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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蒋芳 王莹 郑天虹
网课平台崩了，教师当主播慌了，学

生眼睛花了，家长打卡累了……近日，全
国多地学校陆续启动线上开课，受到广
泛关注和热议。

抗击疫情背景下的“停课不停学”，
导致很多学生、教师涌向在线教育平
台。从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培训机构，
到一线教师、学生、家长，均在接受考验。

■第一重：众多学生上线，资源够不
够？平台行不行？

教育部于 1月底宣布 2020年春季开
学延期，并提倡“停课不停教、不停学”。
短短两周，从教育部门到各培训机构都
放出“大招”。

慕课、空中课堂、电子教材、开放数
据库……为保障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的
在线教学，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
学”，截至2月2日，教育部组织22个在线
课程平台免费开放在线课程 2.4万余门，
覆盖了本科 12个学科门类、专科高职 18
个专业大类；教育部还要求高校强化在
线学习过程和多元考核评价的质量要
求，制定在线课程学习学分互认与转化
政策，保障学生学业不受疫情影响。

2月17日，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将
正式开通，教育部整合国家及有关省市
和学校的优质教学资源，提供包括新冠
肺炎防疫知识、红色教育、专题教育、数
字教材，以及从小学到普通高中主要学
科课程的学习资源。

江苏省南京市在 1月底就着手组织

名师，整合名课资源；截至 2月 8日，已上
线1021节课程，组织了384位拥有市学科
带头人及以上称号的名特优教师，制定
了答疑值班表。

为了将招生旺季变淡季的损失降到
最低，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35家大
型教育培训机构将线下课程改线上。“春
节期间，产品技术、教研教学、市场运营、
品牌公关等团队，都没休息。我们紧急采
购了300套设备，快递到老师家里面，一对
一指导安装，老师重新备课，可以说是不
计成本。”学而思沈阳分校校长李响说。

资源一切就绪，但面对巨大流量的
考验，多个平台却措手不及。2月3日，猿
辅导免费直播课程开课第一天，就因超
过 500 万人同日在线上课而出现“网
崩”。很多在线教育平台都存在卡顿、闪
退、掉线等问题，阿里、华为、腾讯云交互
服务均存在压力过载问题。

■第二重：教室变直播室，老师能力
怎么样？

2月2日是沈阳市原定的高三开学时
间。1日，高三线上学习方案正式启动，2日
起，全体学生在家依托微信群、QQ群、钉钉
群，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作息时间和课表
学习、互动。班主任在各班授课群里负责
监督管理，各科老师网络直播授课。

线上教学，让不少老师感觉有压
力。有的老师对着几十个自制力不足的
小学生直播一脸尴尬，有的老师自说自
话没有互动，有的老师把设备误调成静
音跟空气说了四十五分钟……

记者采访了解到，虽然手忙脚乱的
不少，但也有不少能力出众的老师经受
住了考验。

给大家分享自己制作的数学知识思
维导图，讲讲假期里亲身经历的数学小
故事，口述一道数学题，如何玩鲁班锁和
三阶魔方……因为善用网络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广州市东风东路小学的数学老
师唐广海被同学们取了个外号叫“黑科
技”老师。东北育才学校高中部教师王
威借助清华大学开发的“雨课堂”平台，
将PPT、慕课资源与微信功能融为一体，
通过音视频直播，学生随时“举手”提问，
教师可以实行“翻转课堂”式教学，课后
批改作业及时答疑。

■第三重：学生视力、身心健康如何
保障？

“三门网课都在今晚开答疑会，我们只
好让手机、电脑、ipad同时开着。”江苏省无
锡市一位家长李先生说，因延迟开学，他给
孩子报名了英语、编程等网络课程，每天监
督孩子上课，课后打印一堆电子版的练习
题，做完拍照上传给老师，烦不胜烦。

李先生说，本以为延迟开学能让孩
子轻松点，但又担心一旦放松要求，过
了这个超长假期，自己孩子比别人落后
太多，所以不得不努力跟上。

一些学校制定的课程表，时长也很
“惊人”。记者查看了有些学校的课程
表，有的一个上午安排了四五节本校课
程，下午还要收看全市或全区统一的微
课视频。一位家长苦笑：“孩子听没听

进去不清楚，我担心天天盯着屏幕，孩
子恐怕很快要得近视了。”

“基本的教育规律不能因为应急而
被忽视。”广东省教育研究院相关专家
认为，要关注在线背景下学生的身心健
康问题；一般而言，每段在线教学的时
间不宜过长，10-15分钟讲完一个教学
点为宜，一天的在线教学不宜超过四个
小时。

■第四重：除了应急，在线教育能
否再次升级？

在此次抗击疫情背景下，在线教育
会不会迎来风口？

教育专家认为，发展在线教育，能让
各地学生都接触到“牛校”的教学视频和
教研资源，有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
化，对教育落后地区的老师和学生都不无
裨益。

记者调查了解到，虽然在线教育资
源已经比较丰富，但现实中，中西部地
区、农村地区的教师在使用在线教育技
术、利用优质教育资源等方面，素质参
差不齐，很多地方还停留在统一收看

“空中课堂”阶段。
“很多发达地区已经在用AI技术、大

数据手段等信息化工具实现学习任务打
卡、作业在线批阅、为学生‘画像’提供个
性定制，农村学生还缺少上网终端，用手
机流量也有限制。”辽宁省西丰县教育局
副局长程少峰认为，要以这次提升教师
在线教学能力为契机，开辟农村教学的
新思路和新途径。

在线教育能否经受住四重考验

□新华社记者 秦交锋 李劲峰 廖君
截至 12 日，国家卫健委共派出 189

支医疗队、21569 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
省的医疗救治工作。医疗队如何开展救
治，湖北特别是武汉医院的紧张局面是
否有所缓解？

■多地派医疗队已超千人，携带不
少医疗设备物资

针对湖北医疗资源紧缺的形势，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国各地各部门
在短时间内，多批次调集医疗队员驰援。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全国已有 29
个省区市向湖北派出医疗队。其中，山
东、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派出的医疗队
员超过1000人。截至11日，山东前后向
湖北派出 9批 1385名医疗队员；截至 13
日，江苏已累计派出2492名。

针对湖北疫情防控医疗资源具体缺
口，各地派出的医疗队员除了急需的呼
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人员外，还涵
盖急诊科、心脏内科、神经内科、肾脏内
科等多个科室。为了对医院感染进行有
效预防与控制，多地派出的医疗队中包
括专门的院感防控人员。在福建省 11
日派出的对口支援宜昌首批医疗队中，
还有一支由相关专家组成的卫生防疫及
心理干预分队。

一些医疗队赶赴湖北的同时，还携
带了不少医疗物资、设备。浙江省第三
批医疗队 9日赶赴湖北，随行携带呼吸

机 40台、除颤仪 4台、中心监护仪 4台、
心电监护仪60台、ECMO1台，设施设备
等物资40余吨。

10 日召开的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提出，协调部分省
份继续抽派医疗队支持武汉，加大对湖
北省其他地区的医务人员对口支援。据
了解，13 日，又有新一批全国各地的 21
支重症患者救治医疗队赴湖北开展援助
工作，医务人员共计3170名。

■不少医疗队整建制接管重症病
区，支援人员工作强度大

记者采访多家定点医院发现，不少
医疗队整建制接管重症病区，救治危重
症患者。

中日友好医院医疗队 119 人，整建
制组建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
区，承担 C6 东病区 50 张床位。医疗队
往返3000公里，从北京运来并快速配备
ECMO、呼吸机等设备，扩大当地重症
患者收治能力。山东医疗队第一个进驻
尚未完工的黄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开辟两个病区，紧急建立各项病房工作
流程、诊疗规范。

此外，还有一些医疗队与当地医疗
资源整合，一起开展救治。在武汉市新
洲区人民医院的重症救护室，每个班次
都由青海医疗队和区医院的医生、护士
共同组成。青海省医疗队队长、青海省
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孙斌说：“我

们一起救治病人，本地医生负责下医嘱、
病案管理等，医疗队负责查房、会诊、‘红
区’操作等。”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外地医院除了
派出医疗队支援湖北，还利用网络在线
诊疗进行驰援。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
周军介绍，医院发挥远程医疗优势，指导
武汉等地新冠肺炎重症诊疗，还利用互
联网平台开展患者复诊。

与此同时，记者采访了解到，医疗队
整建制接管病区，通常遇到两个具体问
题：对受援医院的系统、流程不熟悉，听
不懂武汉当地话。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 20 多名
医护人员在汉口医院呼吸科第六病区进
行支援，医疗队队长周宇麒说：“外地医
生不熟悉汉口医院的系统，办入院、出院
等手续时效率相对不高。前两天，来了
一位 80多岁的患者，老人讲武汉话，声
音大又着急，我们听不明白。完成这些
磨合需要一点时间。”

■急需加强医疗物资供应，有的医
疗队护目镜、面屏等反复使用

记者采访多支医疗队发现，随着疫
情不断变化，新增患者数量增加，目前，
各地带来的医疗物资大量消耗，普遍出
现供应紧张的困难。

周宇麒说：“支援汉口医院的广东省
医疗队200多人，物资是内部统一调配，
目前已经消耗差不多了。现在物资供应

改成配给制，比如一个人进‘红区’一个
班次，就只发1个N95口罩。”

他介绍，目前医疗物资供应有三个
渠道：政府部门调配下拨到汉口医院，来
一批领一批；后续支援医疗队带的物资，
不过已经很紧缺；社会各方支援，有的捐
赠直接寄到了酒店驻地。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目前有大约1500
位病人，6支医疗队在进行支援，防护物
资由武汉市卫健委统一调配。“防护物资
每天给 700套，昨天实际用了 900多套，
供应严重不足。调配物资都是理论上计
算的数，方舱医院虽然是收治轻症患者，
但也有重症出现，应急人员频繁进出，额
外增加了不少防护物资需求。”武汉客厅
方舱医院负责人章军建说，医疗队也在
使用随身携带的防护物资，但杯水车薪。

据了解，有的医疗队物资紧缺，不得
已将使用过的护目镜、面屏等清洗消毒后
反复使用。有的医疗队为了节省物资消
耗量，把进入暴露区的医护人员数量，压
缩到能保障工作开展的最低数量。有的
医护人员穿着纸尿裤，由每班次4小时延
长到8小时，以减少医用防护服的使用。

除了防护物资，救护一线的专业救
治设备也紧缺。孙斌介绍，当地政府、医
院在物资、设备等保障方面，都给予非常
大支持，但现在急需专业的无创呼吸机、
呼吸机管路以及高流量的温室化吸氧装
置等。新洲区人民医院重症病房只有两
台呼吸机，但病房里面12张病床都是满
床，救治设备不够用。

据了解，按相关要求，新组建的医疗
队将根据队员数量携带 10 天的防护物
资。

全国2万余名医疗人员驰援

能否尽快缓解湖北医院紧张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