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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法》明确提出的
法律规定。

• 《义务教育法》第一章总则第六条：国
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
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并采取措施，
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和残疾的适龄儿童、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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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战略性任务之一。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第四章义务教育第九
条：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均衡发展
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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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018年，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印发了《浙江省义务教
育学校“城乡携手、同步课堂”试点工作方案》

• 《浙江省义务教育学校“城乡携手、同步
课堂”试点工作方案》（浙教办基〔2018〕
74号）：在全省范围探索“城乡携手 同步
课堂”新型教学帮扶机制，提升乡村小规
模小学和薄弱初中学校教育质量与办学水
平，促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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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019年1月27日，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

§ 将“全面推进“互联网+义务教育”，推进1000所中小学校结对
帮扶，让城乡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列入今年省政府十大为
民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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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同步网络课堂

互动课堂

交互视频同步直播课堂 同频互动课堂

远程同步互动课堂

同步互动混合课堂

远程同步直播课堂

同步互动课堂

网上结对

远程视频教学

直播同步教学

视频同步互动教学

城乡互动教学异地同步互动教学

p同步课堂是指利用卫星或互联网技术，将一所学校的班级教学
同步直播到异地的教学班级，实现不同地域学校之间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的一种教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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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04年， 以香港、上海闵行和宁波江东
三地为支撑，将近百所学校连接成为网络姊妹学校，开展远程视音频实
时互动教学、专题学习及文化交流。

l 2006年， 依托浙江省
电化教育馆 ,在嘉兴市、丽水市的青田县及湖州地区的长兴县三个地方
选点开展城乡互动教学实证研究。

l 2008年，西北师范大学
，在兰州市选点开展同步互动课堂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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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13年，湖北孝感市教育局联合中国移动孝感分公司开展“名师‘１＋Ｘ’
同步课堂信息化教学环境建设与应用研究”，探索以异地同步课堂教学模式
实现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l 2013年，“基于教育均衡发展理念下的区域协作和信息化推进研究”和“基
于远程视频互动系统的校际协作教研模式的研究”在福建厦门开展城乡学校、
两岸学校、南北学校远程同步互动课堂。

l 2014 年，广南同步直播课堂实验项目在云南省文山市广南县两所小学进行了
小学英语同步直播课堂试点实验。

l 2015年，重庆石柱县华夏民族小学和新乐乡小学联合承担全国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专项课题“信息技术促进区域内学校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研究”，开展
结对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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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安徽省启动了教育信息化试点“在线课堂”项目
，通过网络技术手段，使身处异地的教师和学生能够同时
观看到主讲学校的上课现场，并且是支持异地双方教师和
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

2009年，广东省教育部门试点“同步课堂”项目，利用网
络互动、同步课堂等信息技术，使城市优质学校支援了农
村落后的学校，把优质教学资源、课堂教学传送到农村学
校。

2009年，江苏省扬州市在全市范围内整体推进城乡学校
网上结对共建，实现城乡学校一体化备课、教研、教师
培训、管理、开展德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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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
心研宄团队在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崇阳县、恩施州等多个县
市区地开展了以“‘互联网+’教学点”为主题的实践探索。

2014年，海南省把“同步课堂”作为一个突破口进行实验，将
优质学校的课堂同步传输到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的课堂上，实
现两地（或多地）课堂师生之间的实时互动交流和协助。

2014年，山东省肥城市实施了“教研共同体同步课堂工程”，
组织学校之间开展互动教学，教研活动由共同体内的学校轮值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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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浙江省义务教育学校启动
“城乡携手、同步课堂”试点工作。

2017年，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江西省南昌市、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都开始“同步课堂”区域
试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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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模式：五个一体化

咸安模式：一体双核四驱

恩施模式：“三式”破
“三难”



扬州区域推进概况

v扬州市2009 年启动“城乡学校网上结对工作”，
2014 年实现了县域学校100%覆盖。

§ 117 个结对组，416 所学校参与
§ 3 万名教师参与城乡网上结对
§ 30 万农村孩子享受了优质教育
§ 46 万学生受益



• 行政定期互访：学期初
计划；学期中开展一系
列的教学研讨活动；学
期末校总结与反思

• 学科骨干教师培训、教
师信息技术知识培训

• 城乡教师共同观摩、共
同探讨的培训

• 交流德育工作规划、
计划、思路、措施，
重要德育活动图片、
典型德育活动案例

• 城市学校专家团队对
乡镇学校教师指导

• 城市教师与乡镇教师
“师徒结对”听课，研课

一体化教学管理

一体化德育活动 一体化师资培训

一体化集体备课一体化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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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网上视频会话、网
上视屏一体化进行集体
备课



保障措施

v强化组织领导

§ 结对工作连续3年列人市委、市政府关注民生1号文件；

§ 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局主要领导任组长,各位副局长担任副组长,
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各组团学校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v建立考核激励

§ 出台了《城乡学校网上结对考评细则》《校际组团工作监控考核与
问责办法》、《干部教师定期交流机制与管理办法》等规定。

§ 将教师参与网上结对工作的情况与绩效考核、职称评审和骨干教师
评审挂钩

§ 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政府和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
进行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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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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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结合

部门
结对

年级组
结对

教师
结对

班主任
结对 8个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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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虚实一体的咸安数字学校

 双核：“协同”与“创新”

 四驱：多层次教师全员培训   

       骨干学科建设

       数字教师打造

       学生成长观测

全面
促进
义务
教育
均衡
发展

一
体 双

核

四
驱



一体：咸安数字学校

一个中心校和若干个教学点组成一个教学共同体，若干个教学共同体

组成咸安数字学校。



组织架构

咸安数字学校独立建制，分层管理、虚实结合。



建章立制



双核：协同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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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导向多元协同

l 建设“政府主导、高校合作、市场推动、学校参与”协同机

制，引入高校的先进理论、公司的先进技术，并通过政府的

资金与管理支持以及城乡一线教师的主动参与，构建了高校、

政府、企业、中小学多方协作的有效模式。

应
用
创
新

GUBS协同

应用导向

技术支持

体
制
创
新

独立建制

分层管理

虚实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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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1：骨干学科建设工程

物理
（初中）

数学
（中小学）

语文

（中小学）

英语

（中小学）

生物
（初中）

科学
（小学）

协同建设：高校教师指导，中小学教师主导，技术人员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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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合作单位

1 小学科学、初中生物数字化
课程建设与实践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生科院、湖北省咸安浮山中小学、湖北省咸安区外国
语实验小学等

2 语文学科数字化课程建设与
实践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省咸安浮山中小学、湖北省咸安区外国
语实验小学等

3 数学学科数字化课程建设与
实践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数统学院、湖北省咸安浮山中小学、湖北省咸安区外
国语实验小学等

4 英语学科数字化课程建设与
实践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省咸安浮山中小学、湖北省咸安区
外国语实验小学等

5 物理学科数字化课程建设与
实践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湖北省咸安浮山中小学、湖北
省咸安区外国语实验小学等

6 音乐学科数字化课程建设与
实践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湖北省咸安浮山中小学、湖北省咸安区外
国语实验小学等

驱动1：骨干学科建设工程



驱动2：多层教师全员培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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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培训

（2）开展专题研讨培训

（3）开展网络研修

Title



驱动3：数字化(TRCK)教师打造工程

27

集中培训

案例研讨 
add Title

现场观摩 
Title

总体反思



驱动4：学生成长观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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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多媒体
课堂

同步互动混合
课堂

同步互动专递
课堂

从参与学生中随机选取400余名展开长期发展观察

亲子桥
城乡教

师牵手

城乡学

伴牵手



破解教师不足、开不齐
课的难题。
将支援校与受援校相同
年级的一个班级的教材
、课程、课时、管理同
步安排，通过同步课堂
，实现“点、校、班级
”之间的“同步备课、
同步授课、同步作业、
同步考试”等。

开不了课

破解师资结构性缺编
，开不好薄弱学科课
程的难题。
支援校教师在自己班
级上课，受援校学生
借助平台听课并参与
课堂活动，受援校教
师则主要负责衔接和
维护课堂纪律，适时
参与活动。

开不好课

支教式 协作式同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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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不齐课

破解农村教师教学水
平不高、开不好课的
难题。
支援校和受援校共同
开展网络教学研究、
教学管理、教师培训
、师生交流等活动，
促进了跨校教师培训
和教研开展，提高管
理水平和教学质量。

2013年，
恩施州启
动教育信
息化试点
工作，探
索利用信
息技术开
展“在线
互动同步
课堂”教
学模式。



保障措施

v组织领导

n 2013年，恩施州政府将新建100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班通纳入年度为
民承诺的十大民生工程之一。

n 在市级层而建立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市长为组长，教育局领导班子为副
组长，市教育局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v制度保障

n 印发《思施市教育装备管理与应用指导意见》和《思施市同步课堂建设方案》
等信息化管理文件，分别从制度建设、应用考评、岗位职责、教师培训4方面，
就管理要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n 落实培训制度。组织管理人员、信息技术教师、教学点教师等各类各层级的教
育信息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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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

v考核激励

n 主教教师工作量，每承担一次主讲教学任务，按照增加两个课时的工作
量纳入绩效工资考核;

n 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n 承担主教教学任务的教师，两年内累计课时达到150节，视为农村支教
一年;

n 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管理，主教教师每承担一次教学活动，记一个学
时的继续教育学分;

n 教学质量纳入助教教师业绩考核、教师绩效工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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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特别是校长）全力
支持，有效地组织和实施
教学。

教研和培训紧密配合，助
力主辅教师专业成长。

行政部门高度重视，有
效的政策和激励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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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部门高度重视，有效的政策和激励保障。

1. 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 扬州市连续3年将校际组团列入市委市政府关注民生 1 号文

件。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层层建立了工作网络。

• 恩施州政府将“新建１００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班通’”

纳入年度为民承诺的十大民生工程之一。市教育局成立“同

步课堂”管理与应用领导小组。

2.完善相应的考评和激励制度。

• 扬州市把考评结果纳入各县市、区教育局、各结对学校及其

负责人年度考核范畴,将教师参与网上结对工作的情况与绩效

考核、职称评审和骨干教师评审挂钩。

• 恩施市主讲教师每承担一次主讲教学任务，按照两个课时的

工作量纳入绩效工资考核;担任主讲教师两年内累计课时达到

150节，视为农村支教一年;“同步课堂”任务完成纳入教师

继续教育学分管理等。    
33



（二）学校（特别是校长）全力支持，有效组织和实施教学

一要组建好教学团队

二要选择合适的结对班级

三要建立线上线下同交流

34



一要组建好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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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主讲教师的审核和筛选1

重视辅助教师的引导和培养2

Ø主讲教师既要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和扎实的专业功底，
又要有熟练操作同步课堂技术系统中电子白板、视音
频等各种媒体设备能力。

Ø 辅导教师既要有较强的责任心、课堂组织管理能力和
协调能力，又要有一定信息技术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

强化主辅教师交流合作3

Ø课前共备：开展教学设计和教学准备。
Ø课上共学：管理和维护课堂秩序，配合完成教学过程。
Ø课后共研：反馈学习情况，提出改进意见，拟定改进

方案。



二要选择合适的结对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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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结对班级数量和学生人数1

确保结对班级四同步2

Ø结对班级数量不易太多，以不超过3个为宜。

Ø学生人数不宜太多。

Ø 结对班级的教材、课程、课时、管理同步安排

Ø 学生学情不宜差距太大，有条件的最好让结对班级
从一年级就开始结对，直到六年级。



三要建立线上线下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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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通过视频和网络交流感情1

线下通过活动增进友谊2

Ø 春游秋游
Ø 社团联谊
Ø 德育活动
……

Ø 校园网络资源共享
Ø 网上个人空间
Ø QQ、微信
……



（三）教研和培训紧密配合，助力主辅教师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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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专业知识教学、平台
应用、网络管理、信息技
术与课程整合、教学设计
等方面业务培训。

• 开展针对骨干教师、主讲
教师、辅助教师，技术人
员的专题培训和互助培训。

• 教研团队指导备课、
共同观课、课后教研，
促进课堂教学效果的
改进，教师专业成长；
丰富教研的内容和模
式，调动教师参与的
积极性。



城乡结对  同步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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