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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此件依申请公开

楚雄彝族自治州教育体育局文件

楚教复〔2021〕19号

————————————————————————————————————————————————————————————————————————————————————————————

对州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 176号提案的答复

民建楚雄州委：

你们提出的《关于提高中小学生网课质量的提案》，已交我

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你们对我州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近年

来，在中共楚雄州委、楚雄州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级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帮助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楚雄州教

育体育局不断加大中小学提质增效工作力度，深化教育综合改

革，全州教育体育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小学质量得到

稳步提升。

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楚雄州中小学网课教学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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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高网课质量所做的努力

按照《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2019—2020学年普通中小学

教学日历的通知》（云教发〔2019〕26号）精神“2019—2020学

年第二学期全省义务教育一至八年级于 2020年 2月 24日开学上

课，普通高中一、二年级于 2020年 2月 17日开学上课；义务教

育九年级和普通高中三年级于 2020年 2月 10日开学上课。”但

因2020年1月以来全国性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的需要，

根据教育部“离校不离教，停课不停学，线下转线上”的工作要求

以及《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发出第 2号通告》精神，楚雄州教育

体育局充分利用教育信息化平台建设，在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

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网络（线上）教学和自主学习活动。

（一）提高网课质量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1．．．．领导重视领导重视领导重视领导重视，，，，提前谋划提前谋划提前谋划提前谋划。。。。为认真落实中央、省州关于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切实保障全州师生和教

育系统干部职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确保教育事业稳步健康

发展，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在接到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发出第 2

号通告，即《关于延迟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告》及国家教育

部“离校不离教，停课不停学，线下转线上”的工作要求后，迅速

判定疫情，并结合楚雄疫情工作实际，迅速成立州教育体育局网

络教学工作领导小组，由州教育工委书记、局长任组长，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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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州教育体育局分管电化教育工作的局领导

为副组长，对网络教学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明确提出在州教育

体育系统打好“三大战役”，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教育教

学质量提升攻坚战、脱贫攻坚收关战，确保两手抓两不误两确保。

2020年 1月 31日，下发了《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关于做好疫

情防控“一停四不停一禁止两确保”的通知》，明确“开学时间暂

停”“学生学习不停、教师教学不停、教学研究不停、控辍保学不

停”“严禁在职教师线上线下有偿补课”的要求。

2020年 2月 4日，下发了《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关于组织中

小学在疫情防控延期开学期间开展网络教学的实施意见》，对开

课时间、平台选择、资源提供、技术保障、内容审核、培训指导、

进度安排、效果监督等提出要求。全州教育体育系统迅速行动，

各县市教育体育行政部门成立网络教学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

方案（预案），落实相关配套措施，指导有关学校、教师全面做

好网络教学组织实施工作，并主动协调广播电视、电信移动运营

商大力支持。各级各类学校也根据学校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网

络教学实施方案（预案）。全州教育体育系统网络开课工作迅速

得以整体推进。

2．．．．统筹安排统筹安排统筹安排统筹安排，，，，分类推进分类推进分类推进分类推进。。。。为努力保障全州中小学在疫情防

控延期开学期间实现“离校不离教，停课不停学，线下转线上”

的教学目标，楚雄州教育体育局根据全州各级各类中小学校教学

规模和办学条件实际，全面统筹各方力量，整合调集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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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各县市和各州属学校通过网络、电视、移动终端等方式开展

网络教学、自主学习和在线辅导答疑等工作。并对网络开课工作

进行了细致分工：州教育体育局负责统筹指导全州中小学组织开

展网络教学工作，重点负责义务教育初三年级中考学科和普通高

中三年级高考学科的网络教学资源供给及教学指导。各县市教育

体育局负责统筹指导所辖中小学组织开展网络教学工作，重点负

责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所有学科的网络教学资源供给及教学

指导。各中小学校负责统筹指导并组织开展本校网络教学工作。

同时，把握重点，进行分类推进。义务教育以初三年级为重点，

普通高中以高三年级为重点。高三年级、初三年级要求在 2020

年 2月 9日以前完成各项网络教学工作方案，2月 10日至正式

开学前正常开展线上教学和辅导；高一、二年级要求在 2020年

2月 17日以前完成各项网络教学工作预案，2月 17日至正式开

学前开展线上教学和辅导；义务教育一至八年级、以及职业教育、

特殊教育等学校，要求在 2020年 2月 24日以前完成各项网络教

学工作预案，2020年 2月 24日开始至正式开学前必须开展线上

教学和辅导。

3．．．．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多措并举多措并举多措并举。。。。在州教育体育局的统一指导下，

全州各县市、各中小学校充分发挥网络平台、数字电视、移动终

端等特点和优势，结合地区和学段特点，自主选择灵活多样的形

式开展网络教学。一是运用网络点播教学。以县市为单位，建立

本地区课程资源库，开设数字电视专用频道，通过直播、点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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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提供网络课程点播服务。二是开展在线课堂直播。以学校

为单位，组织教师针对本校或本班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开设直播

课堂，教师在线讲课、互动辅导。三是进行在线辅导答疑。以学

校为单位，在组织网络课堂学习的同时，利用各类网络平台和“人

人通”空间，组织教师进行在线答疑辅导活动。不具备基础条件

的地方或学校，利用微信、QQ或电话等形式开展家校沟通、推

送学习资源、组织辅导答疑。四是组织学生开展自主学习。由学

校组织教师根据网上学习资源清单，结合本校实际，指导、推送

给学生自主学习。

楚雄市：通过在线学习平台、鸿合直播课堂、微信、QQ、

钉钉、班级晓黑板、电话等多种方式结合进行教学和作业布置。

双柏县：小学通过班级 QQ群，微信群，打电话、发短信等

方式，布置各学科作业发布给学生及每日与学习任务相关的练

习、专题导学案等学习资料。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做好相应练习,

使用智能手机的以照片的形式上传给各科任教师，不使用智能手

机的通过电话落实，任课教师及时批改学生当天的练习（做到随

到随改），再把学生练习的情况通过 QQ群，微信群，反馈、督

促学生。初中建立 QQ群、建立微信群、直播电视、发手机短信、

打电话等方式，通过观看直播，观看视频，观看教师课件听课，

完成教师布置作业，教师批阅作业反馈给学生。高中三个年级都

采用班级 QQ群、微信群、中国移动和直播等多种方式进行网课

在线教学，基本能够做到网络授课、网络作业布置、作业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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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答疑、网络检查教学进度等组织线上教学活动。

牟定县：主要依托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或官方提供的教育资

源、平台，通过微信、QQ、短信，利用创建网络平台、希沃 5、

楚雄教育云、钉钉、晓黑板等多种形式，以班级、学科为单位为

学生布置学习任务、教师网课直播和学生网课点播、作业批改反

馈、线上答疑及个体指导。

南华县：一是对于学生端网络条件和设备较好的运用直播平

台在线教学、互动、辅导（和直播、钉钉、腾讯课堂、晓黑板等）；

二是对于学生端有智能手机、有网络但信号不好则用微信、QQ、

和飞信等教学与交流；三是对于学生端无智能手机的用打电话布

置任务和活动，随机抽查。

姚安县：全县各中小学主要依托“全通网校智慧云”和QQ群、

微信群等开展课堂直播、在线辅导答疑、推送学习资源、作业批

阅等；同时，结合央视频联合学而思网校、国家网络云课堂及时

通知教师及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大姚县：主要采取腾讯课堂、微信、钉钉开展线上教学，对

个别特殊学生只能电话、短信等方式布置作业、指导学生自学。

永仁县：小学主要结合各学科实际通过电话、短信、班级

QQ群、微信群以视频、语音开展讨论、作业等形式开展网络教

学；初中主要结合各学科实际通过班级 QQ群、微信展开讨论、

作业等形式开展网络教学；高中主要结合各学科进度通过班级

QQ群、微信、楚雄教育云平台、电信云课堂平台、晓黑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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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安心包等资源，以视频、语音、课件、学案、讨论、作业等

形式开展网络教学。

元谋县：全县主要采取网络直播课、教师推荐视频、微信、

QQ、短信答疑、PPT展示、钉钉直播课堂等方式。

武定县：全县主要采用直播课堂、云课堂、企业微信、钉钉、

晓黑板、自建直播平台等方式。

禄丰县：一是通过楚雄教育云、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升

学 e网通、《名校课堂》、《同上一节课》、学而思网校 APP、腾讯

课堂 APP等网络点播教学；二是通过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

钉钉直播平台、希沃云课堂、鸿合直播课堂等在线课堂直播；三

是通过 QQ、微信在线辅导答疑；四是通过电话指导、检查学生

自主学习。

州属中小学：主要采取钉钉直播、企业微信直播、鸿合、希

沃直播或者录播的方式安排学生进行网络学习。

4．．．．强化保障强化保障强化保障强化保障，，，，运行规范运行规范运行规范运行规范。。。。为做好技术保障，州教育体育局

迅速与有关网络运营企业取得联系，向全州教育体育系统提供基

本的教学资源公共平台服务和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推荐使用 2月

17日开通的“国家网络云课堂”和“楚雄教育云”平台，并分别根据

两个平台提供的教材版本及资源，以及覆盖的教师和学生空间，

指导学校、教师和学生进行安装，并监督服务企业和各级教育科

学研究所、电化教育部门提供全程技术保障，实时监控平台运行

情况，及时解答和解决各类技术问题，确保平台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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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强培训指导。制定网络教学工作指南，通过网络形式开

展远程培训，让师生掌握网络教学的技术要求和基本规律，组织、

指导开展网络教研，提高信息技术环境下教学组织能力和教学实

效。州教育体育局还加大了对各县市、各学校开展网络教学工作

情况进行重点督查，对认识不到位、落实不到位的县市和学校进

行通报和问责。

5．．．．督查指导督查指导督查指导督查指导，，，，确保质量确保质量确保质量确保质量。。。。自 2020年 2月 10日实行网络开

课以后，州教育体育局通过信息报送、电话督查、实地调研等方

式对州属各学校、各县市网课情况进行了督查。2日 11日上午，

州教育工委书记、州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段福君同志率州教

科所、州电教馆等专业人员深入楚雄一中、天人中学、龙江中学

进行调研督查指导。

到 2020年 3月 12日为止，全州近 300所中小学 100%先后

组织开展了网络（线上）教学活动，共参与教师 16765人、学生

223825人。其中：高完中 24所，一至三年级参与教师 2948人、

学生 48034人；初级中学 127所，七至九年级参与教师 7138人、

学生 80425人；中心小学 144所，三至六年级参与教师 6917人、

学生 99452人。

（二）提高网课质量的主要障碍

虽然网课教学通过以上主要做法获得了一定成效，但正如提

案者发现的网课学习导致自制力差的学生玩电脑游戏更加突出、

作业机改误判导致学生无所适从等问题，总之，提高网课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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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障碍是：

一是大部分学生家里没有电脑，只能使用手机，而造成手机

流量耗费较大，从而造成经济负担。

二是部分学生家中没有宽带，4G网络信号差甚至无信号，

加之手机分辨率低，内存小，不能正常运行，学生看资料看视频

有一定的困难甚至无法使用，导致学习效果不佳。

三是学生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差，教师难于监控学生学习过

程及效果，家长跟踪督促不到位，学习效果不得而知。

四是大部分教师直播相关设备不到位，学生只能听讲，看不

到演示和过程推理，教学效果不好。

五是包括国家教育资源平台在内的“公益性”网络教学资源

还不够“优质化”和“针对性”，有些“优质化”和“针对性”的教学资

源仍需要付费。

六是部分学校网络（线上）教学活动不规范，出现教学时间

过长、作业布置较多、强制性打卡等违规行为。

二、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楚雄州中小学网课教学停止

开展情况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准备工

作的通知》（云教函〔2020]27号），在疫情防控形势稳定持续向

好的前提下，2020年春季学期预定开学时间为：3月 16日，符

合返校条件的教职员工返校返岗,做好开学准备、教学准备、疫

情防控、控辍保学等工作；3月 23日，高三和初三年级开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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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日，中小学其他年级开学。

在正式开学前的一个半月多的网络教学中，各学校及其主管

部门，以及师生、家长都克服了很多困难，使网络教学得以顺利

开展，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教育部、云南省教育厅针对这些问

题，即时发出《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深入做好中小学“停课不停学”

工作的通知》（教基厅函〔2020〕 4号)、

《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深入做好中小学

“停课不停学”工作的通知》（云教办函〔2020〕 2号），严格执行

国家和省级关于“停课不停学”的工作要求，遵循教育规律，尊重

学生成长规律，注重学生身心健康，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严格控

制教学时间，改进线上教学方式；进一步规范线上教学行为，严

禁给教师、学生、家长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对存在线上教学时间

严重超时、讲授新课、周末上课等违反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要求的，

要坚决纠正、严肃查处。

按照以上通知要求，通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督查通报整

治，网络教学得到了规范、质量得到了提升，虽然开学之初部分

县市学校、教师还存在线下课堂教学与线上网课教学（课外预习

短视频、网络作业辅改）相结合的形式，但在网课质量堪忧、减

负呼声、坚决纠正严肃查处违反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等压力下，至

2020年 4月初，全州所有中小学校及大部分教师都停止了网课

教学形式，争分夺秒开展课堂教学“零起点”补救前期耽误的新课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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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到目前为止，部分学生家长及其利用部分校外培训机

构在学生课外时间为自己子女进行网课教学辅导是一直存在的，

其网课教学辅导质量良莠不齐也是不争事实，本着自愿原则，学

校、教育行政部门及教师是不宜干涉的，只能作些积极引导。

三、将来突发事件发生时课堂教学转为网课教学并提高其质

量的设想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突发事件期间，通过 2020年 2月

10日至 3月 30日全州中小学网课教学的开展，为我们将来突发

事件发生时由课堂教学转为网课教学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教训，

为了能提高其网课教学质量，根据提案者提出的宝贵实施意见，

如控制网课泛滥、提高网络作业的针对性及质量等，特作以下提

高网课教学质量的实施意见建议，并且提前创造条件逐步实施。

一是各级政府要统筹协调，解决网络教学手机流量消费问题

（如流量优惠）。

二是电讯部门要切实解决网络宽带和 4G网络信号差的问

题。

三是要做好学生和家长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家校联系和沟

通，对孩子的网络学习进行有效跟踪督促，正确引导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和自觉性。

四是要加大学校网络教学设施设备建设，尤其要配齐配强教

师网络直播相关设备。

五是各级教育部门要加强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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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优质教学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增强教学资源的丰富性和针对

性。要充分发挥各级教学名师资源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建议建立

“名师讲堂”的管理及激励机制。

六是由教育部明确中小学网络（线上）教学活动的规范性要

求，比如教学时间如何安排？作业到底如何布置？等等。

相信在州委、州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级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的指导帮助、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全州广大教职工努力

工作下，在广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关心、重视、帮助、支持、

呼吁下，我州的中小学质量将取得更大的提高，一定能实现办人

民满意教育的愿望。

再次感谢你们对楚雄州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心，对楚雄州教

育事业的支持，希望继续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楚雄州教育体育局

2021年 7月 5日

联系人及电话：李育山 3125765
————————————————————————————————————————————————————————————————————————————————————————————————————————————————————————————————————————————————————————————————————————————————————————————————————————————————

抄送：州政府办公室，州政协提案委员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