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宽渠道 网课范围全覆盖

贵阳市第十四中学教务处根据 “国家中

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和“空中黔课” 等线上资

源，指导学生居家开启学习模式，按照班主任

及科任老师课程安排进行学习； 云岩区向阳

实验小学及时组织学生观看学习空中黔课课

程，并结合“智慧中小学” APP 与部分线上微

课给学生安排学习任务； 清镇市卫城中学基

于优质网络资源和平台， 不同学科采取不同

的教学方式，每节课后，老师会通过“钉钉”

平台发布拓展任务， 并对学生进行一对一指

导，真正做到线上“教—学—评”的融合……

为了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参加线上教学，

居家轻松开启“云课堂” ，贵阳市教育局第一

时间与中央电教馆及北师大出版社、 外研社

等出版社协调， 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

台” 及部分出版社网上课程资源部署在贵广

网络的“筑教云” 。 此外，贵州省“空中黔课”

同步开通，课程资源涵盖全市小学、初中使用

的主要版本教材。

与此同时，贵阳市教育局积极打通各个环

节，拓宽播放渠道，电视或者移动终端……每

个学生都可以通过收看、 点播以上各种资源，

多种形式、多个平台，确保线上教学覆盖所有

学生，以实现网课学习不漏一人、不落一户。

花式网课 吸引学生“追屏”

在没有老师监督的“课堂” 上，学生注

意力不集中、 不自觉怎么办？ 针对这一难

题，贵阳的老师们不断创新授课形式，帮助

学生把注意力转移到屏幕上来， 破解线上

教学难题。

贵阳市新世界学校小学部的网课课堂

上，聊天似的教学氛围，师生之间连麦互动，

现场热闹非凡。 只见老师一提问，同学们便通

过举手小图标、聊天对话框、抢麦等方式踊跃

回答问题，同学们乐在其中。

手工教具、 磨合课程……中央人民大学

附小贵阳共建学校的老师们， 为了让同学们

在疫情居家期间也能收获知识和快乐， 线上

教研直至凌晨已经成了该校老师们的常态，

但并无一人抱怨。 无论何时，老师们仍旧活力

满满地为学校的“七彩课程”出谋划策。

有趣的英语课、欢快的语文课、感人的防

疫课……“云端” 学习别有一番滋味，老师们

使出浑身解数准备课件，寻找行之有效的教学

方法，提高线上教学的质量。与此同时，城市面

临“大考” ，学校更是就地取材，积极创新思政

教育模式，将全校教师同心抗击疫情作为育人

工作的重要实践，用言传身教为学生们演绎了

一堂人生大课。

打开思路 家校共育齐参与

疫情当前，岗位不同，责任相同。 特殊时

期，如何保证学生上网课的效果？ 增强家长的

教育参与度？ 线上家长会、系列家庭讲堂……

各学校多举措促进家校共育。

到了上课时间， 贵阳市南明区华麟学校

的东国辉也准时出现在直播间， 给学生们上

起了体育网课。 为了更全面地观察学生的上

课状态，东国辉一边把学生们分成几个小组，

依次通过视频连接，进行实时监督；一边请家

长进行配合，拍摄孩子的运动状态，及时发在

微信交流群里。

为让云端课堂效果更好，9 月 18 日，贵阳

市第五中学为全校学生家长举行了 “和美”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云端课程系列讲座。 同时，

学生在居家学习期间出现的任何疑问， 家长

都可以通过“和美”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与老

师进行交流。 “今后我们将认真学习实践，首

先自己不发火，才能从容、正确地帮助孩子进

步。 ”“作为家长，应该理解、体谅孩子，从学

会调整自己的不良情绪开始， 改变自己从而

影响孩子。 ”“日后，我会先与孩子商量好网

课的学习方法，制定奖惩办法，相信孩子会努

力学习，不再时时刻刻盯着孩子” ……听完首

次讲座， 贵阳市第五中学的家长们纷纷感慨

自己的不足， 并表示日后将站在孩子的角度

思考问题，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截至 9 月 16 日，贵阳贵安通过多种渠道

开展线上教学覆盖 10 个区（市、县）798 所中

小学校，72万余名中小学学生收看了网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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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贵阳市绝大部

分中小学开启线上学习模式。 怎样才能

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投入到生活和学习

呢？ 对此，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副主任、 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

健康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罗禹教授为

中小学生开出“心理处方” 。 他建议，疫

情期间，不要过度关注疫情相关信息，尽

可能多抽出时间主动与老师、同学、家长

进行良性互动。

罗教授的“心理处方” 主要从五个

方面为中小学生调整心态支招。

一是降低期待、减少冲突，促进家庭

和谐。 在突发变化的情景下，每个人都更

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唠

叨等情绪和行为的变化， 这是人们主动

应对变化的一种方式。 因此，我们对大家

的行为表现都要降低期待，保持一种“由

他去”的状态。

二是当你想发脾气、 或者感觉父母

情绪不好时，你可以主动按下暂停键，先

暂时回避一下冲突环境， 然后进行深呼

吸，待情绪舒缓后，再和父母一起直面并

解决问题。

三是选择关注、增加自觉，降低外界

干扰。 疫情期间，不要过度关注疫情相关

信息，选择性地关注官方通报数据，自觉

回避对社交媒体信息的关注， 降低各类

疫情信息对正常生活和学习的干扰。 也

可选择性关注一些感人事迹， 学习先进

人物勇于担当，舍己为人的精神，这会使

我们获得更多积极感受， 也将会成为同

学们成长的宝贵财富。

四是主动交往、探讨学习，提高应对

能力。 主动与老师、同学、家长进行良性

互动，比如一起进行线上读书会、探讨生

活学习问题、听音乐、做游戏等。 良好的

人际互动，相互给彼此力量温暖，可以提

高我们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 让我们在

困境中不慌乱、在重复中不单调、在消遣

中不沉迷。

五是保持稳定、增加仪式，提高学习

效率。 居家学习，学习节奏容易乱。 同学

们要在家长、老师的协助下，自行制定每

天的学习计划， 让自己跟上老师要求的

节奏。 回到熟悉的学习节奏中， 有张有

弛，才能够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 居家的

同学可以在家中布置一些类似教室的学

习环境，保持在校期间的一些仪式性，这

样也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比如，设置上课

铃声、进行课间操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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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22日， 记者从贵阳市

气象台获悉，受冷空气影响，全市各地

气温大幅下降，雨前雨后日最高气温降

幅超过 12℃。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两天

仍然以阴雨天气为主，公众需注意防寒

保暖， 农户需做好已秋收粮食的管护，

避免发霉变质。

据监测，9月 19日， 贵阳东山本站

日最高气温为 33.1℃，20日凌晨开始出

现降雨降温后， 当天最高气温降到

28.2℃， 由于冷空气持续影响，21 日白

天最高气温只有 20.8℃。 从数据上看，

贵阳日最高气温降幅超过 12℃。

一场秋雨一场寒， 气温的大幅下

降，仿佛一下子就入了秋。 由于阴雨天

气持续，导致气温相对较低，中老龄及

小孩需防范“秋冻” ，适时增减衣物，

避免感冒等疾病的发生。 值得提醒的

是，农村刚完成玉米、水稻收割，还没

有来得及晒干的农户， 要做好粮食的

翻腾散热，避免发霉变质，确保颗粒归

仓。

贵阳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

间，全市阴天有小雨，主城区气温 17～

22℃。气象部门还提醒相关单位做好核

酸检测点位的防雨措施，外出核酸检测

的市民尽量携带雨具；此外，鉴于雨天

路滑，重点物资保供的运输车辆要谨慎

驾驶，注意交通运输安全。（石奎 贵阳

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上网课，我们是认真的！

直击贵阳市各中小学“线上教学”

中小学生线上如何学习

心理学专家

开了个“处方”

爽爽贵阳

暖心行动

心理

疏导

◎相关阅读

线上学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摄

贵阳最高气温

降幅超 12℃

一场秋雨一场寒，是否又

到穿秋裤的时候了

核心

提示

奏唱国歌、行注目礼……周一，贵阳市观山湖区华润小学举行了

一场“云端”升旗仪式。 屏幕前，全体同学身穿校服、佩戴红领巾，认真

参与，仪式感满满，新一周的学习没有因为疫情放慢步伐。

疫情防控期间，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遵循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结合教学计划安排和居家网上学习特点，“一校一

策”科学有序开展线上教学，确保教育教学稳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