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王芳 版式 洪斌 校对 曹奕 2022年4月15日 星期五 第一升学 校园·本版电话：88066267 15

■尤佳 石钰峰 图文报道

本报讯 4 月 14 日，全省中小
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2.0
专项培训第三批次第二期培训在
金坛区展开。该区共有5000余名
教师参加。

据悉，2020 年起，我省实施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 2.0 项目，在三年内以整校
推进的形式完成全省近 80 万中
小学教师的全员培训任务。截至
目前，我市各区域学校分批次有
序参训，并取得丰硕的培训成果。

两年已培训64%专任教师

我市共有 700 余所学校近 5
万名专任教师，涵盖幼儿园、中小
学和中职校。2020、2021 年我市
分别进行了第一批次和第二批次
的培训，分别有 118 所、384 所学
校的 9517 名、21449 名专任教师
参加了培训，两年共培训教师人
数占总数的64%。

2022 年 3 月，第三批次培训
启动，共 265 所学校的 1.7 万余名
教师参训。培训分为 2 期，每期
为期一年。教师在完成 1 个月的
在线学习后，将全程进行线下研
修，包括完成教师个人能力点作
业和相应的教研活动等。第三批
次所有培训预计2023年3月份完
成。

据了解，培训内容包括学情
分析、教学设计、学法指导、教学
评价 4 个维度和多媒体环境、混
合环境和智慧环境 3 个学习环境
下的 30 个能力点，教师可进行选
择性学习。“技术是手段，不是目
的。通过培训，教师的理念得到
了很大的提升，学会在理论指导
下如何应用技术。”教师发展学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两案例入选国家项目

日前，常州市中吴实验学校
整校推进的组织实施类案例和常
州市明德实验中学的信息化教学
创新类案例入选中小学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国家
项目办宣传项目。两项目是我市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 2.0 专项培训实施的成果，
两校教师在信息技术上不断探索
创新，整体推进。

利 用 信 息 化 平 台 ，让 远 隔
3000 千米的学生在同一个课堂
中相遇，通过说故事、诵诗词致敬
伟大的航天人和科学家们。这是
明德实验中学的信息化教学创新
案例。通过智慧教学平台，来自
常州、上海、成都、云南怒江四地
的初、高中学生展开跨学科沉浸
式学习，为跨校智享互联打开更
为广阔的视野。

常州市中吴实验学校的整校
推进项目开设了翻转课堂，将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融为一体。课
外，听障学生通过教学视频、评价
系统自主完成知识的构建；课内，
教师则根据评价系统反馈设计探
究活动、引导学生完成“知识的内

化”，有效促进了特殊学生的深度
学习和高级思维培养。

信息技术应用让学习更有效率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提升工程实施两年来，全市教
师的信息素养得到了全面提升。
特别是居家线上学习以来，由于
教师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让学
生线上学习更有效率。

徐峥是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的历史老师，也是首批参与项目
培训的教师之一。他表示，培训
中所学到的内容在这次居家线上
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自己
和学生都很受益。利用问卷星、
腾讯视频等软件，他对学生的学
情进行了分析，更有针对性地调
整自己的教学方案。“依托信息技
术，教师的教学资源更丰富，学生
的 学 习 也 更 具 个 性 化 ，一 举 两
得。”

参加培训的教师纷纷表示，
原来信息技术只是被动的应用，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通过专项
培训，尤其在理论指导下如何用、
运用后效果有了明显不同，大家
都喜欢上了运用技术，“是一次彻
底的接受和转变”。

两年已培训64%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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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翠娥 朱虹 图文报道

本报讯“能成为一年级
第一位少年队员，我感到十
分光荣。”12 日，在河海实验
学校小学部的复学第一课中
出现特别一幕：学校大队部
为一（6）班陈常铭同学举行
了一个人的入队仪式。这是
对他居家学习生活表现的莫
大肯定和激励。

线下停课期间，陈常铭
的妈妈一直在岗，还经常去

“疫”线做志愿者，白天基本
是他一个人在家。一（6）班
的两位班主任每天送去云端
问候，线上了解小常铭的居
家学习、生活。班主任孙怡
表示，孩子的独立和自律让
大家刮目相看，“他每天 7 点
半起床，按照学校的节奏将
居家学习、生活安排得井井
有条，学习、体育锻炼、练琴
一个不落，劳动技能也不在
话下。”经过一个月的居家锻

炼，乖巧、乐观的小男生俨然
成了一个小大人，“虽然我也
遇到过一些困难，但一想到
妈妈在抗疫一线的辛苦，我
就鼓励自己要像妈妈一样坚
强。”

据介绍，疫情前，学校已
带着一年级学生了解、学习
了队知识，还发放了入队手
册，让孩子按入队标准进行
自我要求。“老师、同学都为
陈常铭的居家‘抗疫’突出表
现点赞，经大队部慎重研究，
综合他的一贯表现，决定同
意他提出的入队申请。”大队
辅导员秦悦表示，让陈常铭
提前入队，既是对他的肯定
和鼓励，也是为其他小朋友
树立榜样。

于是，复课首日，陈常铭
就收到了特殊的“复学礼”：
学校为他举行了一个人的入
队仪式，行队礼，唱队歌，戴
上鲜艳的红领巾。“以后，我
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
步，为队旗争光！”陈常铭说。

常州市河海实验学校小学部

一个人的入队仪式

■毛翠娥 吕震波 图文报道

本报讯“战吗？战啊！
以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
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常州市觅渡教
育集团广化校区复学首日，孩
子们高燃合唱《孤勇者》。当
天，学校开展了“做自己的英
雄”的主题晨会，同学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用一首歌、一封
信、一片情，创设了一种昂扬
向上的气氛，展现了觅渡学子
积极阳光的精神气质。

学生从居家学习生活回
归到学校生活，在生理、心理
方面都需要一个缓冲。在疫
情期间，广化校区陆续开展
的云上班会，为学生重回校
园做了一定铺垫。校方表
示，复学日主题晨会的开设，
告诉孩子们重返校园的背
后，是无数人的付出和努力，
希望大家倍加珍惜来之不易
的重聚。在感怀无名英雄的
同时，作为一名少先队员，自
己也应像英雄一样无畏，秉
承“勤谨”的良好学风，努力
学习，团结友爱，积极阳光。

常州市觅渡教育集团广化校区

童声高燃合唱《孤勇者》

■毛翠娥 郭玉琴 顾翔
周沁怡 图文报道

本报讯“在这场战‘疫’中，
您日夜奔波在公路网上，为全国

各地运输医疗和生活物资。紫
云小学全体师生、家长向您表示
诚挚谢意⋯⋯”复学后，常州市
紫云小学用一封家书、一幅作品
和一份叮咛等最朴实的方式，表
达对身为货车司机的家长们的
感谢和赞美，向逆行的“公路英
雄”致敬。

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摸排，该校共有 54 名“货车司机”
家长在疫情期间日夜疾驰，帮助
城市重燃烟火，部分家长晚上就
在 车 上 将 就 休 息 ，已 多 日 没 回
家。“他们经受奔波之累、饱受思
家之苦，我们感动之余希望用自
己的方式向他们致敬。”

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信中
既表达了对“货车司机”家长们的
敬意，也对他们提出了防疫温馨
提示，希望他们做好自身防护的

同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
一幅作品，祝福满满。学生

创作了多幅“货车”主题画作，每
一幅都还原了货车司机奋战运输

“疫”线的动人场景。手执方向盘
坚定的眼神、扛运物资逆行的背
影、疲惫时在驾驶室里休息的瞬
间，孩子们用纯真的画风、满满的
诚意，向坚守的货车司机致敬。

一句叮咛，平安运行。孩子
们给多日未见的“货车司机爸爸”
送上了关心和祝福：“爸爸，您在
外要好好照顾自己哦。”“爸爸，谢
谢您为了我们家，也为了大家，奋
斗在运输线上。”

校方表示，感谢“货车司机”
家长们的挺身而出，同时也请他
们放心，学校一定会照顾好他们
的孩子，希望他们带着温暖继续

“战斗”。

常州市紫云小学

致敬逆行“公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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