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3校园2015年1月26日 星期一 编辑：杨璐 组版：赵晴今 日 泰 山 <<<<

教育云平台“翻转”传统教学模式，师生随时通过网络互动

哪哪个个字字最最难难写写 学学生生投投票票说说了了算算

23日下午，泰安市中心医院
与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合作
续约仪式在中心医院远程会诊
中心举行。标志着泰安肝胆病患
者将来仍将在家门口与上海专
家“面对面”，治疗疑难重症。

泰安市中心医院于2013年
3月正式开通与上海东方肝胆
外科医院远程会诊，“近两年
来，我们两家医院合作得非常
愉快，到目前为止，共完成远程
会诊40余例，有效地解决了患
者疑难疾患的高水平会诊问
题，深受患者和家属的好评。”
泰安市中心医院远程会诊中心
负责人陈敏介绍。

为了继续让患者享受到上
海专家会诊，让更多患者获益，

泰安市中心医院和上海肝胆外
科医院决定续约。泰安市中心医

院院长刘君，党委书记、副院长
韩书林，副院长张开刚，上海东

方肝胆外科医院满晓波主任等
代表两院参加了续约仪式。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是
在我国肝胆外科开拓者、著名肝
胆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
孟超教授领导下，集医、教、研为
一体的一所院所合一的专科医
院，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中
国工程院院士1名，博士生导师
26名，硕士生导师48名，高级职
称90名。在原发性肝癌的早期诊
断和治疗，中晚期肝癌的综合治
疗，原发性肝癌术后抗复发治
疗，肿瘤的免疫治疗、介入治疗，
复杂胆道疾病的手术治疗，肝胆
疾病的内窥镜治疗以及肝移植
等方面均居国内外先进水平。

泰安市中心医院此次与

上海东方肝胆医院远程联网会
诊续约仪式的圆满成功，标志着
两院合作形式有了质的飞跃，通
过这个平台，不仅可以为中心医
院提供高端医师资源，有利于进
行专业技术交流；而且还会有越
来越多肝胆方面的疑难重症患
者足不出户就能与上海知名专
家“面对面”的交流，让他们得到
安全有效的救助，让生命得以延
续。

目前，泰安市中心医院与国
内多家大型医院结成远程会诊
协作关系，为本地广大患者提供
了良好的就诊平台，让他们在家
门口就能轻轻松松解决疑难重
症。

文/片 本报记者 路伟

泰安市中心医院与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续约远程会诊

肝肝胆胆病病患患者者在在家家门门解解决决疑疑难难重重症症

本报记者 白雪

实习生 肖凤元

每位学生上课时
手里拿台平板电脑，做
题直接在平板电脑上。
提交后，题目的耗时和
正确率立即会以饼状
图的形式，发送到老师
讲课的电脑上。23日，
在宁阳县三所学校里，
记者亲身感受到泰安
教育云平台给孩子们
的课堂带来的“翻转”
变化。

山东省教育信息中心主
任仲红波在参加现场会时很
满意，他说，泰安市教育局成
立的这个教育云平台，成立
时间不是最早的，但目前看
来是山东省内很先进的。

“信息化的一个特点，起
步越晚越先进，在有些县级
区域早早发展，但现在整合
地方资源时会遇到障碍，需
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泰安市
教育平台一步到位，让各个
县市区都能享受到这一资
源，真正让每位学生、老师和
家长都能有个人的网络空
间。下一步，将把泰安的模式
向山东省中西部推广。”

泰安教育云平台

省内先进

在泰安市教育局网站
www.tajyw.net上，有一个新
网站的链接，在新网站中，有
一个泰安教育云平台的模
块，老师、学生和家长只要点
击注册账号后便可使用。

老师可以通过一个账
号，登录各个教育云下的应
用平台，包括数字化校园、课
程教学、基础教研、教师培
训、资源中心等。数字化管理
平台可以对学校的基础信
息、学生事务、行政办公、教
务综合、师资综合、体测健康
等进行管理。

资源中心汇聚了各类资
源，学生、老师可以根据教材
章节与知识点进行自主学习
与备课。教学平台、培训平
台、教研平台的资源可统一
汇聚到资源中心进行管理。

注册一个账号

就能网上互动

相关链接

在23日的会议上，泰山学院附
属中学老师组团参与现场会，他们
也在做“电子书包”的课程实验。校
长秦洁新说，教育信息化经费用途
25%用于硬件，25%用于软件，50%用
于培训。

“培训是经费花费较重的一块，
泰安给各县市区做了教育云平台，
学校不用再花费巨资去购买平台，
只需要接入网络就可享受资源，对
学校来说非常有益。”

泰山学院附属中学多次外出考
察学习，让老师先学习掌握这一教
学方法。秦洁新校长坦言，现在学校
中有很多中年教师，他们在接触新
事物上没有年轻老师快，学会这一
新鲜的教学方式还需要时间。

一参会老师表示，这种教学方
式确实很新鲜，但她比较担忧的是
是否可以大规模地推开。学生的家
庭条件不同，不排除有学生家里没
有电脑的可能，尤其是偏远农村的
学生。

泰城一位家长说：“借用这个云
平台，学生可享受免费的教学资源，
一般只要家庭条件允许，家长愿意
购买800多元的平板来满足孩子的
学习需要，平时上辅导班的价钱比
这贵多了。”

新型上课模式让孩子很喜欢，
一位老师肯定的同时表示担忧，要
是以后真的普及了这样的上课方
式，还得勤加督促学生不要看平板
太多以免影响视力。老师运用平台
上课时还该多考虑，让孩子勤加书
写不要一味依靠平板学习。

困难家庭学生

家里没电脑咋办

宁阳县实验小学在梦想
教室用平板上课。 本报记
者 白雪 摄

在宁阳县第二实验中
学，学校给五个班配备了免
费的平板电脑，其中四个班
是 住 校 班 ，一 个 班 是 走 读
班。

23日，在一个班级中，英
语老师在给学生们上课，“大
家现在把英语作文提交上
来”。学生们立刻用平板电脑
给作业拍照后提交，老师在
网络班级内查看学生的作业
情况，并在大屏幕上给学生
解析。

一位初中生说，“他很喜

欢用平板电脑上课，因为每
人一台，上课不认真听讲会
跟不上进度。现在听课更认
真，下课的时候还可以在平
板上反复回顾老师上课讲的
内容，自己在家复习。”

宁阳第二实验中学的曹
树兵老师说，“有人担心孩子
们会不会用平板电脑上网打
游戏，其实完全多虑了。因学
校平板电脑有固化程序，除
了电子书包外，什么功能都
不能用。现在学校的无线AP
是1000兆带宽，可同时覆盖

60个人，足够一个班级学生
使用。”

曹树兵说，用平板电脑
在线测试时，会记录你每个
题目所用的时间和出错的地
方，因为是实名注册得用账
户登录，哪个孩子出了错、走
了神老师都很容易发现。

宁阳一中校长孔令国
说，基于智慧教育这一平台，
学校创新了以微课程为基点
的混合式教学，让学生按自
己的节奏学习，把微课作为
传统教学的辅助。

平板电脑有固化程序 学生别想打游戏

23日，泰安市智慧教育
数字化校园建设应用工作现
场会在宁阳召开。上午，首先
来到宁阳县实验小学。在梦
想教室里，一老师正在给学
生们上课，孩子们的手里每
人拿着一台平板电脑。大屏
幕上，一个柱状图显示着孩
子们对难写生字的投票。一
女老师说：“通过大家反馈，
我发现大家认为《翠鸟》一课
中，最难写的生字是‘壁’。”
随后，老师着重教了“壁”字
的写法。

记者点开“壁”字，2 0
多位学生的名字显示在白
板 上 ，他 们 都 是 认 为 此 字

较难的学生。老师说，“经
过 学 生 反 馈 ，我 不 用 再 凭
经 验 去 上 课 ，而 是 按 数 据
调 整 上 课 方 案 ，当 堂 检 测
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学
生掌握情况。”

宁阳县实验小学三年级
英语老师王方圆录制微课
后，她所教的班级无人再去
补习班学习英语的相关课
程，这让老师非常欣慰。

基于泰安市教育局创建
的泰安教育云平台，城乡学
校间可以通过网络同步课
堂、翻转课堂教学，宁阳县实
验小学还投资10多万元新建
了一口录播教室，实现了与

乡镇偏远教学点的网络同步
课堂。

宁阳鹤山乡位于宁阳
西北部，部分学校英语教学
师资不足，自从有了教育云
平台，宁阳鹤山乡的山前教
学点的20多名三年级学生，
也可以和宁阳县实验小学
的学生一起听课，而且还可
以在网络上和老师交流。

据了解，这是泰安唯一
的一对一网络同步课堂，宁
阳县实验小学与宁阳鹤山乡
山前教学点结对子，对三年
级英语课实行在线同步教
学，山区的孩子也可以享受
优质小学的教育资源。

学生人手一台平板 票选最难写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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