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智慧教育”首次出现在国家
层面的规划文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
划》，且被教育部列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

“八大行动”之一。智慧校园是智慧教育
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实践场所。

一、智慧校园建设的时代背景与理念
内涵

智慧校园建设是基于数字校园建设
的困局、“智慧地球”理念的提出、先进智
能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时代的发展需求。
智慧校园广泛运用先进的智能信息技术，
强调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深度融合的先
进理念，从而构建支持智慧教育发展的信
息化环境。

把握智慧校园建设的时代背景与理
念，使其内涵逐渐明晰。本文将智慧校园
界定为，以面向师生个性化服务和注重智
能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为理
念，能全面感知物理环境，创设智慧学习
环境，改变学校人、物交互方式，从而实现
智慧化服务和管理的校园模式。

二、智慧教育的实现依托于智慧校园
的建设和智慧教学的开展

智慧校园的建设为智慧教学的开展
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技术平台和理论
环境；同时，智慧教学的实施和开展反哺
智慧校园的建设，进一步更新和丰富智慧
校园的价值和内涵。建设智慧校园和开

展智慧教学均指向同一目标：让教育信息
化进入智慧教育这一高端形态（图1）。智
慧教育领航，智慧教学启航，智慧校园护
航。

图1：智慧教育、智慧教学与智慧校园的关系

三、中小学智慧教学模式的探索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以建构主义、“教

师主导——学生主体”双主教学结构及刘
邦奇智慧教学模式为理论指导，总结出切
实有效的新教学模式。

（一）基于智慧教学平台的“三元五环
五模块”教学模式

该教学模式（图 2）是智慧教学的一
种，智慧教学平台为教学全过程打好数据
底座、推动智慧教学环境创设。课程学习
活动在智慧学习环境中进行；课程学习内
容经过数字化处理，并成为学习者的学习
资源；课程学习方式是学习者利用信息工

具进行重构和创造。

图2：“三元五环五模块”新型教学模式

以“参与、互动、发展”维度逐级递增
的三元教学思想为指导方针，“参与”使学
生获得相应课堂地位，积极主动建构所学
知识的意义；“互动”发生在教学过程的始
终，为知识建构创设一个广泛的教学群
体；“发展”既是价值观也是目标，把学生
当做发展的人，推动学生的发展。

以“五环节”指导整个教学的活动状
态变换与时间流程。建构主义教学观提
倡“情境教学”和“合作学习”，将信息技术
作为情境探究和发现学习的认知工具、合
作学习的通讯工具及评价的反馈工具。

“五模块”指出整个教学中核心的教学功
能与目标，为教学指明目标方向。

（二）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线上教学
模式

利用网络学习空间，根据不同教学内
容的需求，总结出线上教学模式。

1.在线自主学习模式
该模式（图3）指向学生慧学，学生自

主学习时，教师和学生的元认知需参与学
习的全过程，评价学生的对象有学生本
人、学习共同体及教师，教师需对教师行
为、学生个人行为、学习共同体行为进行
评价、反思，师生的评价和反思通过信息
技术在全体师生中进行流转、互通，使评
价更多元、准确、及时。

图3：在线自主学习模式

2.基于学习分析的精准教学模式
该模式（图4）指向教师智教，教师的

精准教学是建立在学习分析和教学管理
之上，学习平台链接二者的数据信息，学
习平台对这些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并反馈
给教师和学生，教师可据此制定相应的教
学策略，学生可进行自我调节，师生借助
学习分析结果调整教与学，实现教学深度
交互。

图4：基于学习分析的精准教学模式

“三元五环五模块”教学模式是基于
智慧教学平台的教学，可用于日常教学
中，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线上教学模式可
用于在线教学，也可作为信息化教学的学
生自主学习及教师精准教学路径。探索
智慧教育视域下的中学生混合式教学是
我们下一步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

（本文为省级重点资助课题《中小学
“智慧校园”建设的理论澄清与实践研究》
的成果，课题批准号:XJK016AZXX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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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艳飞，邵阳市洞口县文昌街道洞
口学校教师，2000年7月参加工作，先后
被评为邵阳市“德育工作先进个人”，邵
阳市“优秀班主任”，且多次被评为“优秀
乡村教师”“教育教学能手”……二十年
如一日，致力于教育事业。

用心教育，筑梦乡村
自参加工作以来，肖艳飞先后在罗

溪、黄桥等偏远山区工作十多年。2019
年秋，她所在街道的一所村小因地处偏
远，条件艰苦，缺少教师，她又主动申请
去该校支教。

学校师资严重不足，她承担了四年
级除英语以外的所有学科的教学任务，
还兼任班主任、学校信息员工作。虽然
班上只有 17 名学生，但她没有丝毫懈
怠。在教学中，她刻苦钻研教材，制定了
课时计划，精心设计每一节课，力求使教
学方法新颖、独特。她详细了解学生实
际学情，因材施教，确定相对有效的教
法。学校没有健全的活动设施及课外阅
读书籍，课余时间，孩子们难免打闹，既
不安全，也荒废了大把的好时光。于是，
她就自己掏钱购买，再发动原学校的同
事们爱心捐赠，圆了孩子们“快乐校园”
的梦想。

精心管理，创新体制
肖艳飞教学22 年，担任班主任工作

16年。班主任工作要更用心、更细心，最
突出的表现在于精心培养、锻炼班干
部。在班级常规管理中她想方设法构建

“学生自我管理体制”，为学生设置多种
岗位。除了常规应有的班干部以外，营

养餐、早中餐、黑板报、电灯开关等都有
指定负责人。让每个学生都有服务同
学、锻炼自己、表现自己、提高自己的
机 会 。 既 注 意 指 导 学 生 进 行 自 我 教
育，让学生产生进取心，逐渐形成良好
的思想行为品质，又注意指导学生如
何进行自我管理，培养他们多方面的能
力。

实践证明：当学生真正成为班级的
主人时，他们的责任心、积极性和自觉性
都增强了，有了自我要求、自我批评、自
我进步的强烈意识，有了相互影响、相互
监督的良好氛围，真正实现“班风正，学
风浓”。

爱心浇灌，播撒幸福
“爱”是世上最好的沟通方式，也是

世上最好的教育方式。肖艳飞常说：“想
要教育好孩子，首先就得爱孩子。每个
孩子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条件不同，他们
形成的性格和习惯也不同。不管他们之
间有多么大的差别，我们都要理解他们，
爱护他们。”她坚持每天早晨巡视教室，
看看学生是否到齐，询问学生有没有吃
早餐，碰到没吃早餐的孩子，就自己掏
钱去买，下课时给没来得及梳头的女孩
子梳头，教手笨的男同学系鞋带……遇
到早晚温差大的季节，不忘提醒孩子们
增减衣服。碰到大雨天气，及时查看孩
子们的衣裤鞋袜是否湿了，并和家长电
话联系，偶尔碰上家长联系不上的情况，
她就拿出儿子的衣物给换上。家长感
激，学生感动，孩子们总是亲昵地称她为

“肖妈妈”。

制度泛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
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学校制度文化
是指渗透于学校的各种组织机构与规章
制度中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一所优秀的
学校，也应该是热爱阅读的学校。笔者认
为，要有阅读的整体效应，可以用好制度
管理这一法宝，将个体行为变成整体风
尚，并持久进行。本文以长郡双语实验中
学为例，探索制度文化视角下的书
香校园建设。

一、立足校情，构建制度雏形
建校伊始，作为学生工作管理

部门的教育处会组织读书节活
动。每一个举办活动的部门（教研
组或学科组）都会提前提交活动方
案，方案中有活动的名称、时间、地
点、负责人、活动形式、具体流程、
评奖情况等等，活动方案经过使
用、修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成
了书香校园建设中最早的制度形
式。

以活动方案来组织和管理多
样的读书活动，是这一时期书香校
园建设最显著的特点，其明显的优
点就是短时间里营造了浓厚的读
书氛围。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持
久性、稳定性和系统性。

二、关注政策，促使制度成型
2018 年长沙市推出《“书香长

沙”全民阅读学习实施方案》，长沙
市教育局制定了《长沙市“书香校
园”创建活动实施方案》。2018 年
年底，学校开始了书香校园建设筹
备工作，按照《长沙市“书香校园”
创建活动实施方案》，摸索工作方
法。

2019 年4月，学校书香阅读中
心正式成立，是学校书香建设的负责部
门，由教学副校长担任指导工作，教务处
具体实施。除了之前读书节的活动外，将
阅读教学和研究纳入了工作内容，开创性
地设计了阅读教学课程，申报国家级课题
的子课题，以课题研究来推动阅读教研。
在窗口建设上，书香阅读中心建设了学校
官的“书香阅读中心”，创办了阅读公众号

“书香郡语”。
同时，学校的书香校园建设，由单一

活动型向多元化发展，有专门的组织主管

其发展，内容项目更丰富，更有系统性。
三、融入文化，激活制度创新

进一步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必须紧扣
学校的文化与特色。融入学校的“活力教
育”文化，激活制度创新，便是有效的方
式。

2021年1月，学校对书香阅读中心的
工作进行明确的分块分工，分为阅读课

程、读书活动、图书园地、教师悦读、
课题研究、宣传推介，从而创新地开
展工作。创新举措还向学生推出了
全学科阅读书单，实现了阅读的跨学
科融合。假期阅读作业，将纸质阅读
和网络学习相结合。把阅读课程与
学校的活力“三型”课程相结合，形成
了阅读基础课程、拓展课程、实践课
程三类。成立教师读书组织——星
光读书会，推进教师阅读的广泛化、
深入化、专业化发展，激发深层活力。

四、细化管理，促进制度优化
书香校园建设中，管理初见成

效，形成了有制度、有特色、有创新的
书香校园，如何进一步提升优化，我
们的做法是细化管理。

一是参与项目助推成长。学校
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名著阅读教学
实验基地”，获评“2021 年长沙市图
书馆学会优秀会员单位”；星光读书
会获评湖南省优秀阅读案例最高
奖；五位老师被评为“长沙市书香教
师”。二是细化制度升级管理。如假
期中用信息化手段统计各班学生阅
读情况，开展线上研讨交流；制定了
书香班级和书香少年评选方案等；定
期将学生美文结集出版。

书香校园建设是要培育出师生
热爱阅读的好习惯，启智美心，提高

素养，从而形成学校好学尚读的好风气。
一般认为，学校管理有三个渐进的发展阶
段：经验管理阶段、制度管理阶段和文化
管理阶段，“文化管理阶段”是我们的目
标，这一阶段也同样会有“经验”与“制度”
合力地进行“文化管理”，学校的书香校园
建设正在这样的发展之路上。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研协会重点课
题《基于“活力教育”的中学管理者制度文
化建设研究》课题批准号：XJKX18A007
终结性成果。）

中小学“智慧校园”建设视域下的智慧教学模式探索
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聂庭芳 长沙市第六中学纪委书记 胡成

二十二载用“心”教育路
通讯员 王双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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