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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疫情期间的教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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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做好疫情防控 有效支持“停课不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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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各级各类学校51.88
万所、专任教师1672.85万人、
在校生2.76亿人，教育系统在疫
情防控期间面向全国亿万学生
开展大规模在线教育是历史上
没有过的，在全球也尚属首次。

我们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全
球最大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
改造工程和一个师生信息素养
提升培训工程，一次全球最大
的信息化教学社会实验和一次
开放教育资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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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规模互联网教育组织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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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一堂课”，共话“家国情”

3月9日，清华大学艾四林、中国人民大学秦宣、北京
师范大学王炳林、中央财经大学冯秀军四位教授在线“云”
开讲，千万高校师生通过各种方式收看了网络直播。这堂
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和人民网共同举办的“现象级”思政
课，让居家多日的大学生们热血沸腾。据统计，当日共有
5027.8万人次观看了在线直播，相关网站、客户端、社交
媒体访问量达1.25亿人次。3月9日直播结束至3月10日16：
00，累计回放点播量达3467.7万。

本次思政大课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在研制印发《关于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高校思政课教学组织工作的通
知》等两个文件，精心组织高校思政课教师在线备课在线
教学、学生在线学习、专家在线答疑的基础上组织实施的。
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3·18”重要讲话发表一周
年的重要工作安排，也是疫情防控期间加强高校思政课教
学组织工作的重要举措。

本次思政大课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四门必修课教学
内容，旨在解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疫情防
控的决策部署，分析中国抗疫彰显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
人故事，教育引导学生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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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之声，助学暖人心

“谢谢叔叔阿姨，多亏你们的帮忙，我才能向现在这样不耽
误学习，正常联网上课，实在是太感谢了！”3月9日上午，在宣
城市郎溪县毕桥镇长何新村农家书屋，年仅14岁的初中生周雨正
向着村两委干部们连声道谢。

据了解，周雨家住长何新村沟村组，今年正在郎溪县实验中
学读初一，家里条件比较困难，爷爷奶奶还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其父亲小时候得了脑膜炎导致精神存在问题，母亲则是智
力存在障碍，人有些痴呆。周雨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成长，
但她却是非常懂事，从来不抱怨，学习刻苦，成绩也非常好。村
党总支书记杨玉田说：“对于村里向周雨这样因为家庭条件、网
络不通畅等因素无法进行正常线上学习的学生，村里在了解到情
况后，会在第一时间及时联系他们，通过村农家书屋的便利为他
们提供学习条件，好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正常进行线上学习，不耽
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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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课堂”助贫困生上“网课”

3月9日上午，连云港赣榆区塔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传出学生们
朗朗的读书声。走进二楼的“传习堂”，十余个学生间隔而坐，面戴
口罩，坐姿端正，抑扬顿挫地跟着大屏幕“云课堂”朗诵着古诗。
“上网课，一个孩子也不能少。”塔山镇团委书记陆俊雯告诉笔者，
塔山镇精准施策，开展“支部课堂 助梦飞翔”志愿活动，切实解决
了困难学生无法上网课的难题。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为保障学生们“停课不停学”，学校把
课堂搬至“云端”，把教学转至“线上”。然而，塔山镇陆续接到各
学校反映有少部分学生经常上课不在线，甚至没有上过网课。塔山镇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人员对于学校反馈的名单进行摸排，发
现初中部17人，小学部131人，由于无设备、无网络等原因，无法参
加网上学习，课程进度落下许多。了解到这一情况，该镇迅速行动，
精准施策，在“支部代购车”志愿服务的基础上，推出了“支部课堂
助梦飞翔”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挥党支部作用，以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平台，开通“云课
堂”，招募志愿者，为困难学生补课，答疑解惑，跟上班级学习进度。

9来源：连网



市妇联开展为援鄂医护人员子女助学活动

3月7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妇联联合市图书馆、行知教育、
学大教育举行“你抗疫·我助学”爱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市妇
联、市医院、中医医院、临河区人民医院的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 市图书馆为39名医护人员及其家庭授予“荣誉
读者”称号，享便利借书、获赠学习资料等服务，为有学龄儿童
的家庭提供市图书馆文创体验馆体验卡，没有学龄儿童的家庭赠
送市新华书店的购书卡。行知教育将针对39名医护人员的幼儿、
小学、初中不同阶段的子女，安排相应学段的课程，内容涵盖易
乐魔法数学、TK智能幼儿英语、小牛顿魔法科学、高思数学、思
泉语文、思高英语等北京名师课程以及春季护学陪伴学习。学大
教育将充分利用在线个性化辅导的优势，通过PPTS学习测评，为
援鄂医护人员的子女量身制定学习计划，针对小学、初中学段的
学生提供书法速成课程、音标课程。同时在疫情期间将为医护人
员子女建群，进行点对点线上课程答疑，疫情结束后提供3个月的
专人陪读免费自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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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合力助学 解决燃眉之急

3月1日，为广东清远市贫困学生送电脑、送网络公益
行动启动仪式举行，爱心企业捐赠500台平板电脑，中国移
动清远分公司免费为每台平板电脑提供64G网络流量，支持
不具备线上学习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开展线上学习。
“我们可以共用一台平板，还可以帮姐姐省下流量费
用……”洲心街竹园村的双胞胎姐妹梁玉春、梁玉燕（均
化名）欢欢喜喜地接过平板电脑，很快学会了操作方法。
因为家贫，姐妹俩主要由奶奶和外出打工的姐姐供养，最
近一直在用姐姐的手机参加线上学习。随着各地复工复产，
姐姐即将离家务工，姐妹俩难以继续学习，崭新的平板电
脑解决了她们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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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直播课“神教具”学生赞“脑洞大”

“我们把这个盒子当作地面，这个一次性纸杯是三脚架，这
支中性笔就是测量仪器，笔尖和笔筒，我们想象成物镜和目
镜……”3月5日晚，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工程测量》
网络课堂上格外热闹。只见该课程教师黄仕超左手端一个红色板
子，盒子上立着一个裁剪成三足形状的纸杯，右手持一支中性笔
在杯底上转动，黄仕超正在通过“自制教具”为150多名学生演示、
讲解水准仪、经纬仪和全站仪的仪器组合和异同，并不时开展互
动，了解同学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黄老师的脑洞太大了！在他的网课上，你永远不知道到他
下一秒会拿出什么‘神教具’。”“真心佩服超哥，他随便在家
里抓几件东西，就能变魔术般地拼成‘教具’！”据了解，自该
校2月17日“网上开学”至今，像“纸杯测量仪器”这样就地取材
的教具多次在黄仕超的直播课上出现，赢得同学们一致好评，纷
纷点赞老师“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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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凡的“故事会”点燃学生爱国情怀

“今天播种在孩子心中的芽，总有一天会抽枝长叶，
开出最美的花！”2月27日，湖北省武昌水果湖第二小学学
生家长张莹发出的这条朋友圈，赢得了数十个“赞”。

2月26日，该校37个班召开“同心抗疫、守护安康”主
题班会，多个发生在新冠疫情中鲜活的“故事”在孩子们
面前一一展现，“很多同学都被‘燃’哭了，这样的爱国
感恩教育来得太是时候！”学生邓岩珈的妈妈说。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万众一心抗击疫情，全国
各地支援武汉，孩子们需要一场“仪式”来激发社会责任
感和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于是这场特别的班会应运而
生。

早上11点，学校1690名学生和数千名家长守候在屏幕
前，手摇着国旗，共同参与这场班会。班会穿插了许多发
生在疫情中的鲜活事例：钟南山院士满含热泪的眼睛，李
兰娟院士脸上深深的勒痕……一帧帧一幅幅都让同学们感
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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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全校学生在大队辅导员的倡议下，千人齐唱《我
和我的祖国》，千人齐诵《谁最美》，他们用诵读诗歌、歌
唱祖国的形式，为武汉加油、为湖北加油、为祖国加油！
“风雨压不倒，苦难中开花”“致孩子，愿今天发生的一切，
成为你人生的疫苗！”“传递力量，传递信念！看，武大樱
花开了！”……在学生家长们的朋友圈中，家长们纷纷发表
感慨，从这场不平凡的班会中，和孩子一起汲取了力量和必
胜的信心。



北京“云”模考
高精尖中心平稳应对六大难题

2020年是北京新高考元年，为了帮助高三学子尽快适应新高
考形态，帮助广大学子了解自己的复习状况，北京市教委组织在3
月3日至6日进行北京市新高考适应性考试。受当下疫情影响，根
据市教委要求，本次适应性测试采取“居家考试”的方式进行，
北京5万余名考生开启“云”模考。

北师大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基于适应性考试的需求，对
北京市房山区10所高中校、燕山区1所高中校、海淀区1所高中校
3058名学生的适应性考试进行了重点支持，大大解决了考试组织
难、试卷发放难、居家作答难、考试批阅难、数据分析难、考后
复习难的核心问题，收到了来自各方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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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升旗仪式

2月17日，周一的早晨，石家庄市育新实验小学一二班的宋
昊泽同学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网上升旗仪式。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后，宋昊泽同学被滞留
在了老家山东烟台市的一个小村庄里，但是他听从学校指挥，每
天坚持上报自己的体温，采取科学的防护措施，自行隔离在家里。

延期开学后，育新实验小学结合疫情，通过网络以“我和我
的祖国”为主题组织学生们开展了一系列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激励学生心系祖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让学生们懂得积极
参与抗疫就是爱国，从小培养学生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

爱国主义教育让小昊泽的心里深深的埋下了爱国种子，他和
爸爸一起在老家的院子里悬挂上了一面崭新的的五星红旗，在周
一的早晨完成了一场一个人的升旗仪式，表达自己对伟大祖国的
热爱，并为武汉加油！为祖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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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网课”在寒冬中温暖撤离

2月15日，陕西商洛市镇安县青铜关镇阳山村“因网络
信号差学生在山上搭帐篷上网课”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在短短十一天后，中国移动人在这近
1800米覆盖着冰雪的山顶上建起了4G基站，为求学孩童筑
梦护航。

得知阳山村情况后，中国移动人立即赶往现场走访，
他们踩着近40厘米厚的积雪和泥泞山路，顶着凛冽寒风，
历时3个多小时连续爬上四座山进行勘察，最终确定基站位
置，并当天连夜制定基站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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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云集结”，把最好的课程给学生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学校线上教学所带来
的挑战，西北工业大学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中心发起“研
究生助教线上课程助力计划”，整合利用学校线上服务保
障体系，征集招募了457名研究生助教，全力护航学校教学
工作正常运行。

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中心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学校“以
学生为根”的理念，将人才培养大讨论的相关举措落实落
细，重点从“教改、学改、管改”入手，注重课程教学过
程每一环节的学生参与，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促
进学生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给学生展示自我、体验
成功的机会，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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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爱心助学，让爱在线上传递

青浦区检察院青年干警爱心助学行动已默默开展多年，
在这个不平凡的2020年，检察青年通过线上爱心助学，将
心与心相连，把爱心继续传递。

往年，青浦检察团委在开学季组织爱心助学活动，以
实地走访学生、举办拓展活动等形式，关心和解决本区9名
在校困难学生的生活、学习需求，拉近与受助学生的距离。

今年，在响应国家号召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爱
心助学活动也根据形势及时调整，9名青年干警通过微信、
电话等方式联络“一对一”受助学生对象，采用线上爱心
助学的模式，将爱心传递。

19
来源：上海检察院官网



“村委会变教室” 很“硬核” !

为防控疫情避免聚集性感染，广东全省中小学生目前
都不返校，改为在线上教学。2月下旬，获悉这一情况的扶
贫干部和村干部担忧起来，村里贫困户家庭有上课条件吗？
没电脑、没手机的孩子怎么办？为了让村里贫困家庭的孩
子上网课，东江村随即开始忙活起来，摸情况、买设备、
拉网线……甚至把村委会的会议室“拆了”，改造成上课
的教室。

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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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创作歌曲为高三学子加油鼓劲

日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海洋学院博士生马晓晨，
为高三学子高考加油专门创作的歌曲《给你们的歌》，在
网络平台广为流传，引起关注。

几天前，马晓晨曾就读的母校高中语文老师，知道马
晓晨有音乐特长，委托他为母校的高三学子创作一首歌曲，
为他们即将到来的高考加油鼓劲。回想起九年前为高考奋
斗的一幕一幕，他顿时激情满满，在宿舍里一边写歌词一
边哼曲子，不到一个小时，就创作了歌曲《给你们的歌》。

结合自己求学的经历和抗击疫情的当下，马晓晨感慨
地说：“这场疫情，让所有学校都延期开学，尤其是对于
面临高考的高三学子而言，现在的学习和将来的高考，都
成为生命中最特别的纪念。”他在歌词中，他以地质人的
豪迈之情写道：“翻山越岭看见辽阔大海，面对生活不要
吝啬热爱。”

来源：中新网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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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携手美育“艺”起携手共克疫情

艺术战“疫”，作品传情。武汉市第四十九中学开展
了“疾疫无情，人间有爱”主题作品征集活动”。这是一
堂很好的德育课，也更是一堂厚重的美育课。同学们用画
笔讴歌“抗疫”英雄，礼赞“抗疫”事迹，用艺术的笔触，
凝聚起人民群众抗击疫情的强大精神力量，致敬新时代
“最可爱的人”。该校学生涂宇恒用15000个“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的汉字来“写”出钟南山院士的画像，更是
登上热搜。

22

来源：央视新闻



武汉中小学生居家防疫戴上“心理口罩”

“小张爸爸，孩子今天的作业还有点问题，我正在和
他沟通。请你和爱人安心工作，保重身体。”这段时间，
江汉区大兴第一实验小学的杨老师每天都要通过微信联络
班上学生小张的父亲，反馈小张的学习情况。由于夫妻二
人都工作在战“疫”一线，张先生和妻子每天回家都比较
晚，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业，“多亏有杨老师天天电话询问，
沟通效果比我们家长好多了。”

安排教师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一对一关怀，对一线医
务人员子女开展针对性心理辅导……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武汉市、区各级教育部门充分发挥在线教学主渠道作
用，为全体中小学师生及家长及时戴上“心理口罩”。据
不完全统计，各类心理辅导受众人群共覆盖全市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54738人次，学生358.1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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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江日报-长江网



直播培训课助力教师实现线上无忧学

从传统“面授教学”转到“在线教学”，不少教师对
于线上教学颇感压力，如何设计在线课程？线上教育教学
如何实施？如何把控和提升在线学习效果？

面对疫情，北京师范大学积极响应教育部《关于在疫
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联合培训与基础教育
管理处、教育技术学院、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继续
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教师教
育研究中心、师大教育集团等北京师范大学的行政和学术
机构，组织学校教育技术领域、在线教学领域的知名研究
专家和学者，面向全国基础教育一线教师，开展基础教育
教师在线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公益项目，推出系列在线
直播课程和精品微课，助力教师实现线上无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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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京师在线官网



时刻为高三学子，教师送试卷上门

近日，梁河一中教师为高三学生送试卷上门的图片和抖音
视频在微信群、朋友圈里得到点赞、评论和转发。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为阻断疫情
向校园蔓延，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中小学2020年春季学
期延期开学。然而延期开学后，孩子的学习该怎么办?为了使
高三学生在家也不落下课业，近日，梁河一中结合学校自身实
际采取送试卷上门的方式，全力推进教学实施。

高三学子面临着升学压力，任务重、时间紧。面对特殊时
期的高三备考，梁河一中想到了为学生送试卷的方法，由学校
教师组成若干小组把高三延期收假的试卷和作业送到全县6乡3
镇，828名高三学子领到了9936份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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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掌上德宏



共青城市村大学生“疫”线课堂显成效

“这节课的重点，就是这些知识点，大家要记住！下
面，我们再来看这道题……”近日，江西共青城市甘露镇
双桥村六房左家村民活动室，村里的大学生志愿者正在给
村里的小孩们免费辅导功课，让孩子们“停课不停学”期
间的在家学习更有效果。

共青城市科学谋划、多措并举，一方面广泛宣传、积
极协调，实现网课教学全覆盖，确保中小学生线上学习
“一个不漏、一个不少”；另一方面，招募本村组大学生
志愿者就近在本村组上“疫”线课堂，为防疫一线医护人
员子女和留村孩子免费辅导功课并做好心理疏导。村大学
生化身“教师”，村民活动室变为“教室”，“疫”线课
堂生动活泼，孩子们学习兴趣浓，“停课不停学”显效果。

“‘老师’教得很好、很仔细，让我们对所学知识理
解得更深、更透。”甘露镇双桥村六房左家学生左凯在这
里学了一段时间，他感觉比其自学效果要好。学生家长杨
胜利对“疫”线课堂非常认可：“村民活动室的条件不错，
村里几个研究生都在这当志愿者。小孩子在这里学习，我
们也放心！非常感谢这些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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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共青城市融媒体中心



高校开展线上“体育课” 学生家长齐“训练”

疫情当前，“延期不返校，停课不停教”的防控要求
让教师们纷纷从教室走向了“云端”。如何利用网络平台
更好地引导学生进行专业知识学习？居家环境中如何开展
体育教学？近日，武汉生物工程学院体育学院王丹丹老师
开设的网络瑜伽课颇受欢迎，学生们带动全家人一同“训
练”，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停课不停训”的线上教学风景。

“后腿伸直，前腿膝盖弯曲90°，双臂打平，平视前
方。带领家人们一起练习30分钟体式。在对家人进行教授
时，你需要多分解动作细节，有针对性的进行纠正，而不
是简单地背口令哟。”开课前，王丹丹老师会通过QQ群将
学习课件发给每位同学，并鼓励倡导学生们带上家人一起
练习。她任教的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有着较强的线下
互动特点，因此，王丹丹想了更多的办法来实现与学生之
间的教学互动。除了制作教学课件之外，还有课后邮件答
疑等方式。学生们以图片或视频的方式进行“课后作业反
馈”，王丹丹逐一批改并进行线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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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湖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12号京师科技大厦A座12层
电话：010-58807205
邮箱：cit@bnu.edu.cn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由
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移动、网龙
华渔教育、科大讯飞组建，主要任务是针对我
国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个性化学习服务
能力不足等问题，围绕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智
能教育服务的迫切需求，支撑开展远程教学交
互系统、知识建模与分析、学习者建模与学习
分析、学习环境设计与评测、系统化教育治理
等技术的研发和工程化。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是一个综合性科
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教育教学实验平台，由北
京师范大学设立，并与网龙华渔联合共建。研
究院专注于研究信息化环境下的学习规律，打
造支持终身学习的智慧学习环境和平台，以切
实支持数字一代学习者多样性、个性化和差异
化的学习。

cit.bnu.edu.cn

sli.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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