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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幼儿

教育信息化加快了脚步，线上教学如火

如荼地展开，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

用，师幼之间互动更加紧密，家园沟通更

加畅通，幼儿教育也有了新的呈现与载

体。要进一步提高幼儿教育信息化的水

平，需要幼儿教师善于应用优质教育资

源、提升信息化教育能力、保持家园沟通

以及展开网络研修培训等。适应教育信

息化所带来的变化，抓住先进技术的优

势，助力幼儿教育事业长足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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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改革势在必行，幼儿教

育信息化改革更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与结

果，也是逐步缩小教育之间的差距、提高

幼儿教育质量的有效方法。信息技术带

来的是幼儿教育教学深刻变革，理解这

种变革，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教育水平教

学质量的质的提升，才能更好地接受信

息化的教育模式，实现思想观念的转

变。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幼儿教育

产生了冲击。在这一背景下，幼儿教育

信息化加快了脚步，线上教学如火如荼

地展开，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师

幼之间互动更加紧密，家园沟通更加畅

通，幼儿教育也有了新的呈现与载体。

一、善用优质资源
我国各地幼儿园教师各显神通，开发

设计了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并通过网络上

传，形成了海量的丰富的幼儿教育资源。

网络时代，优质的教育资源就是一笔宝贵

的财富。对幼儿教师而言，善于发挥出信

息技术的优势与便利，搜集、获取与幼儿

教育相关的各类信息和资源，方能不断提

高自身的教育实力、教育水平，也能为幼

儿教育事业进步添砖加瓦。

二、提升教育技能
幼儿与教师之间无法面对面的接

触，只能通过线上模式来实现教育的延

伸。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

吸引幼儿参与各项活动的兴趣，也能极

大地提高幼儿教育的成效。

三、保持家园沟通
家庭成为了幼儿教育的主要阵地，

而家长也成为了幼儿教育的主力。幼儿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与便

利，实现与家长的密切沟通和交流，从而

使幼儿教育顺利地实现从幼儿园到家庭

的延伸，为家长们提供了更专业的教育

理念宣传和教育指导，通过家园共育的

方式，提升幼儿教育的质量与水平。

四、展开网上研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地幼儿教

育机构延迟开学，对教师而言，一个漫

长的假期，也成为了一个绝佳的学习契

机。利用信息技术的便利，获取海量的

资源，助力教师个体的成长，通过网上

研修培训学习，提高教师专业能力，为

幼儿教育的高质量推进展开奠定人才

基础。

钻研信息技术，在实践操作中提高信

息技术应用水平。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

使得幼儿教育信息化被迅速提上了日程，

这就必然对教师的信息技术水平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无论是信息梳理与汇总，还

是各种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亦或者是家园

在线沟通的深入，以及教师网上资源的收

集获取，都需要教师掌握一定的网络信息

技术，具备多元的信息素养。学习掌握新

媒体的文字编辑、视频录课、剪辑上传等

新技术，不仅在当下可以发挥作用，在未

来的工作中，也能够得到合理地应用。教

师在技术层面不断地成长，以应对各方面

的挑战，以体现出时代发展的要求，以实

现教师的专业成长与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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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

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教育承担着

培养公民科学素质的重任。小学科学课

程承担着培养小学生科学素质的责任。

因此，教师在教学实施过程必须把握好科

学课程新标准及科学课程改革基本理念，

实现观念上的转变，同时也应提高自身科

学素质，开发和利用好已有的课程资源。

一、学习新理念，转变观念
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1-6年级）课

程标准将小学科学课程定为“以培养小

学生科学素质为宗旨”的义务教育阶段

核心课程。小学科学课程承担着培养小

学生科学素质的责任，并应为他们继续

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在农

村小学的科学教育中，有的教师过于强

调对书本上知识的学习。课堂上，习惯

采用“读科学、讲科学”的方式，这样的科

学教育会对孩子的科学学习产生消极影

响：孩子感到科学课的内容抽象，知识离

自己的生活遥远，时间一长，学生便对科

学学习失去热情；也有的因为自身不是

专职的科学教师，有很多专业知识不懂，

于是科学课成了只有其名，而没有其实

的课程；有的教师将科学教科书束之高

阁，学生接触科学的机会很少。基于此，

我认为我们农村小学科学教师要认真学

习科学课程标准，改变观念。

二、提高自身科学素质
小学科学课程以探究式学习为主要

的学习方式。小学科学课程中，教师是

学习过程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在教学过

程中，学生应该成为教学活动的中心。

要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激发探究热情，尊

重他们的经验差异和学习特点，为他们

设置合适的学习途径和评测方法，引导

他们主动探究。教师还需要通过自己的

示范和与学生的互动，以及组织学生和

学生之间的讨论和辩论，将学习引向深

入。在课程的基本理念和教学建议中，

强调了探究式科学教育并不意味着教师

作用的降低，相反地，对教师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农村小学普遍缺少专职科学教

师，有一些教师专业素养不高，因此，农

村教师更应该抓住每一次培训的机会，

每一次与他人交流的机会，并通过不断

地自主学习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三、合理利用现有资源
在科学探究过程中，农村教师总抱

怨学校实验器材匮乏，学校的教学信息、

资料数量少。实际上，很多教师对身边

丰富的教学资源熟视无睹，不能整合到

自己的教学中，不敢把学生熟悉的事物

作为研究内容，指导学生进行科学探究

活动。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科学课程的

意识，并开发和利用好已有的课程资源。

1.利用已有的实验器材

为了营造课堂上学生学习、思考、探

究的科学氛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要

重新整理学校的实验器材。把封存已久

的实验器材找出来，让它们在科学课堂

上继续发光发热。

2.利用自然环境资源

农村学校周边的花草树木不仅美化

了环境，而且为科学课教学提供了现场

和必要的教学材料。

农村的乡间树林里有大课堂：遍地

野花、小草，到处是虫、鱼、鸟，它们就是

科学课程的活教材。带领学生走出教

室，走进农村广阔天地，接触自然，亲近

自然，欣赏自然，感悟自然与生命，那是

一种不可替代的体验。农村学校老师应

该充分利用自然环境优势开展教学，这

不仅解决了课堂教学直观材料不足的问

题，还激发了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在实

践活动中亲身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

3.利用网络资源共享

网络科学课程资源具有信息容量

大、信息传播快、智能化、虚拟化、开放化

和多媒体的特点，对于延伸感官、扩大科

学教育教学规模和提高科学教育教学效

果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其他形式的课程

资源所无法替代的。

虽然我们农村科学教师与科学课程

标准要求的还有距离，但是我相信只要

我们的观念转变了，自身素质提高了，合

理地利用身边的课程资源，我们也跟得

上时代的步伐。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

网络为基础的信息技术手段飞速发

展，尤其是电脑、智能手机的普及，影

响到人们生活、工作、学习的方方面

面，身处其间的中学生也不例外。客

观地讲，网络的使用既方便了人们的

生活、工作和学习，又拓展了中学生的

思想行为空间，与此同时，网络上的暴

力、色情以及弥漫在灰色地带的不当

言论也给学生的成长带来了避之不及

的负面效应。中学道德法治教育作为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的主打课

程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一）对网络可能带给中学生的伤
害保持清醒的认知

网络运行具有隐蔽性、虚拟性、互

动性、刺激性特点，对于尚不具备较强

辨别是非能力的中学生有着巨大的诱

惑力。有的教师囿于课程知识的全面

讲授，不善于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师生

生活实际去解决中学生道德、情感、信

念、行为诸方面的难题，既不利于将道

德信念内化于心灵深处，也不利于外

化为行动指南。网络文化的泛在性和

它所具有的震撼性、冲击力能使各种

刻板的说教瞬间荡然无存。

社会处于变革转型期，社会上的

一些不正风气通过网络的传播，对正常

的家庭教育观念造成了扭曲，部分家长

过分强调子女的学业成绩，极容易给子

女带来道德观念的错觉。学校片面追

求升学率，重智育轻德育，由于评价体

系的偏差，对学生道德情操、人格尊严

的考核不重视，容易导致他们的一些不

良习俗的形成。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部分中学生的

人生价值观取向逐步变得灰暗起来，功

利、个人主义色彩浓厚，加之学习的压

力大，滋生出了焦虑、抑郁、烦躁等不良

心理反应，因此，勤劳节俭、团结互助等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正在他们身上消

散。社会公德意识淡薄，自控能力降

低，行为失规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无

法估量的损害，导致青涩早恋，校园霸

凌等不道德行为，甚至违法犯罪行为时

有发生。

（二）对网络背景下中学道德法治
教育教学工作的思考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正确认

识网络对中学生道德法治教育

教学的影响，在实践过程中趋利

避害，自然成了道德法治教育教

学工作者面临的一个课题。

1.以人为本，增强学生对网

络伤害的免疫力

着力进行人文教育，树立

“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引导中

学生建立切实的理想信念，调动

起他们自身潜在的主观能动性，

积极投身于实现个人成长愿景

的奋斗之中，获得成就感，以此

自我完善，自我教育，从而使他

们精神受到激励，灵魂得到洗

礼，品格加以塑造，筑起抵制不

良诱惑的防护墙。既要加强校

园文化的设施建设，形成高雅的

文化氛围，育人环境，也要不断

地举行形式多样的集体活动，用

文明、高质、有品的校园文化去

抵御那些不雅的网络文化。

2.趋利避害，放大网络对学

生成长的积极作用

着力实现道德法治教育的

网络化，让其覆盖和影响力，努

力去超越一般网络。

在校园网络中设立学生、班级主

页、举行有目的、有趣味、有格调的各种

比赛；学校和教师也建立专题网页、进

行有的放矢的道德法治教育教学专题

讨论，全方位互动、助推学生良好道德

行为的形成与定格。

3.科学评价，健全网络对学生伤害

的预警机制

道德评价体系是优化学生道德提

升过程，增强学生道德素质的重要环

节，应精准地反映出个体道德观念的全

部及内涵，反映个体外部表现与内在思

想意识的同步情形，反映品格意识、智

慧能力、言谈举止的均衡态势。

学校特别是直接从事道德法治教

育的教师固然承担着中学生道德法治

教育的主体责任，但社会、家庭等亦承

担相应的责任，形成步调一致的协同态

势，积极应对网络时代的挑战，多管齐

下，同心戮力，做到不留死角，推动中学

道德法治教育健康稳健的发展。

农村小学科学课有效性教学的探究
岳阳县荣家湾镇荷花塘小学 晏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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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幼儿教育信息化的启示与建议
新邵县新田铺镇中心幼儿园 赵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