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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举 行 线 上 升 旗 仪 式 ，老 师 化 身
“网红主播”，相关平台推出一系列免费课
程……自教育部发出“停课不停学”的号召
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开启网络课堂新
模式。在线教育迅速引起网友广泛关注，“点
赞”和“吐槽”也随之而来。

在防控疫情的非常时期，在线教育弥补
了传统教育的缺位，用科技打通现实阻隔，
满足了学生上课需求，还能实现优质资源共
享。利用好这一教育方式，对孩子们的成长
大有裨益。然而，在落实和执行过程中，也出
现了亟须解决的新问题：有的平台技术不够
完善，界面卡顿现象不时出现；有的教师在
线教育能力不足，直播时频频意外“翻车”；
还有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网络，“云上课”遇
到困难……凡此种种，对相关部门和教育工
作者都是新的考验。

近年来，在线教育的发展虽可谓蒸蒸

日上，但在全国范围内如此大规模应用还
是前所未有。据调查，防疫期间教育学习
类 APP每日活跃用户数从平时的 8700万上
升至 1.27 亿，升幅高达 46%，其中基础教
育的每日活跃用户数增加了 2300多万。我
国有1.8亿中小学生，防疫期间都需要通过
网络复课，在线教育的受众呈井喷式增
长。而且，对有些学校和老师而言，网络
直播授课还是新鲜事，需要“摸着石头过
河”。面对在线教育这场大考，无论是学
校、平台，还是教师、家长，都需要一定
时间来适应和磨合。在这个过程中，必须

多方齐上阵，才能充分发挥在线教育的优
势，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做好顶层设计和科
学部署。一方面，政府要保障在线教育的
全覆盖，加强对教育平台的监管。比如教
育部不久前推出的空中课堂和国家中小学
网络云平台，满足了偏远地区学生的学习
需要。另一方面，教育部门要完善课程设
计 ， 科 学 设 置 教 学 时 长 ， 组 织 教 师 培
训。通过优化教育供给，提升在线教育
的质量。

在线教育平台应当开展技术攻关。使

用流畅才能保证一师同时服务多生，功能
齐全才能更方便课堂教学的开展，采集全
面才能记录学生的学习情况，实现精准教
育。因此，平台必须承担好支持和服务作
用，通过扩容服务器、优化系统配置、扩
充网络资源等，切实完善各项功能。

教师和家长应真正发挥指导和监督作
用。对教师来说，要尽快完成角色转换，
提高在线教学能力。线上教育虽然“鞭长
莫及”，但对学生的指导不能松懈。更重要
的是，应当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对家长来说，应

当言传身教、加强监督，为孩子营造良好
的在线学习环境，引导孩子自主获取在线
学习的优秀资源。同时也要注意“过犹不
及”，切莫把在线教育当做“揠苗助长”的
机会，过分给孩子施加压力。

开学可以延期，但孩子的成长不能推
迟；课程可以暂停，但教育不能搁浅。
在线教育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
场务实的行动。困难不可避免，但相信
有社会各界的坚守和尽责，有广大教师
的智慧和担当，有亿万家庭的理解和支
持，在线教育必能提质升级，服务好广
大学子。

在线教育提质升级需多方合力
乔 彩

停课不停学，在线课程怎么上？

“本来以为线上听课会很无聊，但上过课之后是另一
番感觉！”

打开电脑、启动软件、截屏签到……2月 23日一早，
河北省燕山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尚琳琳在天津
的家中开始了网络复课第一天。

“大家都得上线听课啊！小杨还没上线，谁能联系
到他，赶快喊一下……”从电脑另一端传来了老师的
讲话声。尚琳琳介绍，考虑到不同课程内容的特点，
除英语课是录播课外，其他专业课都采用“现场直
播”的形式。

令人好奇的是，课程究竟如何从学校教室挪到“直
播间”？

“我们上直播课主要用QQ聊天软件，有连麦、分享
屏幕、共同视频等功能，很方便！”尚琳琳说。

打开课程直播界面，记者看到，教学课件占据大半
个屏幕，同学们的头像框紧贴在屏幕边缘，耳机里响起
老师授课的声音。遇到大家不懂的名词，老师随时找出
相关链接发到群里；同学回答问题，其他人会通过发弹
幕的形式共同探讨。有时，老师还会幽默地提醒准备发
言的同学：“来，打开视频，露个脸儿！”

直播课新鲜生动，录播课则“暗藏玄机”。
“在‘超星学习通’软件上，每节录播课就像一篇

微信推文，需要点击进去，然后按部就班地完成各项
学习任务。”尚琳琳告诉记者，为保证同学们更好地掌
握知识，除观看课程视频外，每节课还设置了很多问
答题，既有单项、多项选择题，也有不少开放性的拓
展题。

如果学生观看录播课“走马观花”、敷衍了事怎么
办？“每完成一个课时，旁边的小圆圈会由橘色变成绿
色。”尚琳琳指着录播课的软件界面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软件中还有一个名为“反刍比”的指
标。如果加速观看课程，反刍比无法达到100%；正常速
度播放、反复观看，反刍比就能达到甚至超过100%。尚
琳琳说：“这是一个外在约束，让大家按时、不加速地把
视频看完。”

教室在“云端”，同学们课上积极性怎么样？
“如果你即将成为一名汉语教师志愿者，你应该

肩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在讨论课的微信群里，老师
抛 出 了 本 节 课 要 讨 论 的 问 题 。 群 内 立 马 热 议 起 来 ：

“我们要苦练基本功，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要讲究方
式方法”“可以尝试在教学课件里插入短视频，增加课
堂趣味性”……

“有一种竞赛答题的感觉，大家都希望自己说得多、
说得好，能够被老师注意到。”尚琳琳谈起线上师生互动
的体会，“大家反而变得更踊跃了！”

“在我主讲的线上课程中，学生们参与互动的意愿比
平时强烈很多。”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蔡海龙近
期也在线上为同学们授课。他认为，高等教育更强调学
生自我学习、深入阅读的能力。因此，相较于中小学而
言，高校学生对在线教育接受度更高。

蔡海龙指出，在线教育具有便捷性和灵活性的特
点。一方面，“在线教育不受时空限制，可随时随地
学”；另一方面，“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也具有很强的灵
活性”。

老师变“主播”，能否适应新角色？

建立师生群，了解同学基本情况；召开网络家长
会，告知线上复课相关事宜；参加视频会议，讨论如何
把线上复课的方案做细做实……

为保证所有同学“一个都不能少”地按时复课，在
河北石家庄某中学担任初一班主任的林老师一大早就开
始忙碌起来。

对于林老师和同事们来说，选用哪种软件授课成了
前期准备的重中之重。

“能够共享屏幕，方便教师授课；每个班级四五
十人，软件必须全部容纳；中学生自制力不足，需
要时刻监督；教学不能‘满堂灌’，软件要有互动功

能……”林老师掰着手指，细数起选择授课软件的条
条标准。

经过反复尝试和讨论，学校最终敲定了方案：通过
一款名为“瞩目”的视频会议软件上直播课，QQ、微信
等软件作为教学辅助工具。

对于大部分老师而言，线上授课还是第一次，需要
从头学起。“每位老师都会在软件上反复模拟上课情
形。”林老师说，“但正式上课时，突然面对一个班的学
生，还是有些手忙脚乱。”

软件问题刚解决，新的难题又摆在林老师面前。“自
己对着电脑一直讲，却得不到同学们面对面的实时反
馈，这样下去可不行！”但如何改进教学方式才能让同学
们动起来呢？

利用线上优势，林老师琢磨了不少办法。比如，通
过成语接龙、诗词大会等寓教于乐的游戏，让同学们都
参与进来；利用抽号器随机提问，让同学们注意力更集

中；组织读书分享，让学生成为课堂主角……
有的老师利用互联网特点，创设了不少互动“新

玩法”。比如，在 QQ 软件“群课堂”功能中，4 名群
成员可同时发言。有老师利用这一特点，新增竞答环
节：老师提出问题，选择 3 名同学来抢答，课堂变得异
彩纷呈。

中学生自制力相对较弱，保证课堂纪律离不开外界监
督。“课堂除了授课教师外，还配有一名值班教师。”林老师
介绍，“值班教师通过电脑窗口观察每一位同学的上课状
态，监督是否有人不认真听课，同时做好记录。”

为保障线上学习效果，授课内容要随之调整。面对
这种新的教育形式，老师们会重新编排教材内容。比
如，像长篇阅读、现代文理解等内容，大多主张留在学
校课堂上讲，直播课主要讲一些相对基础、易于接受的
内容。

林老师在直播课堂适应新角色的同时，在天津某中

学教授 《道德与法制》 课程的郑老师正探索录播课的
“门道”。

“为保护学生视力，每节录播课只有20分钟，内容一
定得是精华！”郑老师表示，不仅要精准提炼知识点，素
材选取、内容拓展都要把握好火候。这给郑老师带来不
小挑战。“平时准备一节课大概需要 1 至 2 天，线上课程
却要花5天左右。”

课程干货满满，但如何保证同学们按时收听？老师
们为此采取了不少办法：课前要求每位同学在群内报
到，如果发现有没上线的，就及时联系家长；课后在群
内随机提问，检查知识掌握情况。同时，单独组建答疑
群，随时为同学答疑解惑。

录播课未来可以作为中小学教学的有益补充。对于
中小学生而言，由于接受知识能力有限，无法消化一节
课的全部内容。“录播课知识浓度高，可以反复观看、不
断强化，有利于学生吸收并掌握知识。”郑老师说。

教育+网络，面临挑战有哪些？

满足学习需求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在线教育却在实
践中“走形”“变样”，引发不少担忧。

——一边打卡网课，一边玩起手游。
防疫期间，线上复课在各地陆续启动，青少年可以

“名正言顺”地与电子“三件套”（手机、电脑和平板）
接触。不少学生经受不住“诱惑”，手一滑就切换到游戏
界面。比如，有的鼓捣出分屏模式，表面在看网课，注
意力却早已被网络剧吸引；有的匆匆忙忙提交课堂作
业，剩下时间偷摸玩起了手机游戏……

——既要帮忙打卡，又要全程监督，不少家长叫苦
不迭。

上课要打卡、朗诵要录视频、提交作业要拍照、
群内消息要及时回复……陕西西安的一位家长周女士
告诉记者，每门课都有不同的软件要下载，同一门课
还有不同的交作业方式。“家长要全程监督，一整天都
得陪着！”

——有的抱怨课程太简单，有的认为内容太难懂，
统一化网课如何适应个体学习节奏成难题。

北京某中学的徐同学曾在国家级数学竞赛上拿过一
等奖，“背景音”里老师讲的例题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

“不开新课，内容简单，听着没意思。”徐同学说。同班
的彭同学却拿着讲义“云里雾里”，一个步骤没听懂，后
面全都不明白，课后还要找数学课代表徐同学请教。

——老师卖力上课，学生“作屏上观”，教学质量亟
待保障。

“在线下，通过学生的眼神、表情，就能看出他有没
有听懂、感不感兴趣。”郑老师说，“但在线上很难确定
学生是否真正理解这个知识点。”在北京某中学任教的王
老师也指出：“有的学生交作业应付了事，甚至直接上传
和其他同学一样的作业照片。”

小林老师对此有同样感受。“线上不可能关注到每一
名学生的学习状态，难免会有人不听。”从目前的授课经
验看，线上课堂的知识容量还是比实体课堂少，而且

“一直盯着电脑看，学生也会疲倦”。
——网络不畅、缺乏设备，“寒门学子”难享在线教

育红利。
有的地方 AI 技术、智慧课堂齐上阵，有的同学却还

要翻山越岭找信号、蹲在室外蹭网络。为此，不少部门
纷纷行动起来。比如，工信部鼓励电信企业向贫困家庭
学生推出特惠流量包；中国教育电视台第四频道通过
直播卫星向全国用户传授课程学习资源，覆盖至偏远
贫困地区。

蔡海龙认为，地方和学校应为“寒门学子”准备特
别预案，通过邮寄等方式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学习资料和
设备。同时，平台也应自觉承担社会责任，通过提供更
优质产品和服务，赢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在线教育的未来已来。”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处
长卢春龙表示，随着人工智能、5G 时代的到来，在线
教育正逐渐普及并深刻影响着传统教学方式。他指
出，在线教育的兴起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相关工作者
需及时转变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利用技术手段重塑
教学过程、完善教学环节，实现信息化手段与教育教
学的深度融合。

各地师生“云开学”，在线教育迎大考——

上好在线开学“第一课”
本报记者 姜忠奇 王晶玥

打开电脑，宅在家一样上课学习；利用系统功能，不同空间也能
一起抢答问题；作业拍照上传，老师在线上批阅反馈……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各地响应教育部号召，纷纷延期开学，进行线上复课。

教学阵地从线下转移线上，既是非常时期的应急之举，也
是在线教育的一次“大练兵”。在此过程中，在线教育展现了

“互联网+教育”的种种优势，但同时也暴露了不少短板。习惯
于传统课堂的师生以及家长，在经历短暂适应期后，对在线教
育有疑虑，有认同，更有深思。

当下，各方如何上好在线开学“第一课”？未来，在线教育
又该如何补齐短板，发挥更大作用？

新华社发

3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第十六中学高三学生孙靓瑶在家中观看线上教学视频。
新华社记者 彭 源摄

3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第十六中学高三学生孙靓瑶在家中观看线上教学视频。
新华社记者 彭 源摄

3月7日，在山东省曲阜市第一中学，高三语文老师为学生录制试题难点解析课程。 杨国庆摄 （人民视觉）

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