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上开始上课了，请同学们相互通
知一下。”4 月 3 日上午 9 点，益阳市第一
中学高三 1702 班班主任夏新华早早守
候在电脑前， 在自己的专属直播间里耐
心等待学生们上线。 当天距离夏新华第
一次直播已经过去了 2 个月， 讲完第 42
讲分子动理论，1702 班高三物理第二轮
复习也正式结束。

落实疫情防控期间 “停课不停学”，
保障学生居家隔离成长“不掉线”，益阳
市第一中学于 2 月 2 日早早开始了线上
教学工作。 该校校长夏洁向记者介绍，学
校的线上教学以录播课与直播课为主，
课程视频通过益教云、华为云、益阳有线
电视和中国电信益阳分公司的 IPTV 共
4 个平台播出，满足不同学生参与线上学
习的要求。

42 个专题，坚持做十八线“主播”
考虑到物理学科知识点灵活难懂，

也为了及时和学生互动交流， 夏新华再

三思考后决定采取直播的形式进
行线上教学。

用什么直播？如何直播？需要
哪些设备？ 广阔的互联网世界让
不甚了解信息技术的夏新华卡在
了做主播的第一步。 所幸上大三
的女儿学的计算机专业， 选取平

台、创建直播间、准备高清摄像头……有
条不紊的准备让夏新华充满信心。

“欢迎来到主播‘偷哥物理时间’的直
播间。 ”2月 3 日上午 8点 30分，在女儿
的指导下，夏新华的第一节物理直播课顺
利开课。 将直播链接分享到班级群里后，
1702 班的学生们迅速赶来“捧场”，夏新
华用益阳话亲切问候阔别许久的学生们。

据了解， 夏新华的直播课对益阳市
其他学校的高三学生开放。“首先备课就
要更加严谨， 直播对一些只看回放的学
生无法及时答疑， 因此知识点讲解不能
有任何瑕疵。 ”问到线上教学的难点，夏
新华最先考虑的还是学生。

“停课不停学”期间，夏新华一共上
了 42 个专题的物理直播课， 前 22 个专
题平均时长 90 分钟， 后 20 个专题平均
时长 60分钟。 他的“偷哥物理时间”直播
间积累了 606 名粉丝， 直播课视频累计
播放量 1.3 万。“挺开心”是夏新华 2个月

“主播”生涯最深刻的感受。

每天 2 小时普通话，与学生共同进步
“老师，你讲的益阳式普通话我们听

不懂。”2个月的直播历程，夏新华印象最
深的是开播前期被学生“吐槽”普通话不
标准。

“我平时在班上上课一直说的益阳
话，自己的学生早已习惯。 ”让夏新华倍
感压力的是， 直播课程面对的还有其他
班级甚至是其他学校的高三应考生，这
类学生并不熟悉自己的上课风格。 练好
普通话， 成为夏新华教学生涯中的又一
大考验。

“孩子们不要急， 我和你们一起适
应， 等网课结束后再对比你们学到的知
识有没有增加， 我的普通话水平有没有
提升，我们共同进步，迎接高考。 ”一边宽
慰学生， 夏新华也下定决心纠正自己纯
正的益阳口音。

在家人的帮助下， 他在手机上下载
了 60 篇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练习文章，每
天直播结束备完课后， 他坚持阅读一两
篇，至少练习 2个小时。

“我觉得效果还蛮明显，现在日常生
活中都能用标准普通话进行交流。 ”经过
2个月的线上直播教学，夏新华表示自己
也收获满满。
1100 余节网课，22 次点击上传一个视频

落实“空中课堂”的搭建，保障学生

成长“不掉线”，除了像夏新华这样的直
接开展教学工作的直播或录课老师，在
益阳市第一中学， 各年级还分别设有一
位信息技术老师负责上传课程视频，提
供信息技术支持。

马风华负责将高三年级所有网课提
前一天上传到线上教学的 4 个平台，“起
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 查看有没有
老师已经备好课将网课视频发送过来。 ”
全天候守在电脑前， 是马风华假期的工
作常态。

“这么晚了怎么电脑还开着？ ”丈夫
假期还如此忙碌，最初，马风华的妻子十
分不理解。“虽然每天只有 10 门课程需
要上传，但有老师晚上 10 点才会将网课
视频发过来，深夜 12 点还在敲打键盘也
是常事。 ”马风华说，家人渐渐了解情况
之后，也不再抱怨。

“完整上传一个视频，从新建到保
存再到命名， 至少需要点击鼠标 22
次。 ”马风华透露，截至 4 月 6 日晚，学
校高一至高三 3 个年级上传的网课达
1100 多节。

除了上传网课的工作， 远程指导老
师操作录播软件、 临时剪辑网课素材等
也是马风华的任务。 为实现“空中课堂”
确保学生成长“不掉线”，益阳市第一中
学全体老师坚守岗位，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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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与灵感的碰撞
新冠肺炎疫情下， 不少学生和家长

都待在家里，很少出门。 为了增加亲子间
的互动，引导学生增加对植物结构、植物
一生的了解，小学部科信组老师面向 1—
4 年级的学生布置了一项特别的实践作
业：种下喜欢的种子（常见的有绿豆和大
蒜），细心呵护并记录其生长过程。

X1806 班学生欧阳楚钰发挥所长，
用画笔勾勒出大蒜每天的模样， 图文并
茂地呈现大蒜的生长进程；X1803 班学
生刘千石分别将大蒜进行水培、土培，每
天用尺子精确衡量它们的苗高， 比对不
同生长环境下的种子生长状况。

“发散思维，碰撞灵感，这是孩子们
最震撼我的地方。 不过，这还只是他们创
意的冰山一角。 ”小学部科信教研组组长
苑倩告诉记者，2 个多月的时间内， 小学
部 7 个学科组共布置了一百次左右的主
题实践作业。 最具轰动效应的，当属美术
组 3 月 9 日发起的“模仿名画”活动，孩
子们着实“疯”了一把。

9岁的陈咏礼脑洞大开，他穿上了妈
妈的婚纱，头上缠着一条白色的丝带，踩

在椅子上让裙摆自然垂下。 他侧着脸，用
双手托举着花瓶，模仿法国画家雅姆·蒂
索的《丁香花束》。

美术教研组组长尹雅芳表示， 孩子
们的精彩比拼引来了多家媒体争相报
道，作品上传至网络后，第一天点击量便
达到 5400万。

创意与现实的博弈
“有惊喜，也有波折。 ”小学部数学教

研组组长邓军感慨道。
3 月初，邓军受到“全景育人”的理念

启发， 兴奋地提出了“让学生数一万粒
米，完善对‘万’的认识”的建议，经教研
组反复讨论过后，3月 14日，数学组老师
面向二年级学生发起了为期 10 天的“万
粒长征”（数一万）实践活动。

满怀期待的邓军却遭遇了家长的不
理解： 孩子在二年级上册只学了 100 以
内的数字，突然要求数 1 万，本身就有难
度。 再者， 大人都不能静心数完 1 万粒
米，更何况是好动的孩子。 最初两天，孩
子们的参与率不到 50%。 有家长在朋友
圈“吐槽”：“没被疫情折磨，要被数米粒
折磨了……”

邓军心里委屈，也很着急。 她静下心
来，与家长多次进行沟通，重申活动的目
的在于让孩子在实践中感知“10个一百
是一千，10个一千是一万”， 修正孩子对

“万”的感觉。
两三天后， 参与活动的人数逐步增

多， 家长反馈也越来越积极：“孩子知道
了 10000 里面有 1000 个 10，1000 粒玉
米大约 400 克左右， 也明白了 1 万粒玉
米粒和 1 万粒米的体积不一样。 ”“没想
到，孩子竟然学会了利用尺子、牙签等多
种工具来数。 ”“我女儿每天吃完晚饭第
一件事就是要数米，这个活动中，她懂得
了坚持和努力。 ”

在家长的配合指导下， 学生最终的
参与率达到了 90%以上， 一半以上的学
生完成了挑战。

严谨与有效的规划
“每一次的实践作业主题，教研组都

会提前规划，严谨研讨。 ”小学部教务处
主任刘小玲告诉记者，按照小学部规定，
每周会分时分科进行集体备课。 根据“便
于家长自由安排时间， 以学生喜闻乐见
的形式开展； 主题契合时代主旋律、季

节、节日”等要求，全体教师们一次次的
聚智， 各学科实践活动有声有色地开展
起来。

二年级语文组引领孩子们拿起纸
笔，模拟课文《找春天》，描写明媚的春
色；五年级英语组举行了以“战‘疫’中的
春天，我们一起发‘声’”为主题的趣配音
比赛。 孩子们选择与疫情有关的演讲、视
频进行配音， 在快乐中逐渐提高了口语
水平，增强了英语语感；体育组要求孩子
们根据家庭情况自主设计锻炼方式，亲
子运动氛围日渐浓厚……

孩子们宅家学习的日子即将结束。小
学部在制定实践主题的同时，也提早规划
开学准备工作，3月中旬便组织了“开学
第一课”教案编写大赛，就如何抓住契机，
将疫情防控转化为生动的教育资源，做好
新学期计划等内容展开了比拼。

在各学科教师的精心准备下， 更丰
富、 更多元化的教育正等待孩子们返校
体验。

寓教于乐，放飞童心童趣
本 报 记 者 彭 静 通 讯 员 马 冰

空中课堂保障学生成长“不掉线”
本报记者 董以良

4 月 8 日下午 2 点，北京师范大学株洲附属学校小学部（下称小学部）X1702 班邓淞译提交了那一周的美术
实践作业———旧衣服改造的书包。 邓淞译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介绍材料来源，讲述剪、缝的过程，分析设计亮点。

“第一次尝试针线活，没想到他缝得挺整齐。 ”邓淞译妈妈表示，自 2 月 10 日学校开启线上教学以来，各学科
老师布置了多样化的实践作业，“孩子直呼‘好玩’，我也跟着学了不少知识和技能。 ”

“在实践中锻炼，在活动中成长。 ”小学部各学科教研组秉承这样的理念，通过精心研讨，布置创意实践作业，
注重引导孩子在学习之余拓展思维、增强动手创作能力。 在动手、动脑的比拼中，该校 3000 余名小学生度过了一
个丰富、有趣的史上“最长”寒假。

北京师范大学株洲附属学校：

益阳市第一中学：

邓淞译名画模仿秀

老师正在录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