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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面对疫情，我市广大教师积极响应“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在网上教学工

作中各显神通，把疫情对教育教学的影响降到最低，涌现出大量在线教学的“直播高手”

“网络达人”。有的老师克服困难把课堂设在网络信号较好的房顶、户外，有的坚守岗位

苦练直播技术，有的注重与孩子们沟通、互动……这些暖心教师的暖心行动，感动了学

生、感动了家长，温暖了千家万户。日前，市教育局对全市网上教学期间涌现的先进教师

事迹进行收集整理，并在“南阳日报教育工作部”微信公众平台推出《暖心教师暖万家》系

列报道。本报今日起刊发部分教师的暖心故事，敬请关注。

全媒体记者 孟新生

对于市十三中老师段春生来说，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不仅是号

召、是责任，更是克服困难教书育人的

坚守。

农历正月初二，段春生的丈夫接

到医院的通知，当天就返岗奋战在抗

疫第一线。家里只剩下段春生、上小

学的大女儿和不到 3岁的宝宝。既当

爹又当妈的苦与累不算什么，真正的

考验来自网上教学模式开启之后。

段春生承担着两个班的英语课教

学任务，直播网课时需要安静环境和

全身心投入的状态。但上小学的大女

儿需要上网课，家里只有一台电脑，小

宝宝也没人能帮忙带。

怎么办？刚开始段春生愁得两个

晚上没睡好觉。但她转念又想，大家

常说“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

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攻坚克难是

本分，绝不能被眼前的一点困难吓

倒！爱人去抗疫一线，任务艰巨使命

光荣，作为党员教师，也一定要守土尽

责精彩绽放！

段春生把电脑给大女儿用，认真

教会她怎么熟练操作，让她做到独立

上网课，又翻找出一部旧手机，每次上

课或批改作业前，把小宝宝关在单独

的房间，找好动画片，让手机里的动画

片暂时陪伴孩子。

段春生则自制“直播神器”，找出

家里的一个旧自拍杆和一个纸盒，用

胶带固定在一起，搭建了专属直播平

台，用手机开启了直播课堂。

段春生终于能够面对学生心无旁

骛倾其所有地开启直播了，她备课、批

改作业时精益求精，讲课也更加精

彩。但到第二周，段春生感觉部分学

生有点松懈，她主动跟家长沟通了解

情况，采取有效措施，课堂上通过连麦

和在评论区打字等方式鼓励学生回答

问题，课后抽查课堂笔记并给出评价，

堂堂反馈和奖励。晚上，不管再忙，段

春生都会在哄孩子睡觉之后认真批改

作业，有时批改完已是凌晨一两点。

为了提高课堂吸引力，段春生让孩

子们推荐自己喜欢听的英语歌，每节课

前都放英语歌或者英语电影片段，课后

布置的作业中还有英语趣味配音。孩

子们越来越喜欢英语课了，在学校组织

的网上教学“我最喜欢的老师”评选活

动中，段春生荣登光荣榜。

在特殊时期，段春生始终牢记自己

作为党员教师的使命，担当尽责，体现

了一个普通教师的大爱与担当。②8

离校不离教 停课不停学
—记桐柏县“空中课堂”耕耘者许建勋

全媒体记者 苏 翔

庚子年伊始，一场来势汹汹的新

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席卷全国。抗

击疫情期间，网上教学成了热词。面

对这个新生事物，在部分学校还未熟

练掌握各种技能时，桐柏县的“空中

课堂”已被省教育厅点名表扬推广，

河南日报等 24 家媒体集中报道其扎

实做法。能取得这样瞩目的成绩，和

桐柏县教体局主管教学的副局长许建

勋密不可分，而他，也被誉为桐柏

“空中课堂”的耕耘者。

及早谋划 优化资源
创建平台，打通教师线上授课和

学生居家学习的“最后一公里”。许建

勋根据教体局党组“停课不停学”、实

施“空中课堂”的决议，放弃春节休假，

积极投入“空中课堂”筹建中。1月 26
日，协商筹建网络平台；1月 29日，在

教育部发出“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

学”号召后，研究贯彻落实方案；1 月

30日，到县一高中、实验高中指导“空

中课堂”工作；2月 7日，在总结高中成

功经验的基础上，要求全县初中、小学

“空中课堂”试运行……2 月 10 日，全

县初中、小学“空中课堂”上好开学第

一课。短短十几天时间，完成平台搭

建，课堂播出，高中、初中、小学全学段

覆盖，成功领跑全省各县市。

“空中课堂”是一种崭新的教学

形式，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为

了取得教学实效，许建勋研究网上教

学的特点，结合桐柏山区实际，提出

整合校内和校外、线上和线下教育资

源，实现教师授课答疑和“名校同步

课堂”、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资源有

机结合。不仅让学生学习学科文化知

识，更对学生进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教育、疫情防控教育、生命教育、

感恩教育、良好行为习惯教育，内容

缤纷、形式多样，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

爱和赞誉。

突出重点 加强管理
通过调查反馈发现，各个学段的

教学重点、要求各有不同。于是，许

建勋带着问题，多次调研、反复论

证，制定出对策，对不同年级教师的

教学、班级管理提出了具体指导意

见。在学校管理方面，许建勋要求创

新管理方式方法，充分调动师生教与

学的积极性，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

验，树立先进典型；加强学校和家长

的联系，让疫情对教学的负面影响降

到最低。

为保证教育教学实效，许建勋结

合“网上课堂”的特点，经过认真研

判，建立完善了“县-乡镇-学校”三

级网络管理体制，成立了督导组，督

促指导师生进行网络教学工作；学校

建立了“学校-班主任（教师）-学生”三

级网络管理体制，使“网上课堂”扎扎

实实进行。加强对“空中课堂”的过程

管理，仅实施 10 天时间，就进行线上

集中检查、反馈 3次，及时解决网上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实行教师、优秀生

对贫困学生、学困生“1+1”结对帮扶

措施，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一举多得 成绩斐然
桐柏县“空中课堂”开始早、推

进快、效果好，受到山区孩子和家长

的广泛赞誉，被省教育厅作为典型经

验，向全省宣传；先后被河南日报、

人民网、搜狐网、网易、今日头条等

24家媒体报道；作为全国党员干部学

习选用材料，被录入中宣部学习强国

平台，又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推向

国际。截至 2月 22日，桐柏县共有 167
所学校、4817位教师、86017名学生和

97390名家长使用免费智能移动办公

平台，还有学生通过网络电视等多种形

式学习。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许建勋

带领团队，通过“空中课堂”，把学校、

教师、家长、学生紧密结合起来，实现

了全县全学段覆盖、优质教育资源

共享。

呕心沥血、默默耕耘，在疫情防控

的关键时期，“空中课堂”开启了桐柏

教育人以创新思维激发教育教学新动

能的智慧之门，桐柏教育交出了一份

教师成长、学生受益、家长放心、防控

省心的完美答卷。

疫将去，春已来；人间值得，未来

可期。愿“空中课堂”这朵迎春花，在

园丁的勤奋耕耘下，在桐柏教育人的

精心呵护下，开得芬芳、烂漫！②8

不同的课堂 一样的坚守
—市十三中教师段春生网课背后的故事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扈书峰

孟新生 特约记者黄孟照）3 月 23
日，全市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回顾总

结上年工作，分析研判形势，部署今

年任务，动员全市教育系统凝心聚

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出彩篇章。

今年是教育系统的“攻坚决胜

年”，全市教育工作将聚焦资源扩充

和内涵提升“两大任务”，强化党的

建设、教师队伍、安全稳定“三大保

障”，打赢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消除

城镇大班额、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

坚、教育脱贫“四大攻坚战”，加快推

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市、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关键处发力，从

重点处突破，实施好“八大工程”。

今年全市将新建普通高中 7
所、改扩建 8所，年底全部消除 66人
以上超大班额，56人以上大班额比

例控制在 10%以内；新建改扩建中

小学 4所、新增学位 4600个；新建幼

儿园 17所、改扩建 15所，新增学位

8000个。重点推进南阳工业学校新

校区一期工程、南阳幼师新校区二

期项目和淅川县职教中心等中职学

校改扩建老校区或建设新校区。同

时，谋划好南阳大学城建设，推动南

阳科技职业学院建设，推进南阳农

业职业学院二期工程，做好张仲景

国医大学恢复设置工作。今年的 4
所完全学校 6 月底前全部开工，

2017 年和 2018 年完全学校秋期实

现全面招生，2019 年 4 所完全学校

在 5 月底前实质性持续开工，2021
年的 4所在 6月底前选址到位、具备

开工条件。

实施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

开齐开好信息技术课程，有条件的

学校探索创客教育、机器人教育和

编程教育等教学内容。推进专递课

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三个

课堂”建设和应用，加快平台建设，

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完善

与工信、基础电信等部门的合作协

调机制，为贫困地区、偏远山区提供

支持与服务，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

到教育信息技术应用成果。规范办

学行为，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提前

招生、“掐尖”招生等违纪违规行

为。实施公平促进工程，在抓认识、

抓重点、抓责任上下功夫，坚决打赢

教育脱贫攻坚战，让更多的学子通

过教育改变人生。

全市教育系统将强化责任、突

出重点、真抓实干，为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市、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为南阳高质量建设大城

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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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王栋梁）近日，淅

川县寺湾中心校从近期教学实际出发，

以初中各学科组为主，将全镇小学教师

打乱组合，按年级学科进行分组，各组

推选一人任组长，按照“分工-自备-一
研-二研-三研-反思”进行集体备课。

各备课组组长负责，将教学内容按

课时或单元分配给每个组员进行“个人

研备”（分工）。各备课组组员教师根据

分配任务，将课堂教学方案、课件等及

时上传到组内微信平台，供其他组员教

师学习研究（自备）。各组员教师收到

方案后，初步提出修改和完善的意见，

供集中教研使用。

集中教研时，主备人说课，阐述设

计意图和目的，其他组员提出修改补充

完善意见，组长归纳总结，初步形成统

一教案（二研）。各组员教师结合自己

的教学风格、本班学生实际，再次修改

补充教案，形成自己的施教方案，完成

二次备课。

二研环节中，先由主备教师就本节

课的具体教学活动设计进行详细阐述，

提出自己在备课中的疑点，再由组内其

他教师进行讨论交流，就该课的改进方

案、教学重难点、课后作业设计和理想

模型的构建以及对学生的学习评价进

行交流，最后主持教师强调集体备课后

二次备课的落实，总结本次集体备课活

动中教师们的收获，预测集体备课达成

的效果。

各学科备课组教师间共同研讨，相

互学习、相互支持，共同提高，充分发挥

了教师“集团效应”的优势，彰显教师团

队的合作精神，将课堂教学落到了实

处。②8

淅川寺湾中心校创新备课方式

进行集中教研 提升教学质量

本报讯 （特约记者邓进林 通讯员

梁 莹）为进一步激发师生攻坚克难、奋

勇争先的斗志，充分调动学生网上学习

的积极性、自律性，日前，新野县施庵二

中通过网络教学平台举办了一场别具

一格的励志教育讲座。

每年春天，励志教育都是施庵二中

必不可少的教育教学项目。本次励志

教育在学生尚未返校、网上学习持续开

展一月有余的特殊背景下举行。现场

简洁大方，教师均系红围巾，渲染出激

情澎湃、奋勇争先的氛围。

教师代表率先发言，铿锵有力的话

语道出了所有老师甘为人梯、敬业奉献

的心声；家长代表通过小小的手机，从

千里之外的广东向孩子们表达殷切期

望；学生代表结合自己网上学习的实

际，为大家加油助力。随后，班主任代

表就加强班级网络管理、提高学生自律

作了要求，学校相关负责人热情洋溢的

发言把活动推向高潮。线上带动线下，

千余名师生面对屏幕纷纷宣誓。

新野县施庵二中的这次励志教育

讲座，背景特殊、形式新颖、内容充实、

目标明确，坚定了全体师生携手共进的

信念，为师生昂扬冲刺、务实拼搏注入

了力量。②8

新野施庵二中举办励志教育讲座

砥砺师生意志 点燃学习激情

油田教育中心情暖贫困学子

入户走访献爱心
本报讯 （通讯员何晓龙 王 冰）“张硕同学和我说，大学

毕业工作以后一定要报答母校的关心关爱，让这种大爱精神

延续下去！再一次感谢你们！”3月 20日，市第四完全学校高

一（2）班班主任白景华老师收到了这样一条信息。

当天上午，油田教育中心负责人一行驱车近两个小时，到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店乡张楼村岳庄 8组张硕同学家慰问。

张硕的家长十分感动，他们说，家里条件虽然艰苦，但孩子在

学校的关心和教育下刻苦上进、品学兼优，十分感谢，这次慰

问更为这个贫困家庭带来了温暖和爱心，为孩子送去了走向

春天的希望！②8

方城拐河一初中网课不漏一人

校长上门解难题
本报讯 （通讯员刘文方）“谢谢你们大老远来家访，关心

学生学习，学生在你们学校上学我们放心！”日前，学生家长拉

着方城县拐河一初中校长孙志浩的手激动得连连道谢。

为解决疫情防控期间学生上课难情况，调查网络教学效

果，日前，拐河一初中校领导走村入户，慰问困难学生，解决他

们因各种原因不能正常上网课的难题。随后，一行人又来到

拐河镇史家庄村田家庄组，深入学生家中进行家访。受访学

生和家长非常感激，他们反映了目前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表

示要努力学习，不辜负大家的关心和期望。②8

西峡县丁河镇简村小学 任宇涵

我家是个“动物园”，你是不是很

好奇呢？跟着我的笔尖来体会吧。

“老黄牛”是我爸爸。他是一名老

师，每天都早出晚归，忙忙碌碌，为这

个小小“动物园”付出辛勤的汗水。我

有时会问：“您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累

不累？”爸爸总会说：“我是家里的顶梁

柱呀！只要你和妹妹健康快乐成长，

一家人开开心心，再累再苦都值得。”

至 于“ 老 虎 ”嘛 ，那 就 是 我 的 妈

妈。我和爸爸在家里都得乖乖听妈妈

的话，不然就得被她一顿吼。妈妈虽

然严厉，但当我生病时，别提多担心我

了。有一次妈妈不在家，听说我在家

冻感冒了，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绵羊”是我的妹妹，在家里爸爸妈

妈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像一只温顺

的小绵羊，但是遇到不想干的事，她又

像头小毛驴，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我是只“猴子”，特别好动，整

天在家上蹿下跳，几乎没有安静的时

候。我还经常闯祸，比如把邻居家里

的玻璃打破，把外公的茶杯打碎，还

经常惹妈妈生气。不过顽皮好动是我

的天性嘛，一时半会儿可改不了。

家里的几种动物虽然有时候会有

一些小矛盾，但大多时候这个小小“动

物园”还是相处得很融洽。爸爸妈妈

爱我们，我感到无比幸福！②8
（指导老师：何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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