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之本在师

曹老师的体重曲线

“翻转课堂”新思路

校园达人

曹献英在备课。
本报记者 罗孝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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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但心不累，值得！”说起初
衷，曹献英说了两点，一是让学生愿
意学习，二是让教书育人落到实
处。“我50多岁了，生于老师之家，个
人从教30多年，再站几年讲台就要
退休了，静下来思考，心中感慨很
多。我以前上课，花三四个小时备
一次课，课堂上讲得口干舌燥，可很
多学生不领情，互动很难开展。学
生学不到东西，作为老师的成就感

和价值尊严从何而来？”曹献英在迷
茫中寻找到翻转课堂这种新的教学
模式。

2015 级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研究生舒杨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翻
转课堂的意义。“老师一般提前五
至七天推送微课视频和课前任务
单，有一次周五课后，老师竟然没
在周末推送，我们班上同学都等
着看呢，就着急催老师，原来老师

是想我们周末休息一下。下周一
才推送。”舒杨说，从满堂灌到现
在的翻转课堂，感觉进入到一个
全新的学习环境，学习劲头挺足
的。“更让我们满意的是，老师推
送了很多名师资源供学习参考，
教学内容来自全国高校，从一定
程度上落实了全国范围内的教育
均等化。”

曹献英的探索，换来的不止是

学生的认可，海南大学教务处处长
张云阁向记者介绍说，“曹献英教授
在翻转课堂的实践教学在全省范围
内走得比较早，学校今年在建设督
导队伍时，将曹献英聘为网络课程
教学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专
项督导。”

采访结束，暮色四合，学生们晚
饭后进入新一轮学习中，曹献英送
走记者后，也回到实验室。

3月1日下午两点多，安静
了一个中午的校园开始动起
来。记者在海南大学海甸校区
研发楼6楼电梯口等待曹献英老
师，先后遇到了她的两位同事。

“是采访翻转课堂吧？那
要好好表扬曹老师，她很专注
很用心，对我们的教学改革示
范作用很大，我们都很受启
发。”“50多岁的人，还经常备
课到半夜……”

记者在会客厅等了一会
儿，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正向
记者走来，手里拿着 IPAD，利
索精干。她就是海南大学食品
学院副院长、海南大学翻转课
堂教学改革的探索者曹献英教
授、研究员。

海南高校“翻转课堂”探索者曹献英：

欲将余年付教改

家长齐赞成 学校有苦衷

海口暂不推行

“端茶、敬茶、回赠纪念品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拜
师仪式在海南省商业学校上
演。为解决学校专业课中理论
与实践脱节的难题，海南省商业
学校在全省首次尝试“现代学徒
制”教学模式。

海南省商业学校“现代学徒
制”教学模式主要在中餐烹饪两
个班和高尔夫管理专业三个班
进行试点，并与省内、省外多家
知名企业签约，创建“学生—学
徒—准员工—员工”四位一体的
人才模式。

海南省商业学校校长符向
军告诉记者：“现代学徒制试点
是对校企合作的深化，通过师带
徒，可以把师傅的优良传统和精
湛技艺传承下来，同时可以培养
学生对从事职业的认同感，从而
留住优秀的专业人才。”

文/图 本报记者 郭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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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孝平

一前一后，我们走进了曹献英
的实验室，她麻利地打开手机进入
蓝墨云班课平台。“我所有的教学内
容都在这个平台里，我现在的工作
设备就两个，电脑和手机，电脑是用
来录制、推送微课视频等资源，手机
是拿去上课的。”

“翻转课堂是教学过程的一种组

织形式，学生在课前自主完成知识的学
习，课堂上老师组织同学们通过展示交
流、协作探究等完成内化知识的过程。”
曹献英说，在目前传统教学中，老师满
堂灌、学生常常不爱听。

“翻转课堂给我们带来新思路，
它强调的是翻转学习的流程，学习
的开端是在课前开始的，学生通过

手机观看老师推送的微课视频，自
主学习、自定进度、碎片化学习，比
如在食堂吃饭、在路边等车都可以
观看。而课堂则变成了老师学生之
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老
师还可以关注到个别需要关注的学
生，从而达到更好的个性化教学效
果。”曹献英说，具体说来，翻转课堂

解决了四个问题。“一是解决了传统
课堂满堂灌的问题，老师讲老师的，
学生爱听不听；二是迎合了学生爱
玩手机的需求，课堂上手机教学；三
是丰富了教学形式，培养学生主动
学习等多方面的能力；四是达到了
个性化教学的目的，课堂关注到每
一位学生。”

曹献英从2015年秋季学期开始
尝试翻转课堂，但私下的探索更早，
之所以被海大校方得知，缘于一次
偶然。“有一次，教学督导来班上听
课，发现我班上的学生放羊一样，三
五个围坐在一起，人人都握着手机，
大声地讨论激辩。督导听完课之
后，知道我是在尝试一种新的教学

方式，就向学校汇报了……”
翻转课堂这种教学改革，教学

设备从书本移到电子设备，而且备
课时间大大延长了，课堂形式改变，
对老师而言是一个挑战。“课前，要
设置任务单，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
要录制视频，一个知识点一个视频，
供学生碎片化学习。课上，通过组织

活动、表演、辩论等方式，让师生充分
互动、学生充分表达自己。”曹献英
说，她一般上两堂课备课达五六个小
时。“我可以在任何闲暇时间思考，一
般到了夜深人静时才能安心地录制
视频，经常熬夜。”因此，曹献英的体
重也是起起伏伏。“有一次参加北京
大学为期八周的翻转课堂学习，为了

跟上老师的进度，只能深更半夜地看
教学视频、做作业、做试题，结果体重
瘦了好几斤，但以93.74分的成绩获
得了优秀证书。”

而同学们则发现，曹老师还有另
外一种体重曲线：开学时挺胖的，到
了一学期中期明显见瘦，学期末更瘦
了，但过一个假期体重又回来了。

3月 10日下午4时，校园
里的铃声还没响起，海口市第
二十六小学的门口早已被一
群等待多时的家长们堵得水
泄不通。“怎么还没出来，我今
天还有急活，只跟单位请了半
小时的假。”家长曹毅和等得
有些不耐烦。

每逢周一至周五，海口的
不少家长都会和曹毅和一样
为这个“四点难题”头疼不
已。而这个难题在全国都十
分普遍。近期，这个难题终于
开始有了解决之道——前不
久，南京、扬州等地率先开始
试行“弹性离校”，在今年的
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
生表示，将在全国分三步走推
行“弹性离校”。

所谓“弹性离校”，就是学
校在放学后为学生提供延时照
顾服务，以此缓解“放学早、下
班晚”的接送难题。对“弹性离
校”家长学校怎么看？在海口
推广之路有多远？

绝大多数希望实施

家长邱耀在海口一家广告策划公司上班，
每天下午的三四点是他们团队探讨方案的时
间。为了平衡工作和孩子接送问题，从一年级
下学期起，他就为孩子报了托管班。

“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做。”邱耀告诉记
者，他尝试过自己请假去接，但那并不是长久
之计，次数一多领导难免会有意见，自己的工
作也跟不上步调。因此，尽管对托管并不完全
放心，但邱耀还是无奈地选择了这一方式，“如
果真能推行弹性离校，我肯定举双手赞成。”

家长张甜、麦正为认可邱耀的看法，她们
坦言，中国妈妈大多是职业女性，为接孩子只
能早退，有的家庭爷爷奶奶可以接送就相对轻
松，但回家后孩子是玩游戏还是学习无法保
障。“如果孩子放学后能在学校里边参加兴趣
活动、边等家长，我们很省心。”麦正为说。

张甜很看好“弹性离校”这一模式，她认为
这种模式很人性化，即使多收点费用都她都愿
意接受。在记者随机采访的10名家长中，所
有家长都赞成实施“弹性离校”这一方法。

“弹性离校”不易实行

一边是家长的一片叫好，另一边则是老师、
学校的一片担忧。在记者的采访中，众多教育界
人士都表示“弹性离校”看起来虽好，但执行起来
还有许多难题需要攻克。

四年级老师王海丽拿着自己一天的工作
表对记者说，“我每天6点多起床，7点到学校，
下午4点放学改作业、备课也要两个小时。即
使是除去中午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一天的
工作时间也超过了8个小时，如果再增大我的
工作量，我如何做好教学？”

海口市第二十六小学教师陈莹更多的是考
虑孩子的安全问题。她认为“弹性离校”后的时
间本来就属于非义务教育时段，一旦实施，如果
没有制度和经费跟进，孩子的安全无从保障。

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校长李玲也倍感担
忧：“按理说，这笔费用只能通过财政拨款或是跟
家长收费解决？如果财政拨款，这笔资金如何能
快速发到老师手中？”李玲还表示，如果效仿南
京，老师每天照管一个“弹性离校”学生一两个小
时仅能获得2元补贴，这样的方式不可能长久。

海口暂无计划

就在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
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小学主
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鼓励学校自主探
索，提供各类免费服务供学生和家长选择。

一方面国家似乎对“弹性离校”势在必行，另
一方面，海口市教育总督学王涯燕则坦言，海口也
有自己的担忧。在这其中，财政难题最令人挠头
揪心。

“财政拨款可以用于相关消耗品购置、场地
使用、购买社会服务、人员补助等费用，但通过
这一途径，务必涉及到财务、人社部门的通力合
作，同时也需要一套完善的机制，能够解决各类
可能出现的问题。”王涯燕表示，目前海口还没
有相关机制，各方面准备也不够完善，因此近期
海口暂时还不会推行。

记者了解到，海口目前已经拥有各类托管
机构数百家，在明确“弹性离校”计划前，海口市
教育局将继续通过一手抓监管，一手加速“午餐
计划”实施，全力保障每一个孩子的食品、卫生、
住宿安全。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热点追踪

省教育厅：

各地各校结合实际
开展安全教育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 实习
生陈卓斌）3月27日是第22个“全国中小学生
安全教育日”。省教育厅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
地各校认真研究、分析本地区中小学生发生安
全事故的特点，突出安全教育工作重点，有针对
性地开展各类安全教育活动。

除了将在海南省国兴中学举行的第22个
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活动启动仪式之外，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要结合本地、本校发生
事故的规律、特点，在“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
日”期间，通过主题班会、观看安全教育专题片、
开展安全知识讲座、制作安全教育宣传展板、参加
安全知识网络竞赛活动、组织收看安全教育节目
等形式，开展一系列的安全教育活动，强化学生安
全意识。要组织或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到校开展
安全知识进校园系列宣讲活动，普及安全知识。
要重点加强交通安全、防溺水、防火灾、防食物中
毒、防拥挤踩踏等安全知识教育，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我省开展未注册幼儿园专项整治

幼儿园拒不整改
将予以取缔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 实习
生陈卓斌）省教育厅日前印发《2017年未注册
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活动方案》，决定组织各专
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对未注册幼儿园进行逐个
实地考核和专项排查。对于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及时的未注册幼儿园，将
坚决予以取缔。

《方案》指出，2017年专项整治工作将按照
“先整改后整治”的原则。即各专项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须于3月20日至6月9日组织力量对辖
区内所有幼儿园进行拉网式检查，掌握辖区内
所有未注册幼儿园的基本情况；按照拉网检查
结果，各工作小组须在6月10日至8月31日
内，帮助达到办学基本条件的未注册幼儿园进
行登记注册，督查指导限期整改的未注册幼儿
园抓紧整改，依法取缔存在拒不整改等问题的
未注册幼儿园。

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单位）教育行政部
门要充分利用各媒体公布合格幼儿园名单，主
动引导家长进行选择；要做好被关停幼儿园在
园幼儿的分流安置工作和幼儿园举办者的思想
工作，确保清理整顿工作顺利开展；要结合全国
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中“无证机构管理”模块
信息的采集要求，将辖区内所有未注册幼儿园
的基本情况录入系统并定期完成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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