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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网络直播课后，处于终端的
字水教师该怎么上？

“上网络直播课，通常会一主一辅
两位老师。主讲听成都七中一线的老
师视频直播，字水中学的老师进行辅
助，帮助学生预习复习，解答疑惑。如
果问题比较多，直播间隙也可以通过
网络互动，直接向七中的教师请教。”
高二年级主任何红晴说道。

由于牵涉到两校合作，两校老师
随时都保持沟通，清楚彼此班级学科
进度，每周教研组所有教师必须留半
天时间，参加成都七中网校的集体备
课。

“感觉工作量是自己在普通班时
候的几倍。”高二物理教师邓有莉坦
言，从高一开始，她就觉得自己的神经
每一天都是绷起的。

每节物理课的教案，七中网校的
老师会在上课前一天通过网络传过
来，留给学校老师半天时间提前消化，
由于班级学生学情不同，自己必须做
预案，预计的重难点要做到心中有数。

课堂上虽然她不是主讲，但一刻
也敢放松，必须全神贯注观察学生的
反应，有哪些是学生的重难点，弄懂没
有。遇到大家眼神都困惑的时候，她
会立马停下来，给学生们补充讲解。

至于下课时间，通常都被学生围
着，忙起来的时候连上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回
到办公室批改下作业、备下课。很快又到晚自习
时间。又要赶到班级，看看同学们当天的作业情
况……每天都像是在打仗。

网络直播班刚开始，老师中间也产生很大的
困惑。最大的困惑是：“还要字水中学的老师干
嘛？”

“可以理解，上了20多年课的教师，忽然叫你
不讲课，内心更多的是失落。”教师发展中心副主
任颜新说，她理解老师们当时的感受，但正如校长
反复给老师们所说的：“教育改革的趋势不可阻
挡。”

“毕竟都是成都七中的一线教师主讲，他们有
丰富的经验、深厚的底蕴。我们的老师也许在某
一个环节、某一个知识点讲得比较好，他们是对整
体知识结构体系把握很精准，又有自己的一套方
法，哪个时间点必须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心中很有
数。”一位老教师做了客观分析。

经历一段时间的适应阵痛后，当看到七中教
师在课堂上的优秀示范，看到自己学生的变化，大
多数老师都会释然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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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一篇关于成都七中网校的报道——“两
条教育的平行线”，引发各界对远程教育的热议:教
育差异的弥补仅凭“一块屏”？

“不必夸大远程教育的作用，也不应抹煞它的作
用。”字水中学高一年级主任雷振业的话颇具代表
性。

“多年以来，我们也尝试各种努力，感觉没有像
这次一样给我们以实实在在的冲击。”课程发展中心
副主任、主管该项目的熊学龙所说的尝试，是几年前
与重庆本地名校的合作，名校专门派遣老师驻校指
导，一起上课。

字水中学校长王毅认为，本地名校的师资、人
员、精力始终有限，无法全身心投入，给学校的提升
也是点对点，或者阶段性的。不像成都七中网校这
样，能带着师生系统化地学习，并且经历高中三年教
学全过程。

经历了两学年，熊学龙澄清了对成都七中的不

少误解。
以前总觉得，成都七中考得好就靠疯狂的刷题，

其实他们对题型练习非常慎重，平时试题都经过精
心筛选，每一次练习要达到什么目标，很清晰。

“他们的每节课都能达到公开课标准。”高一物
理老师罗老师评价，有时候为了吸引学生兴趣，在课
件上花了很多心思，新课怎么引入，怎么调动学生的
情绪，看得出来多年的沉淀和集体的智慧。

成都七中的老师非常强调一题多解，也就是学
生思维能力的训练，一堂课一道题型喜欢层层铺垫，
启发学生找出多种解法，这也帮助远端的同学打开
思路，看到别人的思维过程。

都说考分是学生的命根。教师尹远最惊讶的是
成都七中居然有时候“不在乎”。

以数学为例，竟然会花一学期时间去讲导数，而
这在高考题型中分值不过10分。虽然高考分值不
大，但这类知识与物理、几何关系紧密，对学生今后

读大学从事研究，应用非常广。可见这所学校并不
功利，而是从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角度，帮助学生掌握
好更多有用的知识。

教师陈伟的语文课上得好，曾拿过全市赛课一
等奖第一名。但成都七中的教学方法也让他吃惊不
小，他发现成都七中的写作课居然“这么多”，而且语
文学科5本高中教材都要学完，一学期一本。那边的
老师经常放慢节奏，讲传统文化知识、经典古文，还
进行名著导读，他们的理念就是要通过大量阅读提
升学生的语文素养，而不单纯提高考分。原以为同
学们会吃不消，却发现孩子们上语文课很兴奋。

一位学生告诉陈伟，有一次写作课分享鲁迅，读
了大量鲁迅传记的七中同学讲得精彩生动，把他们
都讲哭了。因为网络直播，同一写作主题两地的同
学可以互相借鉴学习，相互影响。这边同学一下意
识到，自己与别人语文素养的差距——缺少大量的
课外阅读。

网络直播教学到底“牛”在哪儿？

学生的成长是多方面的，“一块
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教育差
距，更多还需要学校综合实力的提
升。它是一个契机，一次对传统教学
方式的冲击，最终要靠学校、教师的转
化，为我所用。这是字水中学这两年
探索实践下来的共识。

字水中学校长王毅这样描述字水
中学的未来：一所面向未来的现代学
术型中学。

为这一目标，学校一直在优化治
理结构，着力推动系列综合化改革。

首先是着力学术氛围建设，语文
主题综合学习、英语原版海量阅读、生
涯规划教育、班级新文化建设、假期自
主学习体系、家校共育、财商教育、复
式外语教学、成都七中双师协作型教
学、主题式教研等满足不同层次教师
发展需要。

其次，成立教师发展中心，朝阳工
程、新老结对、中青年教师答题竞赛、
优质课大赛，、校本教研，微型教育讲
座，学术活动周……针对教师的质量
提升计划，是一波又一波。

王毅认为，学校的成长必然是全
方面、综合实力的发展。

朗读者比赛、多彩的校园艺术节、
缤纷的学生社团嘉年华、创意独特的
民族运动会、啦啦操比赛……这些丰
富多彩的体艺活动给学校带来无尽活
力

体教结合课程改革，创设体育走
班制教学，体艺特长生培养卓著。校
田径运动队参加区运会,高中组荣获十
三连冠，初中组荣获十连冠，并培养出
国家级运动员、世界冠军多名。陈倩、
刘欣等美术特长生考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18
年傅艺佳获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400 米跨栏冠军，
2019年保送上清华大学。

从最先的一小步到现在的流星大步，字水中
学这几年走得风风火火。

学校初中、高中升学成绩逐年攀升。联招升
学率迭创新高，高考重本上线率已达40%。市区级
赛课，一等奖不断涌现。学校声誉鹊起，来校参观
团队近100个，人数逾4000人；先后获得“重庆市课
程创新基地”、“重庆市高中课改样本校”、“教师培
训基地”等多项荣誉。

“互联网+名校”仅是字水中学教育改革的一
部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字水人还会创造更
多的奇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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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8月新生报到开始，字水中学课程发展中心主任张发勇就陆续接到不少家长打来的电话，询问学校与成都七中
双师协作开通的网络直播班的消息。

“网络直播教学不一定适合每个孩子，学校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同样的话，张法勇已经不知道对来电
咨询的家长解释了多少遍。

此时，字水中学“互联网+名校”教学模式的改革还在进行时，还处于探索阶段，就引起家长及社会的广泛关注。

揭开神秘面纱的网校

一切始于字水中学和成都七中网校从2017
年开始的联合办学试点。

早在多年前，字水中学校长王毅就一直关注
“互联网+”模式对中学教育的冲击。2015年王
毅就任字水中学校长第一年，就与北京简单学习
网合作，力图引进更多优质教学资源和先进的教
学手段。合作过程中，虽然一定程度提升了教师
的课堂效率，帮助学生进行自我诊断，但在他看
来，还远远不够。

成都七中网校的发展模式很快引起了他的
注意，本校师资还需要3-5年成长培养期，人才
引进对于字水中学来说，始终不能一次到位。背
靠成都七中，采取“互联网+”的模式，把名师资源
同步分享给项目校，对于字水中学这样急于发展
的后起之秀，更像是一场及时雨。

王毅带领团队首先考察了成都七中网校的
合作项目学校綦江中学，再到成都七中网校本部
考察，包括到外地合作的项目校考察，四川、广
西、贵州等地，字水中学教师团队都走了一遍。

“与成都七中网校联姻，对字水中学来说是
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王毅与校领导班子
一合计，认准了这条路。

网络上有不少关于成都七中网校的“传说”。
四川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简称“成都七

中”网校）是2000年4月由成都七中和成都东方
闻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发起成立的全国第
一家高中学历远程教育学校

学校的远程直播教学，可以将本部课堂教学
的图像、声音、文字、图片、多媒体动画、视频材料
同一时间呈现在成都七中与远端学校，使远端师
生也能与成都七中实时双向交流。

再看看网校背后的成都七中，就明白了为什
么那么多所学校对其趋之若鹜。

近3年，在全国中学五大学科竞赛中成都七
中囊括金牌56枚，为全国金牌数最多的中学。
而在2019年全国中学五大学科竞赛中（全国中
学生物理、生物、化学等竞赛）就有14人入选国
家集训队，力压人大附中、衡水中学等学校，成为
全国入选学生最多的中学。

因此，成都七中号称“中国最前列的高中”。

还有一大堆头衔，“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中
国4所“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样板学校”之一、
教育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学校”……

面临“低进高出”的抉择

“这么多年，我们高中录取的大多数是全区
排名500名以后的学生。”学校招生负责人介绍，
字水中学的高中生源大部分来自初中部的学
生。因为实行初中划片招生之后，初中生源严格
按照规定从周边片区小学录取，对拔尖优质生源
几乎没有选择权，甚至还有流失。

受历史、师资、政策限制等多种原因，字水中
学高中部对顶尖优秀学生缺少吸引力。历史上，
字水中学曾经历经8所学校的整合，最近一次合
并是2004年合并了重庆十六中、重庆四十五中，
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面临团队磨合、教师年龄
结构老化、观念滞后等难题，一直发展步履维艰。

用字水中学教师的话说，学校基本上只能录
取学业成绩处于中下水平的生源。要在这样的
条件下，实现“低进高出”，创出字水中学的品
牌。与成都七中网校的合作无疑为学校优质发
展找到一条“捷径”。从实施近两年的效果来看，
在生源起点远不及城区众多名校的前提下，高二
年级网络直播班的学生模拟会考成绩平均分足
足比普通班高过100多分，在全区测试中也名列
前茅。

这让不少普通学生的家长一下看到孩子“再
进一步”的希望。

网络直播热背后的思考

从2017年9月网络直播班正式开班后的半
年，事情并未如家长、教师想象的那样顺利。

“上了一个月，就是上课看视频，有什么意
义？”家长何进是当时率先对学校提出质疑的几
位家长之一。

网络直播并没有他所期望的变化。“那段时
间孩子时常回来喊听不懂，跟不上。”何进描述，
看得出孩子从原先的兴奋到不过如此，到情绪低
迷，他开始有些担心起来。

网络直播课全程严格按照成都七中的课程

内容、实施节奏进行，师生接触后，明显感觉名校
的课堂教学确实节奏快、容量大，是普通班教学
进度的至少2倍，刚开始的一个月，一半学生都
喊吃不消。

“再累，必须挤出时间预习复习，才能跟上节
奏。”学生杨跃川总结。这对平时学习习惯不好
的同学是一种纠正，而且上课必须全神贯注，稍
不留神就会被落下。

“这类学习方式很容易出现‘两极分化’的现
象。”学校负责人评价，一旦适应了这种学习方式
的学生，都有大幅度的提升。反之，如果起点低，
再加上自我管理能力差，就很容易掉队。

确实正如学校负责人前面所言，“改革不是
适合所有孩子。”

王艳荣就是其中一名。经历一学期的痛苦
努力后，她最终选择了放弃，回到了普通班。回
去一周，她一下觉得节奏变慢了，心情也变得愉
悦了。

对于这类学生，学校觉得很正常。每个孩子
都有自己适合的发展方式，回到普通班并非坏
事。所以每学期总有一部分学生离开，又有一部
分在普通班“吃不饱”的学生进来。

家长何进现在回想起，庆幸自己的小孩最终
坚持了下来，现在高二年级，成绩也还不错。

创造“变量”的网校直播

小周是比较适应的那类型学生。提及网络
直播班最大的感受，那就是——自信。

“刚开始有点困难，好在老师给了我们很多
鼓励和帮助，下来也花了不少时间给我们及时辅
导，慢慢也就适应了。”小周说。

他在班级成绩算上游，刚开始的时候，与一
起上课的成都七中同学比较，一门学科测试下来
差距较大，现在基本上缩小在20分左右，这对以
前的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同样的试卷，他在班级最近的测试中考了第
一名，分数与成都七中尖子生相比也不错。

“以前觉得成都七中尖子生的高度是难望其
项背，现在觉得只要自己努力，是可以缩小差距
的。”小周信心满满地说，网校直播都是同样优秀
的老师授课，同样完备的复习资料，虽然起点比
人家差，在最后阶段还是有希望再上一层。

“肯定不只他一个有进步。”高二年级班主任
证实了班级学生学业上的整体变化，最明显的是
英语学科，同学们从课堂上听不懂到能主动提问
题了，其他学科的成绩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我们最欣慰的不是他们的学习成绩，而是
他们的自信心。”学校负责人说，网络直播班让他
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努力的方向，感觉一天
天在进步。

小唐和几位同学曾到成都七中学习体验一
周后回来，他全身像是上足了发条的马达。小唐
说，“我们的差距主要在基础，在学习方法，而现
在大家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课余，张法勇只要在走廊上遇见最近进步比
较大的同学总会习惯性拦住他们，然后用自己最
擅长的物理公式给孩子们打气——“你们看，牛
顿运动定律‘Vt=V0+at’告诉我们，决定你们最
后能走多远的不是你们的起点、你们的初始速
度，而是你们的变量——加速度。只要在最后关
头，你们再拼一下，是能创造奇迹的！”

网络直播班，正帮助字水中学的孩子们创造
奇迹。

李达毅 谭茭 万芮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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