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下半年的课程数量和上半

年一样吗？

答： 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王月

芬表示，下半年“空中课堂”依然覆

盖 21 门学科，但涉及的学段从上

半年的 41 个增加到了 53 个，多出

来的主要是高一非统编学科的课

程，所以拍摄总课时会比上半年多

数百节，共计将近 5600 节课。

此前，截至 2020 年春季学期

结束时，本市共完成制作 5000 余

节优质在线教育视频课，对象覆盖

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 140 余万

学生，内容涵盖中小学所有基础型

课程，实现了本市中小学生的居家

在线学习，最大程度地降低疫情对

本市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的影响。

本市正在录制 2020 年秋季学期中

小学在线教学视频课，最终将形成

一套完整的优质视频课资源。

问：目前秋季版“空中课堂”录

制进度怎样？

答：以小学语文为例，每周会完

成 36节课的拍摄，目前所有学科都

已完成了教学进度和视频课的教学

设计，开学第一周近 300节课已经

全部上传，第二周的课程也已经进行

到专家审核流程中，很快就能上传。

问： 秋季课程的录制团队和春

季是同一拨人吗？

答：2020 年秋季，有 2140 名

教研员、教师和技术人员参与了课

程的设计制作，比上半年有所增加。

其中有 600 多名教研员，占总人数

的 30%，还有 100 多名教研员、约

100名正高级、特级教师亲自授课，

可以说，凝聚了上海的名师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录制的都

是各个区优秀的骨干教师，屡屡获

奖，教学实效得到认可。在双向选择

的基础上，更换了一部分春季录制

团队的教师成员。以高中语文课为

例，全市有 22 位优秀的语文老师

参与了第二阶段“空中课堂”的录

制，其中有 9 位参与过第一阶段录

制。加入更多新鲜血液，旨在让更多

老师得到锻炼和提升。

问： 一名老师要负责制作多少

节课呢？

答： 各个学科不一样，一般而

言，因为现在提倡单元教学，整体备

课教学以单元比较好，所以一位老

师会承担一个单元。

问：学校里也上课，空中课堂又

播放视频课，是否会有冲突？

答： 与上半年全体在家看网课

不同，下半年的“空中课堂”的定位

是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更

注重加强线上线下的相辅相成，同

时也增强了单元和单元间的衔接，

问题链的整体设计更清晰。课程的

播放进度是按照课标来的，和学校

授课基本一致，学生可以将其作为

预复习使用，在校老师也可以通过

平台下载课件，将其中内容融入自

己的教学设计，结合本校学生特点，

优化课堂教学；学生也可以回看，不

会和常规教学产生冲突。个别无法

返沪的学生，也可以通过视频课程

保持学习的连贯性。

此外，在课时安排上，也关注到

学校自主学习和复习时间的协调，

所以第 9周和第 18 周会留给学校

自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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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海 150 余万中小学生

将迎来新学期。

“新学期”三个字，就像清晨醒

来点亮脑海的第一缕阳光： 一个新

的阶段来了，我该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央视播出的 2020 年 《开学

第一课》上，邀请到“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钟南山，“人民英雄”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张伯礼、 张定宇、陈

薇，以及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

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张

文宏、吴尊友、毛青等为同学们送

上开学寄语，其中不少人都提到了

希望同学们“超越自我”。

其实，超越自我正是在一段段

里程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更好的自己， 不仅仅局限于更

高的分数、 更好的排名。 升入新学

校，你是否交到新的朋友，从他们身

上学到友善包容的品质？ 进入更高

的年级， 是否决心制定技能提升计

划，在关键时刻秀出独特的魅力？与

师友重逢， 你是否因自控的毅力收

获健康体态，让大家刮目相看？面临

更复杂的知识体系， 你是否能保持

好奇与信心，钻研解决、直面挑战？

当遭受突至的委屈或危险， 你是否

能够保持冷静沉着，用智慧化解？对

待一日三餐，你是否学会按需所取，

敢于对铺张浪费行为说不？

曾在多个场合称自己“最喜欢

的职业是教师”的马云，近日也为

家长们做了开学分享。他在演讲中

提到，要让每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

己，“我们要培养孩子对未来有期

待，对事物永远保持好奇心，正确

地对待未来， 面对挫折懂得学习

……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但是每

个人都应该、也都可以幸福。 幸福

不是我们拥有了什么，而是我们拥

有了对生活的态度。 ”

新学期里， 试着打开视角，找

到自己喜爱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

的方向。一切源自内心的尝试与获

得，都将为自己积蓄能量，感受满

足和幸福。

同学们，一个崭新的阶段又来

了， 一年年寒来暑往似曾相识，不

同的却是身处其中的自己。人人皆

是自身的雕塑家，今天的你从什么

角度为自己打磨，明天就将以怎样

的姿态面对世界。

愿你不负光阴，成为更好的自

己，未来的路必将目力明晰、步伐

轻快。 （见习记者 庞菁涵）

在徐汇区教育学院的录播厅

里，来自交大附中的语文老师孙悦

正在录制高三的语文课。孙悦正前

方的屏幕上正滚动播放着台词，但

大多数时候，对台词已经滚瓜烂熟

的她并不需要用到提词器。场下，是

辅助录课的教研员团队和摄录技术

人员。

在这个小小的录播厅里，将要

完成全市高中语文、高中信息科技、

小学自然学科共计 566 节课的录

制，约占全市视频课程的 1/10。在

视频课中呈现的只是一位老师的镜

头，但在其背后，却是教学团队、技

术团队、后勤保障团队的协同作战。

高中语文由 22 位老师作为上

课老师，每人负责一个单元的整体

教学，还有一批市、区教研员作为支

撑，一起备课、磨课，教研员还会现

场帮助录课和把关。而技术团队则

承担着拍摄、制作、提交审核的工

作；后勤团队则负责物资、防疫保障

等各种事务。

录课老师的名单是 7 月 9 日

就经过双向选择后确定的。

市教委教研室高中语文教研员

范飚介绍，以高中语文为例，6月开

始组建录课团队，7 月启动备课，

市、区教研员组成的指导团队，和备

课老师一起，要多次开会讨论一个

单元的整体架构，在第一次备课时

确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授课老

师制作教案初搞，再由教研员和中

心组老师反复磨稿。每个老师在提

交初稿时，都要涉及六个板块：思考

准备、提出问题、教师演示解决问题

的过程、呈现一种结论、反思小结以

及布置作业。

7月至今，已经经过了 9轮集

体备课，每一节课讲稿修改都要七

八次，字斟句酌，最终形成讲稿，现

场录制。

正式开拍第一次开镜是 8 月

10日，录制后，还要由技术团队进

行后期制作、PPT 修改和定稿，进

行 PPT和视频的植入，再进行审核

修改，上传到平台，根据市里专家审

核意见进行修改……所以每一节课

花费的心血都很多。

如果顺利，一天能录五六节课

的教学视频。徐汇区教育学院院长

李红透露，遇到自然课要拍实验、体

育课要拍示范动作等不可控因素，

有几次甚至拍到半夜十一二点才收

工。

线下课程每节课是 35-45 分

钟，视频网课则是 20 分钟，被“压

缩”的到底是哪些部分的内容呢？

范飚表示，由于“空中课堂”视

频录播课的特性，所以在和学生的

互动方面会进行缩减，但这并不代

表没有互动。老师们在课程设计时，

加入了“虚拟学生”，并且把学生容

易错的地方以“虚拟互动”的形式

呈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秋季版的“空中

课堂”更加强和线下任课老师的沟

通，很早就把录制课通过各区教研

员发给各个老师，让任课老师不仅

获得补充资源，更在备课过程中有

比较充分的时间，让学生通过预习

的方式，“吃透”20分钟的内容。

不仅如此，秋季版的“空中课

堂”，授课老师在录完一个单元后，

需要提供四样东西：简案、讲稿、

PPT，以及一份给线下教学的建议，

用面对自己学生的角度，建议学校

任课老师可以在哪些线下授课的地

方要特别加强和学生的互动，加强

学生体验和体验中的指导。

“空中课堂”不会和常规教学有冲突
在线教学视频课播放进度和学校授课基本一致，学生可以将其作为预复习使用

今天全市 150 余万中小学生迎来新学年

新学期，愿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晨报记者 李星言

“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熟悉的旋律又将再度响起，与上半年

不同的是，2020 年秋季学期中小学在线教学视频课， 定位将重点在辅

助线下课程的教学。

新学期开学后，师生可以通过有线电视、IPTV（电信、移动、联通），

以及上海微校、腾讯课堂、钉钉、晓黑板、百视通、联通沃视频、电信播播

TV、移动咪咕视频等渠道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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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交大附中语文老师孙悦正在录制高三语文教学视频 /?报记者 杨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