于多数培训

而言，按需定制软件难以实现。选择哪种

软件作为培训工具时，不仅需要参考培训

的人数规模、培训时长、同异步方式等常

规课程参数来选择，更需要考虑线上授课

专家和作为学习主体的学员年龄、网络使

用习惯等特点。较为年轻者，对于网络熟

悉度较高，可以较快熟悉并应用不同的软

件；对于年长的参训者，对于平台的选择

则应该优先考虑软件的操作门槛即使用

便捷程度，或前期进行更为详细的、系统

的软件操作培训。

二、需求调研。编制调研问卷应结合

在线培训特点，从“组织者”“参训者”和

“培训工具”三个角度进行设计和分析。

“组织者”角度是指以组织者的需求和提

供的条件为出发点，希望达成怎样的培训

目标；“参训者”角度是基于参训者个体特

征和自身需求出发，能够满足其培训期

待，解决实际工作岗位中的困难与问题；

“培训工具”角度是要结合在线培训实际，

解构培训任务之后。要完成这些任务，需

要借助哪些网络工具，进行哪些具体操

作。即灵活选择、使用、组合、变换工具。

三、方案研制。在线同步培训因缺乏

同一时空情景，在研制在线培训方案时，

一定要注意几个事项：一是主题聚焦。线

上培训的主题要聚焦教师实际需求，易

小、实、精，促使参训者训后能够真实获得

技术、策略、方法、知识或铭记于心的理

念，切忌大而空、散而乱。二是课时把

控。方案要针对主题，层层深化，切块式

设置各种小专题，原则上课时不易过长，

半天不少于两个授课专家。三是授课要

求。训前需对接专家在授课时，采用每一

刻钟左右设置一个互动问题，提升屏前参

训者积极性；抑或采用问题导向授课模

式，将内容切割成几个问题，在学员参与

讨论基础上进行实时反馈，深入对话；更

要在语言表达上抑扬顿挫，在PPT呈现上

文字不易过多，适时关注评论留言区，针

对评论区情况调整教学节奏，切忌一讲到

底。良好的方案设计可以充分发挥优势，

达到与线下同等的培训效益。

四、平台测试。在线培训必须要通过

网络媒介才能够完成，这个媒介工具就必

须经得起考验。因此，训前必须要让学员

和授课专家熟练使用平台以确保正式的

线上教学活动顺利实施。提前准备硬件

设备、选择网络条件好的空间环境、熟练

掌握软件使用过程中临时问题的应急处

理办法是训前筹备的关键环节，尤其注意

提前作技术测试。

五、开班典礼。即使是在线培训，依

然不能忽视开班典礼的重要性。开班典

礼除具有点明培训工作重点和意义的作

用。还包括发布课程安排，说明培训纪

律、学习要求及注意事项。也具有营造学

习氛围，拉近学员之间心理距离的破冰作

用。由于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加大了破

冰环节的工作难度。因此需要主持人营

造隆重而不失活泼的仪式氛围，可以借助

线上团建游戏、线上随机自我介绍等活动

得以实现。

六、课堂管理。课堂管理的落实程度

决定了在线学习质量的高低。课堂监管

一般分组进行。在线学习平台不同，分组

形式也不同。可借助平台内部建构群组

管理，也可利用其他常见网络通讯平台进

行组织构建并交互管理。像类似钉钉平

台一般就借助学习平台组建不同学习圈

子，其他一些平台需要借助微信或QQ重

建小组，不管哪种情况，班主任（或辅导

员）老师要借助小组群充分发挥教学辅

助、教学考勤、课堂记录、学情反馈等功

能。如提醒及时上线参训、及时互动、及

时作业，或发布话题，引发大家讨论，或了

解学员对在线学习的问题反馈，及时处理

学员提出的相关问题，或督促学员全程参

训等。要借助分组进行课堂管理，切实了

解每个参训学员学习情况和问题反馈，搭

建学员与主办方、授课专家、平台技术等

之间的桥梁作用。

七、生成资源。在线培训的一大特点

在于，可对培训进行全程电子备忘，如文

字、音视频等。特别是学员在分组研讨碰

撞的思想交流、经验分享或是在开班典礼

上的发言、结业典礼中成果展示、培训收

获等，要留存整理，分类归档，凝练提取，

将生成资源进一步提质增效。二次使用

授课视频资源、文字讲义、学员作业、培训

简报或学员分组研讨记录等电子资料的

时候，应注意内容隐私和版权问题。

八、结业汇报。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便捷性，学员分享交流、展示汇报，方可倒

逼学员学习内驱力，变被动为主动。在线

培训结业汇报应视培训时间长短和学员

规模决定呈现形式。参训人数规模较大，

可将参训学员编号，采用屏幕随机摇号方

式，决定汇报展示人员；规模一般的在线

培训，要调动每个参训学员参与，可让每

个学员提交汇报音视频或学习成果资料，

在小组内推荐最优者在结业典礼中汇报

展示。即便是1-2天的在线培训，也需要

用1-2小时为学员搭建结业汇报的平台，

促进学员间学习收获的分享与交流。

九、考核评价。这里的考核是指对学

员在线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考核，由于

网络平台对数据处理的便捷性，在线考核

须常态化推进。一是可以用测试的方式，

如用在线试卷反馈学员知识与技能的获

得情况；二是可以用作业、作品方式反馈

学员在线学习的能力提升情况。评价是

指根据学员参训过程、学习效果等的优

良中差的学习等级评价。这需要以科学

合理的学员考核评价细则为前提。只有

将考核评价落到实处，在线学习才能引起

学员的重视而全程全心投入。

十、总结反思。在线培训结束后，须

反思问题，总结教训，丰富经验。每位承

训工作者应立足自身工作，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重点结合在线培训过程中网络平

台使用、专家授课质量、学员参训效益等

方面进行总结。将经验进行提取，将问题

进行汇总，并要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找

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以便下一次在线培训

做得更好更实。

本报讯（沈文）日前，四川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在凉山州昭觉县四开乡中心校召开

“进一步加强‘一对一’精准帮扶昭觉县四

开片区教学质量提升工程誓师大会”。

会上，省教科院院长刘涛以“精准帮

扶”和“质量提升”为关键词，从“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目标明确、落实责任”“奖

惩兑现、问责追责”三方面对帮扶单位与

受扶学校提出了殷切期盼和任务职责。

刘涛分析了提升民族地区教育教学质量

的时代性和紧迫性，要求各帮扶单位倾力

相助，各受扶学校积极响应，双方携手奋

进，全面提升学校管理能力和文化建设，

以优质的教育托举民族地区人民的未来

和希望。

昭觉县教体局局长勒勒曲尔说，脱贫

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但民族地区的教

学质量不高、管理水平低、学习习惯差、教

育思想落后已成为民族地区人民群众追

求美好生活的障碍，他要求老师们一定要

牢记责任、不辱使命、满怀感恩之心、全力

以赴打赢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攻坚战，全面

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四开中心校班主任、语文教师杨洪

珍，博洛乡中心校校长土比日色，四开片

区文化教育办公室主任吉史木呷，《教育

科学论坛》杂志社主编崔勇代表受（帮）扶

单位发言，他们表示有信心、有决心、有能

力使四开片区的教育教学质量再上新台

阶，向社会和家长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随后，四开片区全体教师宣誓。帮受

扶单位签订了“一对一”精准帮扶昭觉县

四开片区教学质量提升的“三层六方”目

标责任书，即省教科院与县教体科局、省

教科院各帮扶所（室）与四开教办、帮扶学

校与受扶学校之间分别签订目标责任书。

据了解，为加快实现帮扶目标和任务

的落实，省教科院自今年 1 月已召开 3 次

推进会，并派出“工作组”常驻四开片区各

学校，各帮扶所室和学校也将分批派出行

政人员和骨干教师蹲点督促，手把手地指

导和帮助四开老师的成长和发展；同时，

四开片区各学校也将派行政人员和骨干

教师到内地学校挂职和跟岗学习。

当日，省教科院语文教研员刘晓军、数

学教研员尤一进行了专题讲座，并对教师

教学中的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问

卷调查。省教科院相关帮扶所（室）就昭觉

县的教师队伍发展规划、教师队伍建设中

心建设设想、四开片区教育规划与昭觉县

教体科局领导、各科室代表、教研室主任、

一线校长、教师代表等进行了访谈。

校本教研是被实践证明了的

能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提升学校办学水平的

有效路径和长效机制。然而，在

不少学校开展的校本教研活动

中，教师的热情并不高，甚至还产

生了抵触的心理，以致不少时候

出现草草了事的窘况，收效甚

微。其中，教师之间缺乏共同话

语，没有深入的交流，缺乏有价值

的对话，就是其中原因之一。正

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在我看

来，好的校本教研要有共同话语。

那么，校本教研为何要有共

同话语呢？因为校本教研在本质

上是教师之间的对话交流，是聚

焦校本管理、校本课程、校本教

学、校本评价、校本培训等方面存

在的大家关注且急需共同解决的

真实问题；因为校本教研是教师

追寻集体归属感、荣誉感和自我

专业效能感的高级需求，是教师

探寻教育规律和问道教学的重要

途径，是教师找寻团队协作和发

挥组织战斗力的主要方式。

这就意味着，好的校本教研

追求的不是单兵作战，不是单打

独斗，不是单弦独奏，而是众人共

舞、群体合唱和琴瑟和鸣。俗话

说得好：“人逢知己千杯少。”校本

教研的活力关键在教师之间的

“情投意合”。也就是说，深层的

对话、深刻的体验和深度的研思

是校本教研充满吸引力、张力和

生命力的基础，同时是对教师的

专业发展和生命成长产生深远影

响的前提。毋庸置疑，这样的校

本教研是需要构建共同话语的。

在校本教研中，如何构建共

同话语？首先，在思想上，教师要

对校本教研的意义和开展的方式

达成共识；在价值上，教师要对校

本教研所聚焦的内容和主张达到

认同。这是校本教研构建共同话

语的根基。有了思想的共识，教

师才能在精神上做到契合，才能

在行动上做到合拍，才能在思考

上实现同频共振。有了价值的认

同，教师才能组建真正的团队，才

能产生共同的聚焦，才能生发“1+

1>2”的同心协力。

其次，在情感和格局上，于个

体，教师要心甘情愿地放下个人

主义的顾虑，至诚至真地分享自

己的实践经验和真知灼见；于群

体，教师要敢于且乐于打破年级、

年龄、学段、学科，乃至学校、学区

等的边界，组织开展融合创新的

校本教研，甚至形成校本教研共

同体或联合体，让更多的力量凝

聚起来，让更多的光亮集聚起来，

从而在共享中照亮自己，也照亮

他人。有了教师个体的无私分享

和教师群体的真诚共享，校本教

研就容易形成共同的话语，从而

迸发出最炫丽的色彩、最耀眼的

光芒、最智慧的思想。

再者，在方法和策略上，校本

教研共同话语要根植在主题教研

的“乡土”中，教师彼此才能形成

既亲切又亲近的“乡音”。而校本

教研主题的选择和确立，可以分

类，也可以分级，还可以分科。就

学科教研组或备课组来说，校本

教研的主题最好根据本学科或备

课组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需解决且

能解决好的问题来选择，如某某

学科教学育人的路径、不同课型

的教学策略等。如果是从学校角

度选择校本教研的主题，那么可

围绕学校文化或教育思想，或教

学主张进行提炼总主题和分主

题。倘若是校际间的校本教研，

则宜选择共性的主题，如新时代

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新课标下

“五育并举”的教学策略等。

总之，在好的校本教研中，教

师彼此之间、学科相互之间，乃至

师生之间，甚至学校之间，形成共

同的教研话语体系。做到这样的

校本教研，更容易既让教师个体

律动起来，又使教师群体互动起

来，还能促进校际之间联动起来。

培育优秀教学成果 探索教研方式变革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举行第三届学术年会

四川省教科院进一步加强“一对一”精准帮扶昭觉县四开片区——

落实精准帮扶 对标质量提升

把握在线培训的“十个关键”
■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汪桂琼 苟熙 鄢春苗

校本教研
要有共同话语

■ 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李文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