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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信息化的普及给我们
的课堂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从最初
信息技术辅助，逐渐发展为信息技
术与学科的深度融合，到如今信息
技术与学科创新应用，勤业中学的
师生一直在努力探索着。

勤业中学尝试利用小蚂蚁、尚
学趣、青果平台、宏程等技术支持，
开设了多节异地联合观摩课，涉及
语文、数学、地理等多个学科，并且
用直播形式，对家长开放班会课，
跨越时空限制，让学生、老师与家

长实时互动。今年 1 月，常州市勤
业中学、云南大理下关四中、云南
芒市民族中学三校异地同步实景
课堂，真正实现了地域与地域、内
景与外景互动交流的全新模式，开
启了互联网智慧环境下新教育的
实践。

传统课堂中，教师对学生知识
掌握情况往往是不准确的，这种反
馈的滞后性使得教学质量大打折
扣。而互联网智慧环境引入教学
后，有效地弥补了这一“短板”，教师

可以获得每位学生学习情况的及
时反馈，并可据此及时调整教学
方法、策略及进程，从而更好地实
施因材施教。课堂上，通过师生
之间、生生之间的相互碰撞，形成
群体的激励效应，将学生的思维
品质向深层推进，真正提高学习
的效果。

目前，学校面临的最关键任务就
是提升教师队伍信息化素养，为此，
学校将依托“勤进共同体”进行不同
阶段、不同学科、不同课型的“以互动
实景课堂推动信息化智慧云课堂的
实践与应用”的研究，鼓励教师进行
在线直播教学与本地课堂混合式教
学探索，同时加强外派学习的频率。
多措并举，以早日实现教育信息化领
域的“中国梦”。

常州市勤业中学 陈英

互联网智慧环境下新教育的实践

本报讯 3 月 14 日，顾锡宏名师
工作室“父母学堂”于文亨花园社区正
式揭牌成立。

“父母学堂”是顾锡宏名师工作室
拓展家庭教育服务内容，创新社区教
育服务形式，为社区搭建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优质平台的重要举措，对服务
社区居民学习、提升家庭教育水平、建
设幸福和谐家庭与文明社区都具有积
极的作用。工作室成立近三年来，共
开发了40多门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为
众单位、社区送教200多场次，受益居

民家长达 2 万多人次，深受家长的欢
迎与好评。

会上正式发布了“父母学堂”第一
期课程。首场讲座由工作室领衔人顾
锡宏主讲，主题为“学习科学理念 培
养优秀孩子”。讲座阐释了六大家庭
教育理念：父母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
的老师；对孩子的教育要抓住教育的
有效期；习惯的培养最重要；父母要高
质量陪伴孩子；孩子是家长的镜子；教
育要学会等待。现场近 50 位社区居
民聆听了本场讲座。

据悉，“父母学堂”成立后，顾锡宏
名师工作室将深入社区了解居民家庭
教育现状与需求，分析居民家庭教育存
在的问题，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并
通过专题讲课讲座、专家咨询、沙龙研
讨等活动，对社区家长进行家庭教育培
训。“父母学堂”的建立，缩短了工作室
与社区居民的距离，工作室将走进社
区、贴近居民，开发并推广更多适合社
区家长的家庭教育资源，全面提升家庭
教育水平。

（仲红俐）

拓展家庭教育服务内容

顾锡宏名师工作室“父母学堂”成立

此刻，身穿黄、红、蓝三色校服的学
生跨越了近 3000 公里的距离，透过一块
屏幕，正在无障碍对话，没有羞怯，只有
好奇。是的，你没看错，此刻常州市勤业
中学、云南芒市民族中学、大理下关第四
中学跨越空间界限，相遇同一课堂，三校
共享了一场舌尖上的饕餮盛宴。

我带领三地学生利用小蚂蚁移动平
台的多校联合教学系统和多点互动直播
技术，将各地学生代表负责讲解的真实
场景——常州银丝面、芒市手抓饭、大理
饵块实时传输到三个地区的课堂上，常
州的学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饵块的制作
全过程，以及颇具傣族风味的手抓饭。
同时云南大理和芒市的同学也直面江南
面食的细腻与雅致。教室的信息实时反
馈到外景现场，实现了“地域与地域+内
景与外景”全方位互动交流的课堂创新。

这样的实景课堂，可以综合采用文
字、图像、视频、互动媒体、远程连线等方
式构建极其丰富的资源，实现语文课堂
广度、深度的无限延伸，从根本上促进了
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提升。

这样的课堂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了，
教师不再是独享未知知识的代言人，学
生可以通过互联网，查找得知本节课所
需要的丰富的资料。所以作为教师，我
们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跳出一支粉
笔，一本教案的舒适区，牢记面向未来的
教育法则：速度、连接、涌现。通过连接
涌现未来教育，让学习真的变成有趣的
事，让教育真正变革。

常州市勤业中学 陶莹

摆脱0G课堂
实现真正变革

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
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
田⋯⋯”读起来很美，可是仔细一想
却发现了问题。当我们在想一个人
的时候，都是在心里想的，在脑海中
想的，而且此人多半是不在身边的，
怎么就会“想你时你在眼前”了呢？
这样的“想”太有魔力了。在课堂
上，老师经常会说，同学们想一想，
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
是什么样子呢？任凭孩子们怎么绞
尽脑汁，也只能是想想罢了，若是能

“想你时你在眼前”，那该有多好啊！
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教育，

“实景课堂”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实景课堂”就是当我们在传统的课
堂进行过程中，需要更好地认识和
理解一个人或一件事，而这个人或
事往往是与同学们隔了时空的，在学
科文本中也只有抽象的、概括的，甚
至是模糊的描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借助互联网技术，利用一个专业平台，
让这些人和事具体化，实实在在出现
在我们的眼前，同学们可以有“身临其
境”“身在其中”之感，根据自己的需求

一探究竟。“实景课堂”对课堂的广度
和深度，对知识的延伸，对“格物致知”
的治学精神，无疑是有很大的促进作
用的。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
我们无法一一践行，然“实景课堂”也
算是一种接近生活吧。

“实景课堂”的课堂模式尚属一
个新鲜事物，在界定和把控上还有许
多事情要做。它不是多媒体课堂，也
不等于“录像教学”课堂，需要老师们
在实践中适时运用和精准把控。勤
业中学的陶老师能率先垂范，大胆尝
试，上了一堂成功的“实景课”，得到
师生和家长的好评，也留给我们许多
思考。全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我们
要勇于实践和探索，利用好先进的现
代教育技术和手段，更好地服务于我
们的课堂教学，又不能完全依赖于技
术而忽略了传统。

市北实验初中 盛加强

想你时你在眼前

勤业中学始建于1962年，异地新建于2002年，是教育部南师大课程研究
中心实验学校，是全国百所“现代学校联盟行动计划”加盟学校，是江苏省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先进集体。

花香书香校园盈香，天道地道成长有道。勤中人坚信：“勤道”是学校的文
化之魂，课程是学生的成长之桥，科研是教师的成才之路，技术是学校品格提
升的助推之器。

2019 年，走在“新优质”发展之路上的勤业中学，启动了学校第五轮三年
主动发展规划。学校以“让每一个生命都精彩”为办学理念，秉承“自觉 勤勉”
的校训,以“勤道”文化建设工程、“勤进”德育提升工程、“勤道”课程提品工程、
团队引领强师工程、课堂变革实施工程、生命健康优化工程为主线，建设充满
人文气息、富有生命活力的校园，提升师生生命质量和教育幸福感。

近年来，学校先后获得常州市五一劳动奖状、常州市义务教育“新优质”学
校、常州市中小学德育特色学校、常州市教科研基地、首届“浙、沪、苏”长三角
地区教科研优秀团队、江苏省e学习项目学校、江苏省教育装备现代化建设实
验学校、首批常州市数字化实验学校等荣誉称号，国家级重点课题《在PDS教
育平台上，构建社区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实践研究》获全国现代教育技术优秀成
果奖，社会声誉日益彰显。

话题领袖学校：常州市勤业中学

本报讯 13 日，常州市融合教育
工作推进会在常州市中吴实验学校举
行。会议对我市当前融合教育工作进
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下阶段重点
工作进行了部署。

记者了解到，从 2014 年起，我市
开始实施第一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截至目前，全市有6所特殊教育学校，
在特教学校就读的残疾学生 539 人，
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 801
人，有特殊教育需求的视障、听障、智
障适龄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
均达到100%。

从2018年起，我市实施第二期特
殊教育提升计划。至2020年，我市融
合教育将全面实施，各学段在普通学
校接受融合教育的学生占该学段残疾
学生总数的比例明显提高，基本形成
以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教学校为骨
干，以远程教育和送教上门为补充的
特殊教育发展格局。

“有学上”“上好学”是特殊教育提
升的目标。5 年的融合教育探索，如
何让特殊儿童最大程度地融入普通教
育，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困难？记者
进行了了解。

随班就读如何提升
质量？

随班就读如何不成为随班混读、随
班就坐，对于随班就读学生实时的评估
和跟踪很重要。于13日揭牌的常州市
特教指导中心，就为特殊学生的评估和
跟踪提供了强大的智力保障。

据了解，常州市特殊教育指导中
心将依托由医师、心理咨询师、专业教
师组成的专家库，建立评估系统，对全
市特殊教育进行评估与指导，为特殊
学生的教育与康复提供服务。“目前，
我们正在开发一个网络平台，将有关
特殊学生的表现、康复情况等，通过专
业科学的评估标准，呈现出可量化的
评估跟踪表。”特教指导中心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此外，这一平台还将形
成我市特殊教育的大数据，不仅教师
可以使用，家长也可以通过平台了解
孩子的即时学习、发展情况、学习教育
与康复知识”。

特殊教育指导中心还有一个重要作
用，就是给出科学建议。由教育、医疗、心
理、康复、社会工作、家长和志愿者等方面
专家组成的特殊教育专家资源库，将对适
龄特殊儿童的身体状况、接受教育的能力
和适应学校生活的能力进行评估，提出教
育安置、转衔建议。“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专
家资源库，将成为家长与学校之间的桥
梁，给予他们最合适的建议。”

特殊儿童到底需要什
么样的教育？

融合教育中，特殊儿童到底需要什
么样的教育？我市的随班就读试点校的
教师们在不断探索。

溧阳市新区实验幼儿园的一名普通
幼师邬婷婷，热心特教事业。起初，针对
她的学生小 Z——一名患有感统觉失调
和情绪行为障碍的特殊学生，她设计了
一节绘本阅读，希望他能从冒险故事中
激励自己，认识到通过努力定会成功。

“但团队研讨中，我发现，一节成人视角
下颇为励志的绘本教学并不适合特殊儿
童小 Z。”如何针对性教学，邬婷婷回到
教学原点，研究起小 Z。“小 Z 的特殊经

常表现为喜欢自己一个人游戏，不愿分
享，却又幻想有朋友；经常乱发脾气，乱
扔东西。”所以，《合作与分享：我们一起
做饼干》教学方案为小 Z 量身定制。通
过做饼干、分享饼干，小Z的触觉得到锻
炼，同时感受到与人分享的快乐，自信地
融入集体生活。

这样的一人一案，在随班就读试点
校中十分常见。丽华三小的小 W 面对
任何事，总是认为自己干不了，说话、做
事总是畏缩、犹豫、裹足不前。光华学校
教师周铭总是微笑着倾听孩子的心声。
发现孩子喜欢画画，就鼓励孩子发挥自
己的优势、特长，鼓励孩子拿自己的作品
参加画展。最终，小 W 在画展中，露出
自信的微笑。“每个特殊孩子都应该被呵

护。”邬婷婷表示，给予他们更多的耐心
和细心，他们会“慢慢成长，各个精彩。”

记者了解到，在我市刚刚出台的随
班就读工作指导意见中，加强个别化教
育被明确提出。各试点校要根据随班就
读学生的特殊需求，制订明确的发展目
标和具体学习目标。要注重培养特殊儿
童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重视缺陷补偿
和潜能开发。

随 班 就 读 和 特 殊 教
育，到底选择哪个？

众多的特殊儿童案例表明，家长的
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特殊儿童是否
更快康复，健康成长。

学生小Y是我市某高中毕业生。他患
有先天视力残疾，看东西模糊，但因为没有
太大的学习障碍，加上他学习刻苦，最终，
通过随班就读，仍然考取了心仪的大学。

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随班就
读。“有些家长因为面子，不愿意孩子被

‘贴标签’，而选择去普通学校读书。”特
殊教育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最终因为学
业实在跟不上节奏，只能选择在初中阶
段回到特殊学校学习。“这类学生之后在
特殊学校学习也很吃力。相反，一些在
低年级就回到特殊学校的学生，学习后
劲则较足，甚至能赶超班级里的其他学
生，今后的发展也很不错。”该业内人士
建议，家长要为孩子选择适合的教育，

“同时也要更新自己的观念。”他表示，我
们应该向国外的一些特殊儿童家长学
习，从不避讳自己孩子的特殊，也乐于接
受来自政府给出的建议和支持。“当然，
家长观念转变，也需要整个社会的大环
境改变，只有我们对于这些特殊儿童不
再另眼相待，家长们才能坦然地面对自
己孩子的特殊。” （尤佳）

让特殊学生“有学上”“上好学”

教育纵横教育纵横

QQ群：182431374

以前，书本是学生的世界；现在，世界是学生的书本。信息化时代，“互联
网+”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当“互联网+”遇上教育，我们的课堂就会发生天
翻地覆的变化。“实景课堂”让远在天边的景物、人物近在咫尺，把抽象化为具体，
实现课堂广度、深度的无限延伸，从根本上促进了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常州市
勤业中学陶莹老师于今年年初执教了一节三地（常州、大理、芒市）实景课——舌
尖上的美食，引起了师生、家长普遍的关注。对此，你有何看法？

围绕四季节气开展系列活动，弘扬传统文化。常州市五星实验小学始终坚持以创
新方式倾心打造“校园四季”活动，构建“自然”“社会”与“学生成长”内在相融通的学校

综合活动，逐步形成了日渐鲜明的德育品牌。在“校园四季”活动的整体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学校打通学科和时空
的界限，在综合活动中提升育人价值。对此，你怎么看？话题来稿截止时间：3月26日，字数在600字左右。

话题领袖学校：常州市五星实验小学

下期话题

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本届展
会将是一场让您与世界相连的盛
宴，世界从此与您更接近。

本次展会国际学校阵容强大，
来自上海的上海莱克顿国际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立泰学院、上海艾
伯纳国际学校、上海常青藤国际学
校、上海燎原双语学校、上海光华学
院剑桥国际中心、上海华二紫竹莱
蒙尼亚学院、上海华东康桥国际学
校、上海斯代文森新虹桥 NHA、上
海市新虹桥北美国际部、华东康桥
国际学校、苏州国际外语学校、苏州
领科海外教育学校、常州大学国际教
育交流学院、常州武进威雅国际学校
及南京、南通等地的数十所国际学校；
和金吉列出国留学、中西景程留学、朗
阁外语教育、新航道国际教育等专业
的留学与语言培训机构将悉数登台亮
相，为您和您的孩子全面了解国际教
育信息提供一站式咨询服务。

展会将利用常州报业传媒集团
旗下各媒体《常州日报》《常州晚报》

“微信公众号矩阵”“APP”等集中展

示海外教育和投资资讯，大力推广诚
信海外服务机构和国际教育院校的优
质品牌项目。为参展单位搭建高品质
服务平台，让有留学需求者掌握前沿
的国际教育信息，让有海外置业需求
者获悉全面的海外投资信息。 详情
垂询：88066263 VIP 观众报名直通
车 持续关注参展详细信息请加入

“VIP 观众报名直通车”，报名观众将
获得VIP专属全套宝贵资料和精美伴
手礼。 欢迎加入“常州报业留学移民
交流群”，因群内人数已超过 100 位，
读者可先加小编微信，再由小编拉您
进群。

高剑英

2019常报留学海外投资&国际学校春季展

4月7日正式启幕

留学展
观众报名二维码

留学群微信码教师对学生进行唇舌操练习

本报讯 记者从 3 月 12 日举
行的江苏省职业教育学会 2019 年
年会获悉，江苏省职业学校教学管
理 30 强和学生管理 30 强名单出
炉。我市 5 所职业学校入围省职业
学校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30强。

其中，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江苏省溧阳中等专业学校、
江苏省武进中等专业学校入围教学
管理30强，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入围学生管理 30 强。常州刘国
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双强”名单
均以省排名第一入围。常州刘国
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常州卫生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还将被江苏省教育
厅分别推荐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教学
管理 50 强和学生管理 50 强评选，占
比全省1/5席位。

据悉，由省教育厅委托江苏省职
业技术教育学会开展的全省职业学校

“教学管理 30 强”“学生管理 30 强”遴
选评比活动，旨在全面带动我省职业
学校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水平持续提
升。我市职业教育长期聚焦内涵品质
提升，坚持育人为本、教学为魂，不断
加强教学、学生和后勤三项管理规范
建设，提升职业学校教学和学生管理
水平，职业教育的美誉度和社会影响
力逐年提高。

（尤佳 教宣）

我市5所职业学校

入围省职校教学和学生管理30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