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教育中的不变与变
梁文鑫
自李克强总理提出野互联网+冶的概念以来袁各行各业都在探索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思维方式以及实
体技术给其带来的影响与变革遥 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袁从教育官员尧研究者到一线教师都在努力袁试图理
解尧探索尧践行野互联网+教育冶的方法遥 在探索的过程中袁我们不禁也要反问自己院互联网时代的教育袁
哪些是我们该坚守的袁哪些是我们该改变的钥 只有不忘初心的探索与践行袁才能真正得到契合教育本
质的良方遥 正如本期一位老师在文中所提到的院野我们在迎接扑面而来的新型教育技术的时候袁依然是

要思考那变中不变的核心袁让自己不会在技术的冲击下乱了阵脚遥 冶

教育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虽历经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袁但恒久未变袁即人内心智慧的唤醒与成长袁

education 一词起源于拉丁语 educare袁为野引出冶的意思袁即采用一定的手段把潜藏于人身上的东西引
导出来袁从潜质转变为现实遥 因此教师尧课程与媒体都是用来唤醒学生一方面成为更好的自己袁一方面

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遥
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一路发展到如今的信息化社会袁 教育的育人价值在其社会性内涵上
发生了改变袁即人才培养的社会标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改变遥 来自美国尧欧洲尧中国等世界各国

的研究机构都对 21 世纪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院21 世纪主题尧问题解决能力尧创新能力尧跨文化

的沟通与合作能力尧企业家精神与素养等袁面对这样的育人目标袁我们不禁要问原有的课程体系尧教学
过程是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这样的人才培养目标钥 如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是否能够通过以知识传递
为主的教学方式来实现钥 还是需要重新设计尧重构我们的课程体系尧教学过程袁让学生置身于一个个具
体的问题解决过程中袁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实现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钥 那么问题解决过程中袁
教师以及互联网时代种类繁多的技术设备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钥 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袁不禁想起

以色列 Amal 高中的案例袁Amal 高中是以色列首个使用 iPad 进行教学的学校袁学校鼓励学生把作业做
成真正的创业项目遥 学生们在各类创业项目的实施中都有非常真实的市场调查数据尧财务模型监测尧
以及软硬件的开发遥 学生们并不模拟创业袁而是真正把想法变成产品袁并尝试着让一个个产品走向客
户遥 数学课上教师不再是以基本的数学概念尧习题为基础袁而是让学生通过设计自己喜欢的学习空间
来展开袁学生提出设想尧绘制草图尧建构模型尧划分功能区域尧设计色彩风格尧列出需要的材料袁并完成
设计报告提交给学校袁学校也最终采纳学生的方案并按照学生的设计来建设学习空间遥 这些案例中袁
所有网络与媒体技术均扮演了学生完成任务的必要工具遥 在上述一连串的问题与案例中袁我们没有过
多地谈论互联网的优势与思维袁而是更多地关注这个特定时代里教育本身的育人价值袁以及如何实现
这样的育人目标遥 互联网时代不断诞生的各类新兴技术与思维方式则要服务于这些育人目标的达成遥
野互联网+教育冶势必要给教育带来改变遥我们要如何应对这样的改变钥从宏观上袁21 世纪的人才培

养需求将成为学校系统变革的导向袁即学校在理念层面要形成有自身特色的服务于 21 世纪人才培养
的战略曰中观上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管理人员尧教学人员尧课程体系以及文化氛围袁教师与课程体系乃是
重中之重袁将是决定人才培养战略是否能够落地的关键所在曰在微观层面要不断围绕相应的课程体系
进行实践袁让学生和教师在实践中体验课程袁并通过累积的数据分析完成对课程与教学尧管理过程的
改进遥 互联网的思维与实体技术则为上述所有过程提供技术支撑与保障遥
综上袁在探索野互联网+教育冶良方的道路上袁我们怎样才能走的更远而不偏航袁只有不忘教育的初
心袁以育人目标为导向袁通过教师尧课程与媒体把学生身上的潜质逐渐转变为现实袁帮助学生成为更好
的自己袁也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遥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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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

曹仲帅袁男袁汉族袁1974 年
出生遥 中共党员袁 小学高级教
师袁1993 年参加工作,2003 年任
渤海镇中心小学副校长袁2008
年任怀柔区教育委员会小幼科
科员袁2009 年任怀柔区长哨营
满族乡中心小学校长袁2013 年
任怀柔区实验小学校长至今遥
曾获北京市基础教育系统电化
教育优秀工作者尧 北京市民族
教育先进个人尧 怀柔区先进教
育工作者尧怀柔区师德标兵尧怀
柔区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
号曰被聘为中国教育学会会员袁
北京教育学会理事尧 北京师范
大学小学教育研究中心研究
员尧 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
教师培训学院指导专家尧 北京
市小学电化教育研究会常务理
事尧 北京市网络教育研究会理
事遥 参与编写地方教材叶美丽的
怀柔曳遥
曹仲帅为人谦逊袁 温文尔
雅袁治学严谨袁锐意创新袁积极
为师生创设宽松尧 和谐的工作
和生活环境遥 在管理中袁他坚持
以师生可持续发展为本袁 秉承
童 年 愉 悦 的 办学 理 念 袁 实 施
野YUE冶教育袁努力把学校营造
成师生探索求知的学园尧 温馨
祥和的家园尧生动活泼的乐园袁
提高师生生命质量袁 成就师生
幸福人生遥
其工作格言是院 让学校生
活成为一场野可带走的盛宴冶遥
芋

北京市职业学校最美校长风采

北京市房山区第二职业高中校长龚连祥
龚连祥是一位热情尧奔放尧一心扑在
教育事业上的职业高中校长遥 他以野七个
凝聚尧一个信念尧两个加强尧三个转变冶凝
人心袁聚人气曰主动为新入住房山产业园
区的各大型企业的服务袁 有效地解决了
进驻企业具体困难袁 赢得企业的高度信
任袁校企合作开展得红红火火袁政府支持
力度不断加大曰他任职 7 年来袁学校的汽

车尧平面媒体印制技术尧航空服务尧建筑尧
计算机尧 美术综合高中等六大专业群成
为新房山现代产业的人才培训基地遥 在
新农村建设尧农村劳动力转岗再就业尧职
业培训等方面都发挥了骨干示范作用遥
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袁 龚连祥得出这样
的结论院教育是良心的事业袁教育就是服
务遥 正因如此袁野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冶成为
他多年坚守的教育理念袁更是执教 38 年

来不懈追求的目标遥 因此窦店镇政府把该校纳入了野窦店镇教育发展基金冶适用范围遥 学
校先后荣获北京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尧北京市德育先进单位尧房山区人民满意标兵学校
等荣誉称号遥 龚连祥本人 2015 年被北京市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尧中经合马哈汽
车教育集团尧中关村软件园希毕迪教育集团推举为北京市职业学校最美校长遥

北京市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
中经合马哈汽车教育集团 联合供稿
中关村软件园希毕迪教育集团
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