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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点亮儿童未来”——2018世界儿童日主题活动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第二附中举行，身着民族服装的学生们在精彩展示的同时，还写下了对未来的希望寄语。（燕晓娟/摄）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CHINA TEACHER PAPER

第二届“一带一路”教育
对话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吴绍芬） 11月24至

26日，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第

二届“一带一路”教育对话在北京举行，

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出席并讲话，来自

近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部分国

际组织的教育官员、专家学者等200余

人出席会议。

田学军指出，这次会议是教育系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和全国教育

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国际间的一次重

要学术交流活动。他指出，“一带一路”

建设为加强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

难得机遇和强大动力，5年来教育交流

合作成果丰硕；同时，“一带一路”倡议

行稳致远也要靠人文交流，特别是教育

合作作为重要依托，建设和平、繁荣、开

放、创新、文明的“一带一路”。未来，教

育国际交流合作大有可为。

田学军表示，中国愿与沿线各国

一道，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理念，

共同构建多元化教育合作机制，全力

打造“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本着共

商的原则，强化规划引领，进一步完善

“‘一带一路’教育合作 2030”；本着共

建的原则，在学位学历互认、合作办

学、人才联合培养、教师发展和培训、

学术交流活动等方面深化项目合作，

打造一批骨干项目和亮点工程；本着

共享的原则，构建开放包容、灵活多

样、共同参与的“一带一路”合作机制，

充分利用新型技术和手段，合作开展

教育研究，产生更多更好的优秀成果，

加快成果转化，实现成果共享。

开幕式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院长崔保师、波兰教育研究院院长Pi-

otr Stankiewicz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驻北京办事处代表欧敏行分别致辞。

来自中国、阿尔巴尼亚、马来西亚、以

色列、孟加拉国等国家的8位专家学者

作主旨报告。

最后，会议共同发布“‘一带一路’

教育合作2030”框架文本，成立“‘一带

一路’教育研究网络”。

三部门要求加快校外培
训机构专项治理

本报讯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已进

入整改攻坚期。近日，教育部、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应急管理部三部门办公

厅联合印发《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

针对各地执法力量不足、监管手段不

完善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推

动各地加快校外培训机构整改进度。

《通知》强调，各地一要完善教育部

门牵头、多部门参加的联合执法机制，加

大跨部门联合执法力度，对无证开展培

训、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开展学科培训及

其他违规开展培训的机构要坚决予以查

处，并提请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消防部门要全面对校外培训机构

开展消防监督检查，消除安全隐患。二

要加快证照办理进度，教育行政部门重

点做好学科类培训机构审批，市场监管

部门要加快为符合标准的校外培训机构

办理营业执照；对于非学科类培训机构

数量较大的省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

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在确保有效监管的

前提下，制定符合实际的整改方案并加

快整改进度。三要组建备案审核专家团

队，科学制定审核、研判办法，做好学科

类培训是否超前超标教学的认定工作，

完成各培训机构所办学科类培训班的名

称、培训内容、招生对象等备案审核工

作。四要通过全国统一的校外培训机构

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对校外培训机构的

全过程管理，并依托平台面向社会公布

校外培训机构的有关信息，受理群众投

诉，接受各界监督。五要强化在线培训

监管，按照线下培训机构管理政策，同步

规范线上教育培训机构，切实减轻中小

学生过重学业负担。 （师闻）

陕西师大：改革让课堂充满活力

新闻专递

□ 党怀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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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培养的是未来教师，指

向未来受教育者。若一味固守成规，

则有可能停滞不前。改革开放 40 年

来，陕西师范大学深刻认识到，创新

是根本源泉，改革是第一动力。站在

历史的交汇点，一代代陕西师大人以

“师范之范，师之模范”的责任和“课

堂革命，舍我其谁”的决心，筚路蓝

缕，薪火相传，让新时代的大学课堂

焕发出勃勃生机。

优良传统
课堂升级“奠基石”

陕西师范大学历来有重视课堂教

学艺术与研究的优良传统，这为新时代

课堂教学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陕西师范大学教

授张熊飞在长期进行教育理论与实

践研究的基础上，创立“诱思探究教

学学科论”，对教师的教学改革产生

了深远影响。至今，“诱思探究教学”

已被推广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的2500多所学校。

上世纪90年代，在陕西师范大学

原校长王国俊教授的主持下，对学校

多年积淀下来的名师课堂教学艺术

进行了梳理和提炼，编著出版了《讲

授艺术论》和《讲授艺术通论》，系统

论述了“什么是讲授艺术、怎样实现

讲授艺术、如何评估讲授艺术”。直

至今天，这依然是许多教师津津乐道

的“课堂宝典”。

进入新世纪，以聚焦思维结构的

智力理论为基础，着眼于课堂教学中

的思维活动，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胡卫

平提出“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成为

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重要理

论指导，也成为全国基础教育领域争

相学习和应用的著名教学理论。2015

年，该理论被国际思维教学手册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Thinking

收录，这是该手册收录的中国唯一的

教学理论。

模式机制
课堂改革“施工图”

经过 10 余年的实践，陕西师大

人探索出“‘PACE’三元创新课堂模

式”和“‘四位一体’协同创新联动课

改机制”，精心描绘出课堂改革的

“施工蓝图”。

——独树一帜的“PACE”三元创

新课堂模式。该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

心、以学习为中心，注重学生学习过程

（Processes）创设的建构性、学生综合能

力（Abilities）发展的根本性、学生学习

评价（Evaluations）实施的导向性和学

生核心素养（Core Competencies）提升

的核心性。通过三元课堂教学系统将

第一课堂（教室内正式学习场所）、第二

课堂（校内教室外非正式学习场所）、第

三课堂（校外非正式学习场所）的学习

深度融合，实现无缝学习。

在“PACE”模式指导下，陕西师

大近年来的公费师范生培养亮点纷

呈。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将卓越教师

的培养延伸到中小学的课堂。山东

杜郎口中学、陕西高陵一中、西安市

东城一小等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

的课改名校，都留下了陕西师范大学

公费师范生“取经”的足迹。

“老师，这些创新课堂上的老师

和学生都太有激情了！与我们当初

一点也不一样”“原来地理课还可以

这样上”。一句句发自肺腑的感叹，

激起了这些学生持久的学习热情和

动力，也坚定了他们的从教信念。

——卓有成效的“四位一体”协

同创新联动课改机制。该机制分“一

横一纵”两个维度，实现了大学、中小

学、政府、媒体的共同参与，小学、初

中、高中、大学的四学段贯通。“四位

一体”机制是一座课改的“立交桥”，

形成了多方主体共同开展课堂教学

改革的完整闭环。

在陕西师范大学的积极推动下，

2011 年成立的“西北课改名校共同

体”成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颇具影响

力的课改“朋友圈”，全国1500多所大

中小学慕名加入，西北地区绽放出贯

通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绚丽的课

改之花。

信息技术
课堂改革“加速器”

信息化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大趋

势，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课堂改

革也一样，一方面需要信息化的教学

环境作为支点，另一方面也需要信息

化的教学平台作为支架。只有搭上

信息化的“高速列车”，课堂教学改革

才会越行越远。

打造信息化课堂，信息化管理系

统和资源系统必须跟上。陕西师范

大学累计斥资2000余万元，建成了涵

盖信息化教学资源库、实践教学网络

化管理平台、开放课程点播系统等10

多套信息化教学支撑系统。2014 年

整合校内资源，成立了信息化教学支

持与服务中心，统筹协调信息化教学

工作。

此外，教学场地和设施的信息化

升级换代也必不可少。学校累计斥

资 7000 余万元，建设了 20 余间录播

教室、289 间标准化考场。从 2016 年

起，基于课改新理念启动对所有多媒

体教室的智慧化改造，目前已部分改

造完成。焕然一新的单人单桌、拼接

桌椅、交互式多媒体等教学设施，惊

艳到了每一个教师和学生。

2013 年 ，学 校 引 进 美 国 毕 博

（BB）网络教学平台，基于这一平台，

选择教师、班级讨论、课堂评价、参考

书目等都能一览无余。不仅如此，学

校成功建设了210余门信息化示范课

程，带动了近1000名教师参与平台教

学。学校近年来还在积极引进“中国

大学 MOOC”“超星尔雅”“智慧

树”等国内高水平网络教学平台上的

各类精品课程37门次，以此作为学校

课程资源的有益补充，促进优质课程

资源共建共享，满足学生多样化、个

性化学习需求。

研究交流
教师教学创新“博览会”

没有充分的思想碰撞和交流，教

学创新也只会变成“闭门造车”。近年

来，学校通过项目引领、教学沙龙、成

果分享等方式，打造出永不落幕的教

学创新与课堂改革“博览会”。

项目引领。2015年以来，学校教

务处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设立“教学

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项目”和“课堂

教学创新研究项目”，共立项150余个

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项目、170

余个课堂教学创新研究项目，资助经

费约300余万元。

教学沙龙。2015 年以来共举办

“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教学沙

龙”46期，每期一个主题，邀请4-5位

具有教学创新研究项目支撑的教师

做经验交流，迄今已有 150 余名教师

作主题发言，近 600 余名校内外教师

及研究生参加。

成果分享。结集出版了《探索与

实践》《高校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研

究》，将学校教师近年来的优秀课堂

教学创新研究成果以论文集的形式

让更多的教师分享和受益。

以赛促创
教师能力提升“磨刀石”

课堂教学改革的升级换代，有赖

于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陕西师范

大学十年磨一剑，这把锋利的剑就是

学校着力构建的以“青年教师教学基

本功大赛、教师实验教学技能创新大

赛、教师课堂教学创新大赛”为主要

内容的教师赛教体系，剑锋所指就是

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

创新能力。

（下转2版）

图片
新闻

改革开放 40年，也是教育创新发展 40年，作为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的教育部直属师
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让改革创新的星星之火在大学的课堂上终成燎原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