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秉持“行稳致远”理念   开拓“智慧育人”之路 
河南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试点实施报告 

 

为提高教学和管理效率，迎接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要，郑

州市第十二中学在落实立德树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不断改革，致

力于智慧教育的探索和实践，打破了传统体制机制的束缚，积极探索

课堂教学培养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已经在教育信息化的道路上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我校以本次河南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试点校项目培训为契机，坚持育人为本、融合创新，以发展学生能力

为目标，以开展信息技术现代化为抓手，打造具有智慧教育特色的省

级示范性高中。   

一、研修效果 

我校参加本次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培训的骨干教师

共计 99 人，目前注册率已达 100%，学习率 100%， 参加培训和作业

提交 99 人，合格 99 人，合格率 100%，基本实现预期目标。 

1.能够熟练使用班班通的教师达到 100%，Aiclass 授课中心和平

板终端在新授课中应用比例达到 50%。 

2. 100%教师参与资源库的组建，做好数字化资源的校本建设，

积聚校本教育资源。基于数字化的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优化、提高

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措施。一方面要利用好网络提供的优质资源，另



一方面要立足本校的资源建设，着重梳理优化，形成共享机制，提高

资源的应用效益。 

3. 结合本校实际，聚集课堂，100%教师参与探索“让学习可见

的”智慧课堂教学模式，优化课堂教学设计的有效途径，继续扩大智

慧学习环境的开展。 

二、主要举措 

结合我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实际，为扎实有序推进我校教育信息

化的发展。 

（一） 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坚持高标准高起点统筹规划，总体把握学校教育信息化现状，以

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目标为指引，以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为导向，分

阶段组织实施，实现教育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 整体推进，突出重点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教育科研、教育管理、教育评价

的功能及作用，整体推进。重点实施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以自主导

学、个性化学习为主要特征的“让学习可见”的智慧课堂教学，助力

学校教学创新。 

（三）强化应用，提高素养 

在前期智慧课堂实施的基础上，以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为重点，

构建基于课堂、应用驱动、注重创新、精准测评的教师信息素养发展

新机制，全面促进学校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发展。 

（四）组建管理团队，明确工作职责 



学校及时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教学副校长为副组长，教务主任、

教科室主任，教研组长和网络管理员为成员的工作小组，具体开展本

次培训工作。并制定了奖惩制度和建立了学习激励机制，以确保本次

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分层宣讲，信息指导 

学校通过培训管理小组研讨，教职工大会专题学习，教研组分类

讨论等方式进行全员全方位宣讲渗透。 

建立学校管理员团队及团队微信群，通过微信群，及时将相关文

件传达给教师，并分类制定了各种方法说明、指导方案及操作手册。

指导学员注册、签到、测评和学习，每天检查和督促教师学习。 

三、经验和亮点 

（一）充分结合学校文化，稳步推进智慧课堂 

近年来，学校积极谋划学校新的发展方向，坚持德育为魂，创新

至上的思路，紧紧围绕核心素养的落实，主动探索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勇于开展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智慧课堂悄悄探索上路。 

学校以“行”文化建设为引领，秉持“行稳致远”的办学理念，

立足实验-推广-提升的三步走战略，历经 2 年的班级实验、年级推广，

才稳步走向全校整体推进“让学习可见”的智慧课堂教学。 

 “让学习可见”的智慧课堂教学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 通过

Aiclass授课中心和学生平板终端的对接，增强了课堂学习的交互性、

合作性与探究性，记录过程数据，方便、快捷收集学生学习的证据。

而在 “从学过了到学会了”过程中，教师通过评价任务的即时反馈，



能提供及时、精准辅导与指导，最大化地满足个性化学习。这样的方

式，让课堂充满竞争、思考、想象和智慧，更容易促使学习的可见。 

推行之初，学校设置一个公共教室的智慧环境进行示范课展示，

让教师和学生感受智慧课堂的魅力。然后在对教师和学生的智慧课堂

接受度调研和论证基础上，学校在高一年级推动智慧课堂的教与学的

创新探索。先后组织行政管理人员、班主任、任课教师、班级信息员

进行技术培训，并通过开展校内公开课、示范课、观摩课活动，指导

教师如何利用智慧课堂进行备课、资源利用和课堂评价。 

目前全校三个年级 32 个教学班实现智慧课堂的经常性使用和周

测无纸化精准测评。下一阶段阶段学校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管

理细节完善和教学功能提升，全面推动三个年级的智慧课堂常态化教

学，深度挖掘教学过程数据价值，提供精准教学和个性化学习服务，

积极探索智慧教育创建的途径和方法，以促进学生的全面、个性与可

持续发展。 

（二）多举措加强智慧教育与教学改革的深度融合 

为了切实提高教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提升课堂教学

水平，学校制定了《郑州市第十二中学“智慧课堂”实施方案》，指导

全校教师开展“智慧课堂”教学改革，让全体一线教师对现代化的信

息技术教学手段做到了“课堂用、经常用、普遍用”，引领教师利用

开放的动态课堂增强学生学习的独立性、自主性，让学生自己有意识

地成为学习的主人。 

学校在每年暑期组织全体教师参加信息化与教学融合相关培训，



系统学习智慧课堂如何融入学科教学的知识，并在日常教学中以教研

课的形式推进“智慧课堂”的实施，帮助教师接触新事物、学习新事

物、掌握新的课堂形式，进而提升教育教学能力。 

2018 年，为了做好信息化推进工作，学校已将其在课堂教学改

革、德育工作、学校文化和学校管理中的具体措施和推进思路，写入

了学校三年发展规划。学校建立了智慧教育工作计划和总结制度，定

期召开有关人员的工作例会，及时沟通、研讨、总结；制定了智慧教

育工作管理办法和相关奖励条例，使智慧教育推进工作有规可依，同

时对积极参加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的教师，给予表彰和相应的奖励；

学校每学年投入近 200 万专项资金，用于智慧课堂的建设开展、支持

师生开展智慧教育；制定了智慧教育活动专项经费的使用、保管和记

录的制度。 

（三）以智慧引领下的青年教师共同体建设为突破口，以点带面 

1.成立智慧教育特色项目工作室，加强智慧引领 

为有效开展智慧教育工作，学校成立了特色项目工作室。目前该

办公室有 6 名专职教师和 50 余名兼职教师对智慧教育如何开展、数

字化校园如何建设、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思路与途径进行研究、

并指导学校有效的开展信息化建设。 

特色项目工作室主任张红勋老师带领团队，从研究性学习与信息

技术的融合入手，自主开发出“研究性学习研究进展管理系统”软件，

升级创客教育功能教室，率先引入小组合作式平板教学，开启智慧环

境的教学实验，并在多年的实践研究中，形成一系列教学成果。 



2018 年，学校的教学成果《普通高中创新教育“工场+项目”课

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得到了国家的高度肯定和认可，获得了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普通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获评河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以多学科研究性学习引领学校特色发

展的实践探索》获评郑州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2021 年，由于学校勇于开拓，在指导学生开展创新教育方面取得

突出成绩，被授予“钟南山创新奖”，这是钟南山院士对学校教育工

作的肯定。 

 

 

 

 

目前学校的研究课题《综合实践活动创客空间研究》被列为河南

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课题，针对当前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教



学设备落后、师资力量匮乏、教学资源均衡等问题开展研究，初步形

成了信息化建设与创客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的研究成果。 

学校在特色项目工作室探索实践中，不断总结信息技术应用和智

慧课堂建设的经验，为智慧课堂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智慧支持。 

2．打造青年教师共同体，精品课例做示范 

学校在已有的特色项目团队的基础上，组织全体青年教师参加信

息化与教学融合相关培训，系统学习智慧课堂如何融入学科教学的知

识，并在教学中以教研公开课的形式推进“智慧课堂”的实施，从中

涌现出一批精品课例，给所有教师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学校充分发挥青年教师共同体的集体智慧，开展了基于“核心素

养培育下的单元整体教学活动，从“形”到“质”逐层递进，探索智

慧课堂的真谛。青年教师通过 ipad 辅助教学的不断实践，通过对单

元整体教学的深入理解，读懂课堂、读懂教材、读懂学情的能力日益

增强，核心素养落地找到了突破口，单元整体教学回到了“粗糙的地

面”。通过对课前、课中和课后三环节细致琢磨，成功打造“让学习

可见“的智慧课堂教学，形成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学校健康发

展的教学新样态。 

学校在每周文理科教研时间举行公开课听评课活动，校领导带领

各学科教师对青年教师智慧课堂公开课进行随讲随评，发现问题立刻

解决，从而极大的保证和提高了常态课的教学质量。并帮助所有教师

快速接受新事物、学习新事物、掌握新的课堂形式，进而提升教育教

学能力。 



我校生物教师冯进，使用智慧课堂录课参加郑州市信息技术与课

程融合优质课荣获一等奖，英语教师黄玉杰的智慧课堂获得郑州市优

质课一等奖。这些成绩极大鼓舞青年教师的实践热情，提高了智慧课

堂在学校的推广和使用。通过精品课的打造，可以提高老师积极性，

同时精品课例也可以给同科组其他老师起引领示范作用。 

3.以教研组为单位，打造学科特色智慧课堂 

全体教师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培训，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实施智慧教

育的素质。我们不妨以语文组开展智慧课堂的实践为例，了解一下学

校良好的智慧教育氛围。2019 年 4 月，语文组老师开展智慧课堂教

学的同课异构活动，在课后教研过程中，老师们纷纷表示，智慧课堂

真智慧，新的功能如拍照功能，抢答功能，投票功能，举手功能，照

片分享功能等，都让老师们耳目一新，而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老师对

课堂的监管力度也大大提升，一改语文课堂互动较少的、学生反馈无

法及时掌握的现状。 

语文教研组长袁四零表示，在大数据教育风生水起的浪潮下，当

中国古代诗文遇见智慧课堂平台，语文组老师不分老、中、青，以前

瞻的眼光、前锋的理念、大胆的探索、切实的践履，对语文课堂的智

慧化、文学性、诗意化作了有益的尝试。后期，将继续以“让学生的

学可见”为主线，积极推进学校“智慧课堂”建设，促进语文教学焕

光彩。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 

                                       2021 年 6 月 5 日 



附件一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智慧课堂”期末总结 

 

2020-2021 学年上学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在学校各级领导的推

动下，我校师生在课堂改革和创新的道路上稳步前进，同时在常态

应用的基础上，我校教师也迅速转变教学思路，积极探索教育信息

化 2.0 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新模式和新的评价方式，推动教学质量提

升和课堂创新。现将本学期具体工作进行进行总结，汇报如下： 

一、“智慧课堂”常态应用 

1.1 智慧课堂备课情况分析 

1. 1.1 智慧课堂资源使用情况分析 

本学期初中部运用智慧课堂备课情况如下图所示，总计引用资

源库资源 1423 条，其中高一年级引用数据较高；总计上传资源

1101 条；浏览资源 1328 条，其中高一年级上传及浏览数据量较

高。我校高一年级本学期正式使用智慧课堂进行授课，各学科教师

积极探索智慧课堂授课模式并与所授学科相融合与高一新生共同探

索出备授课方式方法。在备课资源的使用上，我校教师积极引用资

源库中的资源，也善于使用自己的优质资源。教师把自己的优质资



源上传至资源中心与学科组教师共享。 

 

 

 

各学科备课情况统计如下 

高一年级各学科备课资源统计 

学科 课件 引用资源(个数) 上传资源(个数) 浏览资源(个数) 

语文 45 90 26 33 

数学 84 66 55 69 

英语 121 181 180 192 

物理 46 119 86 83 

化学 22 43 28 42 

生物 80 187 162 169 

地理 22 27 8 22 

历史 68 49 36 39 

政治 94 117 88 92 

生命科学 1 2 0 0 

心理健康 2 0 0 0 

高一年级数据显示，生物、英语以及物理、政治学科备课引用资

课件 引用资源(个数) 上传资源(个数) 浏览资源(个数)

高一 583 877 666 738

高二 162 317 229 364

高三 138 229 206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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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较多，同时，上传资源也多。其余学科较少。结合各学科日常应用

情况，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是：英语学科主要对试题资源、音频

资源引用较多，语文学科对拓展材料引用较多，建议语文学科多多建

设拓展性课文资源。 

化学、地理学科在引用资源和上传资源等方面数据都较少，结合

学科日常应用情况，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是：教师缺少资源应用

场景，建议学科组教师共同探讨学科资源库建设方案，培训专家给老

师们讲解资源库的应用场景及原生资源与定制资源的上传、下载。收

集老师们反馈问题和疑问，后续根据老师们的疑问持续优化日常培训。 

高二年级各学科备课资源统计 

学科 课件 引用资源(个数) 上传资源(个数) 浏览资源(个数) 

语文 39 125 106 216 

数学 34 90 70 71 

英语 34 54 24 28 

物理 28 40 25 26 

化学 5 0 0 2 

生物 1 0 0 1 

地理 3 4 0 2 

历史 6 3 4 12 

政治 12 1 0 6 

高二年级数据中显示语文、数学学科引用资源数量最突出，经数

据明细分析，语文、数学学科周节次较多并且有明确的应用场景，主

要对试题的需求量引用较多，语文学科对拓展材料引用较多。 

高二年级从 19 年第一届开始使用智慧课堂授课，到本学期已经



进行了一年了。各学科教师在授课上也有自己的方式，对于课程的打

造鼓励教师使用自己优质资源，并上传至资源库沉淀校本资源形成优

质资源共建共享。 

高三年级备课资源统计 

学科 课件 引用资源(个数) 上传资源(个数) 浏览资源(个数) 

语文 50 33 33 35 

数学 52 82 65 74 

英语 8 4 12 19 

物理 24 110 96 96 

化学 1 0 0 0 

历史 3 0 0 2 

我校高三年级班级数目少，课业压力大，日常学习以检测复习为

主，资源使用情况较少。 

1.1.2 智慧课堂教学任务使用情况分析 

教学任务是贯穿智慧课堂教学课前课中课后全流程的教学活

动，多种形式的教学任务可以适应各学科、各门课程的教学环节。

本学期各年级教学任务使用情况如下表。 

 

各年级任务使用情况 

年级 预习 资源 微课 测试 投票 讨论 作品 思维导图 其他 合计 

高一 156 335 2 84 1 2 21 0 3 604 

高二 73 74 0 24 0 0 17 2 0 190 

高三 32 140 0 11 2 6 29 0 0 220 



合计 261 549 2 119 3 8 67 2 3 1014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校老师使用智慧课堂备课主要是用来创建

并发送教学资源，其次是帮助学生预习。测试任务占比使用较少。

主要问题可能在于：1.题库中没有老师想要的试题。2.老师教学观

念还未完全改变，对课堂反馈重视度不够。3.老师对智慧课堂与教

学融合不够深入。后期学校可以各学科教学组为单位定制教学相关

试题资源，将老师想要的、需要的资源上传至平台打造校本资源

库。同时利用各个学科教研组可进行集体备课，打造校本精品课。 

1.2 智慧课堂授课情况分析 

1.2.1 智慧课堂整体授课次数统计 

本学期全年级共开展“智慧课堂”应用 1122 节次。高一年级本

学年开展“智慧课堂”应用 748节次。各学科以学科组为单位，教研

过程中将 Pad 教学融入学科中，积极探索。各学科“智慧课堂”应用

情况如下图所示：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高一年级“智慧课堂”应用统计图） 

从表中可以看出本学期英语、历史学科应用频率相对较高，其他

学科次之。结合日常听课及与老师沟通交流，我校高一年级教师准备

智慧课堂的课程并且每周会有公开课听课评课。有助于文理科教师促

进交流进步。 

 

八年级本学期共开展“智慧课堂”应用 2138 节次。各学科“智

慧课堂”应用情况如下图所示：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政治

授课节次 59 63 288 38 35 78 30 12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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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第十二中学高二年级“智慧课堂”应用统计图） 

从表中可以看出，高二年级使用情况较差，在授课中使用较少。

原因可能为：在上半年疫情网课期间教学进度较慢需赶进度且因课时

较少，各科老师对传统教学模式更为熟练能够快速讲完课程，因此课

堂使用较少。但是学校开展智慧课堂并不是将传统课堂完全抛弃，而

是应该追求传统课堂与智慧课堂相融合。因此学校可更多的组织相关

的教研研讨活动，使得任教老师能够改变教学理念，同时老师在使用

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都可咨询天闻人员。 

通过各年级各学科应用数据可知，高一、高二年级的英语学科应

用比较突出。但是高一年级的整体效果较好。结合日常应用情况，分

析可能是：高一年级班级相对较多；经过本学期的实践，高一各学科

已找到了与信息技术的结合点及应用场景，应用深度和广度高于刚开

始使用。后续可由天闻咨询师整理出各学科应用场景，利用各学科集

体教研时间进行培训，或者邀请同学科老师现场分享应用方法。 

语文 数学 英语 政治 物理 化学 生物

节次 10 10 9 7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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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授课节次排名 

任课教师 授课节次 

魏明亮 122 

钮亚军 50 

胡华伟 29 

叶建华 22 

孙海峰 10 

江冰冰 10 

陈哲 7 

褚婉蓉 6 

袁四零 4 

王雷 4 

席坤 4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智慧课堂”教师授课统计表） 

1.2．2智慧课堂教学工具使用情况分析 

教师授课时对于教学工具的使用能够很好地把控课堂进度，活跃

课堂气氛。下表展示了各年级授课教学工具的使用情况。 

 

教学工具是指教师授课时使用的画笔工具、计时器工具、电子

教学工具(次数) 课堂控制(次数)
推送资源数(次

数)
课堂评价(次数) 课堂抢答(人次)

高一 414 8 35 56 132

高二 100 2 8 97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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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工具、返回课件工具等。教师授课时通过平板与学生进行互动，

使用相应的教学工具可以合理把控课堂进度。相比之下，高一年级

课堂工具使用情况好于高二年级，分析原因可知：高一年级授课班

级、课时量多于高二年级，故课堂上使用教学工具的频次高于高二

年级。 

 

高一年级各学科教学工具使用情况统计 

学科 
教学工具

(次数) 

课堂控制

(次数) 

推送资源数

(次数) 

课堂评价

(次数) 

课堂抢答

(人次) 

政治 3 0 2 0 0 

语文 0 0 0 0 0 

英语 309 4 4 37 0 

物理 3 0 3 0 0 

数学 14 1 4 0 0 

生物 22 0 3 0 0 

历史 38 0 12 19 8 

化学 11 2 4 0 0 

地理 14 1 3 0 124 

合计 414 8 35 56 132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高一年级“智慧课堂”各学科使用功能分析图） 

高一年级英语学科使用各项教学工具频次较高，各项工具中教

师使用教学工具次数最高。也鼓励教师多多尝试使用课堂评价工

具，全方位评价学生。 

高二年级授课教学工具使用统计 

学科 
教学工具

(次数) 

课堂控制

(次数) 

推送资源数

(次数) 

课堂评价(次

数) 

课堂抢答(人

次) 

政治 42 0 4 18 0 

语文 9 2 2 79 0 

英语 37 0 0 0 83 

物理 0 0 0 0 0 

数学 12 0 2 0 0 

生物 0 0 0 0 0 

化学 0 0 0 0 0 



合计 100 2 8 97 83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高二年级“智慧课堂”各学科使用功能分析图） 

高二年级政治、英语学科使用各项教学工具频次较高，各项工

具中教师使用教学工具及课堂评价工具次数最高。课堂评价能够在

授课过程中记录学生的表现并及时给予评价，有利于调动学生的课

堂积极性并为班级学生综合评价提供依据。 

1.2.3 智慧课堂校本资源建设分析 

学校当前正在探索校本资源积累模式，校本资源的库中新增资源

的来源主要有两种，校内原生资源和合作定制资源。根据分析中心后

台统计：当前校本资源库中多媒体资源总量为 18624 条,资源新增

4741 条；试题总量为 68921，新增 16820 条。各月增长情况如图所示： 

 

本学期从 9 月份开始学校开始新学期授课，各学科教师也积极上

传使用自己的教学资源。每月都有新增资源，这些资源会汇聚在资源

库中形成学校的校本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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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课堂”教研成果 

2.1 校内公开课 

为深入推进学校课程建设、教师发展，实现智慧课堂教学与传统

教学有机融合，在实践中不断分享、研讨、提升，我校本学期开展 “智

慧课堂”听课研讨活动，研讨课上课教师从教研组长、备课组长、骨

干教师中选出，于每周进行三节文科课程、三节理科课程的讲授研讨；

校内展示课上教研组教师进课堂听课，并组织评课教研活动，讲课老

师精心准备，学科老师精彩点评，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三、“智慧课堂”应用情况分析及建议 

通过本学期“智慧课堂”应用情况来看，发现老师在“智慧课

堂”应用过程中，基础操作已无太大问题。但是在智慧课堂与学科

教学深度融合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问题一：30%的教师需要加强智慧课堂的基础操作。 

建议：结合日常应用情况发现，通过本学期的应用实践， 70%

的老师基础操作已没有问题，30%的老师还需要继续跟进。故需要继

续加强个别教师的基础操作，天闻咨询师可深入到各个学科组，了

解学科组老师的问题，及时进行解决。 

 问题二：部分教师智慧课堂应用质量不高，需加强集体教研，整

理并输出学科模式。 

建议：结合日常应用情况发现，部分教师的应用质量不高，应



用过程中，基础操作已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智慧课堂与学科教学

深度融合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上课过程中，只是启动了教学

中心，但是运用平板和学生之间进行交互数据非常少。在每周集体

教研过程中，应加强“智慧课堂”的研讨，探讨如何更好的与学科

融合。 

 问题三：部分老师授课互动较少，通过后台数据统计，发现部分

老师上课开启了教学中心，但是运用平板和学生之间进行交互数

据非常少。 

建议：方法一：可以采用公开课的方式，公开课是老师精心设

计和准备的课程，通过公开课开展可以快速提升老师对各功能任务

的理解和运用。在公开课确定具体时间后，老师需要与咨询师提前

沟通，模拟上课场景，解决问题。 

方法二：以学科组为单位，树立学科典型，每个学科组至少一

名，起示范引领作用。 

 问题四：教师在常态应用过程中积极性不高，个别时候是为了用

而用。 

建议：方法一：在教师保持常态应用、常态教研过程中，以学

科教研组为单位，通过梳理各学科智慧课堂常态应用策略和模式，

进行精品案例视频输出，形成优质的校本资源。 

方法二：通过各个月份的统计后台数据和汇报课的表现，对应

用频率高，教学效果好，教研成果突出的个人和科组进行公开表

彰。鼓励教师的积极性。 



四、“智慧课堂”下学期推进建议 

➢ 建议一：加强微课教学任务的推送 

我校正在沟通微课录制设备的备置，备置到位后建议教师结合所

教授学科进行重点章节、重点知识点的微课录制。及时推送给学生，

并上传至资源中心作为校本资源的累积。 

➢ 建议二：加强校本资源库的建设 

我校从 2019 年正式使用平板教学已经一年半时间，在教师授课

使用上更加要注意校本资源建设，让教师存储优质教学资源，实现各

学科优质资源的累积以及教研组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 

➢ 建议三：加强优质课堂实录的积累 

我校录播教室可以录制我校优质课程，学校要注意教师优质课程

录制下来的课堂实录的积累。 

 

 

 

 

 

 

 

 

 



附件二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智慧课堂教学 

本学期工作重点内容 

2 月 28 日，学校召开了本学期智慧课堂工作计划讨论会，鉴于

会议中讨论内容，以及学校的实际情况和诉求，将本学期的工作从以

下几个方面推进和展开： 

一、网络和硬件设备解决，确保智慧课堂正常使用 

1、网络问题 

网络问题困扰学校已久，这也是上学期我校平板使用率较第一学

期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网络不稳定，频繁出现掉线已经网速较慢的情况。鉴于此，学校

在李九泉主任的主管下，联合汇龙公司技术人员，将学校网络进行彻

底的排查与修正，确保智慧课堂的日常进行，和录播教室的公开课以

及录播课的正常进行。 

对于网络硬件需要升级的，由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给学校提供一

份切合实际情况的网络升级报告。 

2、硬件问题 

学校班班通老化严重，经常出现重启、死机、蓝屏的现象，严重

影响教学进度以及教师的使用情绪，学校今年准备花大力气将学校现



有的电子白板升级为智慧黑板，以保障学校日后更好的开展智慧课堂

平板教学活动。 

二、资源引入与建设是确保智慧课堂教学的基础 

针对学校提出的平台校本资源匮乏，资源相对陈旧，没有及时更

新，无法满足教师日常备课、授课和使用。现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建设

和引入： 

1、公司平台自由资源的整合： 

为快速提高学校校本资源数量和质量，通过购买服务将资源厂商

自有的平台资料、习题以及课件通过后台上传的形式分享给学校。 

2、共享友好学校的优质资源： 

整合其他学校现有资源，优质课例以及习题导入至学校的校本资

源库，最大程度丰富学校的校本资源，为学校老师日后备课，提供更

优质的课例。 

3、整理和导入学校的各种试卷： 

将我校的每次周考、月考、期中以及期末考试的各科试卷收集整

理，并导入至学校的资源库，为学校日后开展高考复习打下坚实基础。 

4、收集和整理导入学校收集的教辅资料： 

已将本学期学校需要导入校本资源库的习题与资料收集完毕，鉴

于开课一段时间，为保证导入进度能跟上老师的教学进度，将采取滚

动导入模式，即先从目前的教学进度开始往后导入，保障这学期与教

学进度持平，暂定第一次在 4 月 5 日前，采用滚动交付模式，每两周



一交付，保障教师使用。 

从本学期开始，学校的校本资源建设会在每学期的学期初，由学

校将各学科在本学期需要上传的教辅资料，统一收集完毕后交付给服

务公司，公司将在收到资料的第一时间，召集人手开始录入，确保老

师在教学中能用到自己满意的习题与课件资料，从而更好的提高备课

效率，提升课堂展示效果。 

三、开展“引进来、走出去”活动，提升能力和素养 

1、邀请友好校老师来学校交流和授课 

4月中旬邀请友好使用平板教学出色的骨干教师，以学科为单位，

来我校举办优质公开课，我校老师按学科需要，进行现场观摩，取长

补短，通过交流和沟通，对我校教师日后开展平板教学也会起到一定

的帮助作用。 

2、引领其它学校到十二中交流和学习： 

全国各个省份有意向合作的学校，可以来十二中参观、调研、

学习、研讨，通过学习、交流以及观摩我校的智慧课堂教学情况，让

其更好的了解智慧课堂在十二中所占据的重要的位置，并向其展示我

校教师和学生在智慧课堂的风采。 

3、组织参观外省学校的先进经验： 

学校挑选使用平板教学程度较好的骨干教师，于 4 月或 5 月走出

去参观学习和示范校进行交流，观摩和学习其他学校教师在平板教学

过程中的方法，通过研讨，互相交流经验，共同进步，为日后回校更



好的使用平板教学打下坚实基础。 

4、参加省级教研组的“同课异构”活动： 

省教育厅教研室暂定于今年 4 月份举行“同课异构”活动，学校

也将积极协助学校教师，准备并参与此次活动，争取获奖，让更多人

知道和了解学校的平板教学的水平和成果，让智慧课堂成为我校的一

个令人瞩目的标签。 

四、学校智慧课堂推进与应用 

（一）智慧课堂校领导日常管理策略建议 

为了更加有效的推动智慧课堂在本校的常态应用，充分发挥智慧

课堂的优势，有效的促进学校教学效率、效果的提供。学校出台相应

的日常管理策略来保障智慧课堂的顺利实施。建议如下： 

1.建立管理组织架构 

建议学校专门成立独立的部门或项目组，来进行智慧课堂的专门

管理。由校领导作为项目组的牵头人，并制定专门的中层领导作为智

慧课堂项目组的专职负责人。将智慧课堂的应用推进责任到人。 

（组织架构详情见：附件 1） 

2.建立常态听课制度 

学校目前是每周一、周三文理科教研期间开展公开课听评课活动。

通过常态化的校领导听课制度，对老师们的智慧课堂日常使用起到监

督和指导作用，让老师们对智慧课堂的应该更加重视。另一方，校领



导的常态听课，也让学校领导对智慧课堂的应用情况、智慧课堂的功

能场景更加熟悉，有利于领导对整体情况的把控。 

3.建立月度会议制度 

建议学校的智慧课堂项目组成员每月组织一次智慧课堂的应用

情况总结会。由电教提供本月的月报和应用数据，作为会议的参考。

在每月的总结会上，对本月智慧课堂的应用情况进行评估，对出现的

问题进行回溯，并制定解决思路。并且在月会上制定下月度的重点工

作。 

4．期末总结大会 

建议学校每学期期末前组织全校的智慧课堂应用教师和学校领

导，进行一次学期总结大会。主要对本学期的智慧课堂应用成果进行

总结，对应用取得突出成果的老师进行表彰和激励；对本学期应用过

程中的问题进行整理，制定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对下一阶段的应用提

出明确的规划。 

（二）智慧课堂教师管理机制 

我校经过两年的平板使用，还存在有些教师不会正常使用平板教

学的问题，极大拖慢了平板教学在我校推广的步伐，针对这种情况，

在 4 月中旬前，对学校进行新一轮的培训。 

此次培训会按照教师使用平板的熟练度，分为高、中、低三档，

对处于这三档的老师提供不同的培训策略。 

1、高级提升档： 



对已经灵活掌握平板教学的教师，培训专家会以提高教师操作水

平，更好的结合课件内容为主辅以工具来实现备课内容提升，打造出

符合教师教学特点的优质课。 

2、中级强化档： 

对使用平板教学有初步了解的教师，则培训方向主要是在加强操

作，更好的将课件以平板的形式展示给学生，达到智慧课堂的主要需

求。 

3、低级起步档： 

对还不太接触过平板教学的教师，进行最基础培训，让其了解相

关工具和操作，目标是达到能正常上一节平板教学的公开课。 

（公开课打造流程见：附件 2）。 

通过这次的培训，让学校老师能做到根据自己的教学特点，独立

设计贴合教学内容的平板公开课。让每个老师能将平板教学作为常态

课教学，逐渐在学校推广开来，这样对学校申报智慧校园示范校有更

好的提升作用。 

 

（三）对于教师日常使用平教学使用和评优机制 

1.智慧课堂教师日常应用机制 

以周为单位制定智慧课堂使用应用规则，各年级学科组应按表格

要求完成智慧课堂应用指标，每年级每个学科每周应推选一例有关智

慧课堂优秀教学设计并制成课例，由电教进行课例统计分享至全校。



每周会导出各年级学科智慧课堂应用报表，汇报各年级学科智慧课堂

应用情况。 

（日常应用机制详情见附件 3） 

2.智慧课堂教师评优机制 

为鼓励教师创新，深入发掘智慧课堂应用模式，可根据一定规则

评选活动，对较排名较高的教师采取一定鼓励措施。  

（评优机制详情见：附件 4） 

五、学生平板管控问题 

在现阶段学校使用平板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平板管控成为一个重

点内容，如何杜绝学生违规使用平板，建立起良好的平板使用规范和

氛围，成为我公司的一个重点工作方向。 

1、对出现各种管控问题进行补漏洞处理： 

通过后台及时发现的学生脱离管控的方法进行迅速的补漏，避免

在学校大范围的传播。 

2、制定学生使用平板的规范准则： 

并对学生的平板使用提供一个学生平板使用规范准则。 

（使用平板规则具体内容见：附件 5）。 

 

 

 

 



附件 1 管理组织架构 

 

 

项目组 
建 议 负 责

人 
职能说明 

项目组长 正校长 

1. 数字教育项目整体负责人，指引数字教育的

发展目标和方向。 

2. 亲自参与学校内部定期的教学研讨活动。 

总负责人 
教 学 副 校

长 

1. 制定校内具体可实施的应用、研究计划（含

常态课、公开课、特色课、活动等）。 

2. 督促、管理校内计划的实施。 

3. 每月整理校内教学应用研究情况，以文字形

式提交至校长。 

4. 组织校内数字教育研讨活动。 

5. 组织、策划校内数字教育研究活动（天闻咨

询师参与策划，并提供技术支持） 

教研工作

组 
教研主任 

负责数字教育项目教研工作的设计和管理执

行。 



技术支持

组 
信息中心 

负责数字教育实验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含服务

器正常运行、各数字教育班级教室的正常运

行、网络通畅、以及数字教育老师关于平板电

脑和系统安装等问题的处理）。 



附件 2、公开课打造流程 

 

实施计划 任务分解 责任人 

教学设计 

授课老师确定课题，制定技术教案

（教学设计+教学环节智慧课堂功

能使用点） 

校方：授课教师 

学科教研组讨论教学设计、确定教

学设计 

校方：授课教师、教

研组 

重点从 pad 应用角度提出修改意

见，老师修改、确定技术教案。 
校方：授课教师 

资源制作 

根据教学设计内容，准备相关的教

学资源（视频、音频、动画、word

文本、PPT、练习题等） 

校方：授课教师  

演练试讲 

1.在智慧课堂教学平台备课、操

练。                                         

2.第一次试讲（邀请教研组老师来

听课、评课）                                 

3.按照教研组修改建议修改、优化

课程设计。                                    

校方：授课教师、教

研组 

1.第二次试讲（邀请教研组老师来

听课、评课）                                 

校方：授课教师、教

研组 



2.按照教研组修改建议修改、再次

优化课程设计。   

正式展示 

1.正式开课，开课需录像。                                          

2.邀请区级领导、教研员及区内兄

弟学校老师来听课。 

校方：授课教师、教

研组 

总结讨论 

1.授课老师输出教学反思报告。                                                                                  

2.由授课老师、教研组组长、天闻

共同讨论、总结该节课的得失，形

成文字性总结。提交校方领导参

考。 

校方：授课教师、教

研组 



附件 3 每周学科应用达标数据表（周）： 

 

综合 学科 优质课例 

输出 

达标数 

（例） 

备课 

达标数 

（次） 

授课 

达标数 

（次） 

资源使用 

达标数 

（次） 

资源新增 

达标数 

（个） 

主学科 

语文 1 7 14 35 35 

数学 1 7 14 35 35 

英语 1 7 14 35 35 

理综类 

物理 1 7 14 35 35 

化学 1 7 14 35 35 

生物 1 7 14 35 35 

文综类 

政治 1 7 14 35 35 

历史 1 7 14 35 35 

地理 1 7 14 35 35 

 

备注：表内数据应按学校实际情况调整。 

 

 



附件 4：智慧课堂评优办法： 

一、评定依据依据 

智慧课堂评优依据客观公正、民主公开和“数字说话”的原则，

通过业绩积分排序，实行分数优先。具体积分办法如下： 

1.常态应用 

（1）所占比例：20% 

（2）积分依据：依据本学期每个老师的有效授课节次，一节课积

1 分。 

2.引领示范 

（1）所占比例：10% 

（2）积分依据： 

①公开课：行政会听课积 2 分；校内展示课积 5 分；校外展示课

积 10 分。 

②特色活动：以学科组为单位，借助智慧课堂系统，举行相关特

色活动，参与老师每人积 5 分。 

③参赛获奖：参加有关信息化的比赛，并获奖，一等奖积 10 分，

二等奖积 7 分，三等奖积 4 分。 

④校内培训：校内集体培训时，以老师为主，进行讲解，积 5 分。 

3.校本资源贡献 

（1）所占比例：10% 

（2）积分依据： 

①原生资源：依据每个老师本学期在资源中心获得的积分为主，



进行积分。 

②定制资源：各学科组进行加工的校本资源，以学科组为单位，

该学科老师每人/题积 1 分。 

4.学科融合探究 

（1）所占比例：40% 

（2）积分依据：学期结束前，参与评优的老师每人提交一节智慧

课堂相关的课例，旨在探索新媒体新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方

式、特点和作用，促进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 

①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需贯彻新课程标准理念，明确教学目标，注重以学生

发展为中心，把握学科教学特点，体现师生共同成长。要对所选

的教材内容（包括教学重点与难点）和学习者特征进行分析，说

明教学中所用资源（硬件环境、教学平台、学习工具或软件等），

阐述使用新技术的教学策略及教法设计，重点突出如何使技术与

教学内容及教学各个环节有机融合、浑然一体。教学实施过程中

要体现教学环境应用创新、学与教的策略和方法，体现民主和谐

的教学氛围。 

②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需突出教学活动的创新点及教与学效果。总结应用新

技术解决教学活动中关键问题的策略效果与思考、对教学过程和

结果的思考等。提出对新技术教学适用性的建议。 

③课例视频 



必须是完整的一个标准课时的课。 

④评选方式 

教学组评分 70%+专家评分 30%为最终得分，每一分积 1 分。 

5.成果输出 

（1）所占比例：10% 

（2）积分依据： 

①论文：输出智慧课堂相关论文，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积

10 分。在国家优秀期刊上发表文章积 8 分。在 CN 期刊上发表文

章积 6 分。在校刊（或学校编写的公开出版发行的书籍）上发表

文章积 4 分。 

②课题：参与国家级智慧课堂相关的课题，并结题，积 15 分。参

与省级智慧课堂相关的课题，并结题，积 12 分。参与市级智慧课

堂相关的课题，并结题，积 9 分。 

6.教师自评 

（1）所占比例：5% 

（2）积分依据：参评老师进行自评，一分积 1 分。 

7.学生评价 

（1）所占比例：5% 

（2）积分依据：学生对参评老师进行评价。 

二、评选办法 

依据最终得分，每个年级评选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

奖 6 名 



三、评选范围 

1.高一年级——高三年级所有老师。 

2.参评人员在本年度内无违纪违法行为。 

四、评选程序 

1.个人申报，呈交申报材料和相关印证材料（弄虚作假者，一票

否决）。 

2.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对材料进行审核。 

3.学术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拿出草案。 

4.学校行政会审议，通过、质疑或建议学术委员会重新研究。 

5.学术委员会对学校行政会审核通过的人选及材料在学校进行公

示。 

 

 

 

 

 

 

 

 

 

 

 



附件 5：学生平板管理制度： 

学生平板管理制度 

信息技术素养是学生成长的核心素养之一。学校推行“智慧课

堂”改革的目的是通过提升学生的信息技术素养，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实现教育教学的减负提质。为了让平板更好辅助学习，提

高学习效率，规范平板使用行为，特制订定本办法。 

一、 安全管理 

1.平板统一张贴标签，写上班级、学籍号和姓名。 

2.设置平板管理员，负责各小组平板在充电柜的管理。 

3.值日生负其责任，室外课和活动等期间落实好“三关”。 

4.晚上放学，平板不准带回宿舍，班级统一保管。 

5.不许将平板带到宿舍使用。 

6.未经允许，不动别人平板。故意破坏他人平板，严惩不贷。 

7.若不服从管理，出现平板电脑丢失或其它后果，责任自负。 

二、使用范围 

1.使用时间 

（1）课堂上：在老师指导下使用，不使用环节及时收起。 

（2）自习课：按老师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使用平板电脑进行辅

助学习，完成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单（辅导老师监管）。 

（3）在家中：完成老师推送的学习任务时在家长指导下使用。 

2.使用地点 



只能在教室使用。在校园等老师无法监管的地方使用平板，属

违规行为。 

三、学习行为 

1.正确行为 

堂上学习、查找学习资料、英语听力（须佩戴耳机）、使用学习

软件或 APP（盒子鱼、猿题库、纳米盒、魔方格等）、主题学习网站（学

科网、C20 慕课联盟、微课网等）、看教师录制的微视频…… 

说明：教师应不定时通过空间检查学生的平板使用行为，进行及

时指导和监督。 

2.禁止行为 

翻墙刷机进行 QQ 聊天、微信聊天、网络购物、玩游戏、看电影、

听音乐、看小说、发微博、设置平板开机密码、偷拍等。 

说明：教师和同学们发现以上不良行为的，应马上纠正并进行教

育，同时将有关情况向班主任反馈。 

四、其它说明 

1.使用平板学习时，必须严格按要求进行学习，不得进行与学习

无关的操作。 

2.平板在学校的唯一用途是学习，不能安装与学习无关的软件或

下载、存储无关资料。 

3.严禁私自将平板拿到外面刷机，一旦私自刷机，产生的问题本

公司概不负责。 

4.发现平板违规行为的，综合素质评定扣 5 分/次，并写约 800



字保证书。严重者向家长通报。 

 

 

 

 

 

 

 

 

 

 

 

 

 

 

 

 

 

 

 

 

 



附件三 

关于智慧课堂推进的新闻报道 

一、郑州 12 中“智慧课堂”教研课 助力课堂焕发活

力 

 

郑州 12 中开展“智慧课堂”教研课，刘雨老师授课。 

http://img.zzedu.net.cn/upload/resources/collect/image/2019/04/03/3308006.jpg


 

赖现军老师授课 

 

吴振中老师授课 

http://img.zzedu.net.cn/upload/resources/collect/image/2019/04/03/3308007.jpg
http://img.zzedu.net.cn/upload/resources/collect/image/2019/04/03/3308008.jpg


 

学生认真投入 

 

老师们认真听课 

http://img.zzedu.net.cn/upload/resources/collect/image/2019/04/03/3308009.jpg
http://img.zzedu.net.cn/upload/resources/collect/image/2019/04/03/3308010.jpg


为了切实提高教师运用现代技术的能力，提升课堂教学水平，

4 月 1 日，郑州 12 中开展“智慧课堂”教研课展示活动，语文教

研组率先启动，三位老师用平板电脑将经典文学与现代技术充分融

合，使课堂散发出不一样的魅力。 

据了解，根据《郑州市第十二中学“智慧课堂”实施方案》，

郑州 12 中从 4 月 1 日起，开展“智慧课堂”教研课展示活动，旨

在引领教师利用开放的动态课堂增强学生学习的独立性、自主主

性，让学生自己有意识地成为学习的主人。同时，以教研课的形式

推进“智慧课堂”的实施，帮助教师接触新事物、学习新事物、掌

握新的课堂形式，进而提升教育教学能力。 

4 月 1 日下午，三位语文老师，分别使用智慧课堂进行授课，

学校相关领导及语文组全体老师参与了听课。在刘雨老师所授的

《虞美人》课上，刘雨老师以动情优美的情节导入，课堂环节设计

得引人入胜，特别是运用平板教学给学生推送的丰富的内容，极大

的加深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理解的深刻度，整个课堂完整、流畅。赖

现军老师带来的《李凭箜篌引》课堂气氛轻松活跃，需要回答问题

时，“授权”功能深受学生喜爱，老师在平板上轻轻一点，被“授

权”的学生端便显示在大屏幕上，学生坐着不动便可以在全班同学

面前大显身手。为促进人人参与，赖老师还借助平板上的教材文库

功能，学生可以随意进入需要查找的课文中，便捷而又高效，以往

艰涩枯燥文言文课堂，在平板课堂上焕发了新的生机。吴振中所授

的选修课《馀风激万世，扶桑挂袂了》，也充分利用平板为学生推



送了与课文相关的课后延伸，内容极其充实和丰富，讲授风格极富

大家风采，学生无不叹息连连，拍手称赞，同时精心的教学设计彰

显了智慧课堂的强大赋能，改变了传统语文课堂的生态环境，体现

出现场检测反馈的即时性、精准性、科学性。   

在课后教研过程中，老师们纷纷表示，智慧课堂真智慧，新的

功能如拍照功能，抢答功能，投票功能，举手功能，照片分享功能

等，都让老师们耳目一新，而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老师对课堂的监

管力度也大大提升，一改语文课堂互动较少的、学生反馈无法及时

掌握的现状。 

“此次三位老师能够给大家呈现出这三堂精彩的智慧课堂，是

三位老师精心打磨的结果，每一堂展示，看似浑然天成，润物无

痕，实则功力深厚，蕴含着每位老师对这堂课每个细节的深抠细

挖。”教学副校长在听完三节课后表示。 

语文教研组长袁四零表示，在大数据教育风生水起的浪潮下，

当中国古代诗文遇见智慧课堂平台，语文组老师不分老、中、青，

以前瞻的眼光、前锋的理念、大胆的探索、切实的践履，对语文课

堂的智慧化、文学性、诗意化作了有益的尝试。后期，将继续以

“让学生的学可见”为主线，积极推进学校“智慧课堂”建设，促

进语文教学焕光彩。 

二、教学与技术相长，知识与智慧齐飞 郑州 12 中智

慧课堂培训干货满满 



 

郑州 12 中开展智慧课堂培训，学员学习氛围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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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科小组团建展示 

 

地理学科小组团建展示 

 

学习小组团队建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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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孟天义强调培训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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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导进行专题培训 

 

认真学习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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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导逐一给予帮助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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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组老师们认真学习 

 

干部学习劲头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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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进行智慧课堂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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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代表分享学习感受 

 

得分第一名的学习小组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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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总结，副校长黄玉杰做总结讲话。 

        匠人，靠手艺留住顾客，演员，靠演技征服观众；教

师，靠综合素质引领学生奔向美好的未来。“互联网+”时代，大

数据、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

深刻影响，教育也不例外。为了让教师们在“互联网+教育”这个

大环境下及时高效地掌握智慧课堂，郑州 12 中暑期智慧课堂专题

培训——文科教师批次在校长孟天义的带领下于 7 月 7 日走进山

东海阳，跟随着天闻数媒技术指导集中一周时间深入学习智慧课堂

实操技术，一同领略信息技术与课堂结合的独特魅力。 

        头脑风暴热身，专题培训趣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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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上午，培训正式开始，学员们刚一接触智慧课堂教

学就深深地被吸引住了，不禁纷纷感叹现代化教学技术为课堂教学

带来的便利，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在培训方的组织下，

42 名学员分成了 8 个组，在限定时间内，每个组确定组名、图

标、口号，老师们建言献策，热烈讨论，集中全组的智慧，设计出

具有鲜明特色的名字、图标、和口号，然后全组上台展示，六人

行、启智六人、河洛、万水千山、angels wing、智慧吧……一个

个响亮又新颖的名字让人们眼前一亮。小组代表依次对名字进行了

解读，有的天马行空思维发散、有的切近现实却幽默风趣，八个组

的团建都引起了阵阵喝彩声，老师们轻松愉悦地快速进入培训模

式。 

        厘清培训主旨，学习有的放矢 

        据了解，本次培训旨在让现代化教育技术融入课堂，

让学习可见，大幅提高课堂容量和课堂效率，实现高效课堂和互动

教学。为了使此次培训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天闻数媒公司与郑州

12 中多次沟通，从课程设置、内容选择、时间安排都进行了精心

安排，使得此次培训组织严密，学风端正，态度认真、具有趣味。 

        学习伊始，孟天义向参训老师们连续提出了三个问

题：“什么是智慧课堂？怎样理解智慧课堂？怎样恰当的利用智慧

课堂？”并且强调：“智慧课堂是一种手段，我们需要稳步、稳妥

地开展，在教育教学中传递正能量”，最后他希望老师们通过此次



的学习，能够快递、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智慧课堂，教学与技术相

长，知识与智慧齐飞。 

        三段式培训有序推进，老师们直呼“太充实” 

        培训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智慧课堂操作讲授、教学

设计实战环节、分享反馈。 

        在讲授环节，培训技术指导陈云帆老师从智慧课堂的

发展历程、信息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机效果、如何基于学习活动

设计有效的智慧课堂下的教学、智慧课堂教学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和

策略等方面介绍了智慧课堂在教学中的应用。技术指导王硕烁老师

针对高中学段教学的特点，选取互动课堂中最常用的功能设计体验

课程，让教师充分感受互动课堂为教学带来的价值。技术指导史可

可老师则对互动课堂备课进行系统讲解，不同于传统的培训方式，

以传授技巧、方法为主，以教师体验、互动答疑为主，通过任务式

培训，让老师切实掌握备课的逻辑、技巧。技术指导朱征莹老师从

教与学发展趋势、教学策略与设计以及教学案例与剖析等方面介绍

了智慧教室的教学模式与设计要点。本环节采用抢答、投票、随机

点名、小组合作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了教师们的学习热情和积极

性。 

        在分组教学设计实战环节。八个学习小组，展开研

讨，组内组间互帮互助，各小组代表大显身手，并完成各自学科教



学内容在智慧课堂中的课程教学设计方案，熟练的操作博得了大家

热烈的掌声。 

        在分享反馈环节，参训老师以小组为单位，分享学习

心得，由培训师对其进行点评反馈。语文教师席坤在分享时表示，

“语文学科的教学中学生的背写量很大、老师的批改量也很大，智

慧课堂帮助实现了学生的自主批改，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语文课堂上

的教学效率；语文教学中老师可以使用智慧课堂给学生推送大量的

阅读材料，帮助学生拓展阅读范围，为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教师阮会娟认为：“智慧课堂的功能非常

的强大，不仅能够提高课堂的效率，还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真

正地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作为青年教师，我们迫不及待地想

要快速地掌握这一先进的技术，为教育教学服务。” 

        学以致用，我们在路上 

        通过一周的学习，老师们熟练地掌握了智慧课堂平台

的运用，并能够和课堂教学有机结合，纷纷表示不虚此行。不少老

师说：智慧课堂功能非常强大，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利用资源，

增大课堂容量，互动性非常好，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

了它，打造高效课堂不再是梦想。 

        在学习的最后，郑州 12 中副校长黄玉杰对此培训进行

了回顾和总结，她表示：“虽然一次培训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教学课

堂问题，也许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将今日所学有所淡忘，但是，请我



们的老师怀有一颗坚定执着的心，一颗积极进取的心，带着运用智

慧课堂的决心和敢于探索，积极实践的勇气，在今后的回忆中复

习，在实践中创新，在探讨中前进，为 12 中教育教学再上新台阶

贡献自己的力量！” 

        智慧课堂是打造高效课堂的一个重要抓手，通过智慧

课堂，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能留下清晰的痕迹，清晰可见。同

时，智慧课堂是课堂教学的一次革命，也是现代课堂教学的必然发

展趋势。老师们纷纷表示，虽然本次培训短暂，但内容充实，作为

十二中人将秉承对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持续不变的精神，继续走在奋

进的路上，且行且思，且悟且进！ 

三、立足单元关注整体，郑州 12 中学科教研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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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12 中英语教研开展了以“核心素养培育下的单元教学”

为主题的同课异构智慧课堂研讨课活动 

 

褚婉容老师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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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欣老师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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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自评课堂目标达成情况 

 

组内教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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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室主任王东喜进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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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史克威对研讨活动进行点评 

为进一步驾驭课堂，优化教学效果，给同组学科教师提供探讨

的平台，3 月 22 日下午，郑州 12 中英语教研开展以“核心素养

培育下的单元教学”为主题的同课异构智慧课堂研讨课活动。来自

高二年级组的王佳欣老师和褚婉容老师围绕着“Living Well”让

在场师生感受到了“同课不同构，浓淡两相宜”的英语课堂。 

课上，王佳欣老师使用丰富的课堂管理手段如随机抽答、批量

展示学生作业并进行现场批改讲解等，精心设计课程，使平板教学

与教学内容深度融合。褚婉容老师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情，每个课

堂环节目标明确，层层深入，衔接流畅，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两节课注重文本深入浅出，贴近生活语境运用，重视对比阅读提升

课堂思维容量，目标达成度较高。 

课后，两位授课教师围绕“基于主题语境的单元教学”主题分

别从课时分布、单元整体分析、教学目标叙写、教学活动设计和课

后反思几个方面做了详细的汇报。周莉老师作为观课代表对课堂给

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两堂课的安排与设计都值得学习，内容安排由

浅入深，一目了然。情景创设，亲切具体。英语组教研组长王晓霞

老师用“九个有”对两节课进行总结，即：课前备课——有主

题、有依据、有目标；课中授课——有知识、有方法、有生活、

有境界；课后反思——有感悟、有提升。教科室主任王东喜对整

个听评课活动予以点评，“从主题语境和单元整体教学的角度进行



教学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趋势，也是能够体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很

好一种尝试，但同时也要考虑如何真正让核心素养落在实处”。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温暖、舒服的课堂，让我们看到了英

语组全体教师自课标学习活动开始以来的变化和收获，我们要把自

己认定对的事情做下去。”副校长史克威对这两节课和英语组扎实

有效的教研活动给予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