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日前，沪江

“万师互教·众师成长”2019互+计划网络

公益课程发布会在浦东召开，沪江推出全

新课程模型——N师课堂，以完善网络课

堂模式、助力偏远地区实现优质教育资源

的共建共享。

“现在通用的网络课程模式叫做‘双师

课堂’，线上的网师讲课，当地的学生听。”沪

江首席教育官吴虹认为，对于乡村教育而

言，仅仅是“双师课堂”还不够。“我们推出了

N师课堂。因为互联网上面除了有‘网师’，

还要有助学、助教，助学是在教室里面帮助

学生的那个人，助教是在网上帮助老师的

那个人。”

N师课堂：
改变不单靠一块屏

“当大家以为乡村硬件条件很差、连桌

椅都配不齐的时候，其实乡村已经有了电

脑、大屏幕和网络。但只有这些设备是无

法为乡村带来公平的教育环境的，一块屏

幕不仅仅是一块屏幕，它更代表着背后无

数教师的努力。”吴虹表示，乡村教育环境的

硬件一环已基本打通，最缺乏的其实是优

秀教师、优质课程等“软件”。

此次，互+计划推出的N师课堂，就是

希望借助“群”的力量。据介绍，N师课堂是

由一位教师面向N所学校授课，由网师、助

学（当地乡村教师）、助教共同配合的大规模

网络社群化课程组织、学习及反馈的学习

闭环模式。

该模式中，“网师”根据助学、助教的反

馈设置适宜课程内容；助教帮助网师备课，

指导助学们解决网络学习中遭遇的困惑，

以及对优秀助学进行激励；助学则负责收

集、评估学生们的课堂表现，将学习情况实

时反馈给助教，帮助其对课程进行迭代升

级。

此外，N 师课堂还包括全新课程体

系——N师学院：对优秀的乡村教师、线下

区域名师进行培训，帮助其成为一流的网

络名师，并融入N师课堂成为新的网络课

程提供者，这一课程体系可以打破空间束

缚，把教师的能力通过互联网辐射到更广

的区域；实现区域教育资源自我造血，提升

当地教育水平。

教育信息化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黎加厚认为，网络技术的革新换代，为乡村

教育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好教师的能

量是巨大的，应该利用极简的信息技术让

他们提升自己并影响到更多的学生乃至是

老师。老师的能力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

能力就会提高，乡村教育水平也会有所好

转。”

互+计划已覆盖
全国5000余所学校

江西赣州市宁都县教育局局长温英

俊在发布会现场详细叙述了宁都开展网

络课程的经过。他表示，在加入互+计划

前，宁都因地处偏远，师资力量相对匮乏，

存在老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问

题。当宁都整体接入互+计划网络课程

后，情况完全变了。

他介绍说，目前，宁都全县所有乡镇小

学都已参与美丽乡村网络公益课程，每周

近6000名学生从中受益。此外，当地5475
位教师参加了教师培训网络课程“青椒计

划”，提高了教学能力。此外，针对优秀的

乡村教师，宁都县教育系统也作出相应的

激励机制，更好地服务网络课程的推进、落

地。

“在免费网络课程的推动下，学生们越

来越有学习的兴趣、教师们掌握到越来越

多的教学方法，宁都整体教育水平获得了

明显提升。”温英俊说。

截至2018年5月31日，互+计划已覆盖

全国5000余所学校，向15万名教师提供系

统性帮助，惠及学生逾百万。

当看到乡村教育因为一根网线发生变

化时，沪江创始人兼CEO、互+计划创始人

伏彩瑞认为，“互联网+”已解决了很多传

统领域的问题，但在教育生态中，“互联

网+”不仅需要把互联网引入学校，还要通

过大规模、普惠的平台及工具，将教师们从

学校带到互联网上，让他们的力量得以汇

聚。

据悉，华东师范大学、凯迪拉克、兴全

基金、华为等企业、机构都与互+计划达成

合作，共同向乡村倾斜教育内容及设备资

源，保证网络课程顺利落地之余，还对优秀

助学、助教、网师、学生提供相应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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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亚汽车技术中心金桥园区首度开放
发力锻造未来核心研发能力

沪江“互+计划”探寻网络课堂新模式
让一块屏“背后”汇聚众师之力

让“通用梦”与中国梦共同起舞
——上海通用重工集团党建风采巡礼

■本报记者 严静雯

2017 年 5 月 5 日，一架飞机在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冲上云霄，圆满完成了

首飞任务。这架飞机就是中国首架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客

机 C919。大飞机 C919 实现了国人期

盼已久的“飞机梦”，而这个梦想实现

的背后也有上海通用重工集团的一分

力。

资料显示，通用重工是一家集焊接

电源制造、焊接材料制造、焊接机器人集

成、切割自动化装备制造、焊接技术研究

等为一体的焊接整体解决方案的产业集

团。在航天军工、船舶制造、钢结构、重

型装备、压力容器、轨道交通、管道生产

与施工、桥梁建筑等领域皆有通用重工

的产品。通用重工副总裁陈振刚表示，

党组织在民企中的作用不容小觑，通用

重工这几年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党组织

这个领导核心，也离不开党员们的先锋

模范作用。

发挥好党员带头作用

2015 年，大飞机 C919 进入总装阶

段。华东理工大学联合通用重工研发中

心，在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

开展飞机保温棉焊接课题的研发。通用

重工研发负责人王进成带领研发团队，

在集团的一项专利技术“手工焊机节能

控制装置”和 32位数字化控制技术平台

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发，经过数月奋战，研

发出脉冲数字化电源控制技术。这项技

术解决了C919大飞机保温棉高难度焊

接课题，填补了国内空白。

研发是除日常基层党建外，通用重

工党总支最挂心的一个主题。在党组织

的引领下，全集团上下充满了创新钻研

的气氛。突破大飞机难题的王进成就是

一名党员，他带领团队不畏艰难、夜以继

日地攻克难题，研发出的多项专利技术

为企业创造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作为一名党员，他时刻以党员的

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理论学习、

联系群众和遵纪守法等各方面都很好地

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传统焊接能量消耗大，随着大家对

环保的重视，焊机急需一次大变革。王

进成率领团队，奋战了无数个日夜，最终

研发出了一项专利技术——手工焊机节

能控制装置。它在焊接拉断阶段内能大

幅减小能量消耗，同时减少了焊接过程

中不必要的能量损耗，达到了节能的目

的，使焊机在连续点焊的情况下节能效

率达到 40%。此外，该技术能有效降低

起弧定位的难度，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

起弧定位不准确所造成的焊接缺陷，焊

接效率得到了质的飞跃。

正是有王进成这样的党员带头奋

进，通用重工锤炼出了过硬的技术，为中

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一重、三一

重工、外高桥造船、中国第一座核电站、

秦山核电站、南极科考泰山站、迪士尼乐

园等客户上千个重大工程的建设提供优

质、可靠的焊接设备、焊接材料及焊接技

术解决方案。

紧跟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

2017年6月，2017国际焊接大赛在上

海通用重工集团焊接产业园举行。来自

喀麦隆、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西班牙等

多个国家的115名选手与我国247名选手

比拼技术。通用重工为选手提供了包括

MIG-500气体保护焊机、手工直流焊机

ZX7-400TS等多款专业焊机设备机型。

在为期6天的比赛过程中，通用重工的团

队在党员的带领下，为大赛提供了高质量

的焊机设备、技术和现场支持服务。

通用重工紧紧跟随党和国家的战略

方针，做好本职工作、发挥自己的优势。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集团开始寻求

更多的海外合作机会，积极参与到“一带

一路”的共同发展之中。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重要

组成部份。通用重工的电焊机也因为支

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而登上了 2017年 4

月 14 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

目。画面中，通用电焊机T7系列正在为

中巴公路、瓜达尔港等基建项目的钢结

构焊接提供服务。据了解，该系列产品

技术领先、性能可靠，无论高空还是山

坡，都能有效解决在工地上 200米范围

圈的焊接作业，解决了施工现场环境恶

劣、条件有限，甚至是高空作业等系列难

题，它的背后正是王进成团队创新研发

的突破性芯片处理器技术。

发展至今，通用重工自主研发生产

的多个产品项目被认定为“上海市高新

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上海市名牌产品”

“中国节能产品”以及“行业评定推荐的

名优产品”，通用重工的 NB-500T 和

ZX7-400T 两款产品于 2015 年 11 月被

工信部授予“能效之星”产品称号。

陈振刚表示，在通用重工党总支的

引领下，集团将始终坚持以“忠诚、担当、

奋斗、创新”为企业核心价值，为打造“国

内知名、国际一流”的焊接产业集团锐意

进取、开拓创新。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上海移

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宣布，公司已经

完成 2亿元C轮融资，领投方为红杉资本

中国基金和中银投资。据悉，移宇科技最

新一代产品在整体技术上已领先于部分

主要跨国竞争对手，下一步公司将重点发

力市场端，加强全球渠道布局和营销队伍

建设。

移宇科技成立于 2008 年，总部位于

上海张江，致力于通过自主创新向全球糖

尿病患者提供血糖实时监测系统、智能给

药系统和人工胰腺治疗系统。

去年底，凭借出色的产品性能和用户

体验，移宇科技在英国糖尿病医保最大联

合竞标中击败多个国际竞争对手，其贴片

式闭环人工胰腺和动态血糖监测两个产

品综合评分皆名列第一。此前，移宇科技

已获得德国和法国国家医保的认可，并成

为首家以高端创新医疗器械身份进入德

国医保目录的中国企业。

目前，移宇科技的全球首个贴片式闭

环人工胰腺，已率先在德国、英国、法国、意

大利、荷兰、瑞典等国家和地区批量上市销

售，预计很快将进入美国等其他市场。

移宇科技董事长和创始人杨翠军表

示：“随着我们C轮融资的完成，公司将推

出更多创新的人工胰腺相关产品。”

本报讯（记者 王延）全新落成的上

汽通用汽车泛亚汽车技术中心金桥园区

日前正式对外开放。泛亚金桥园区聚焦

于前瞻设计、造型及工程研发能力的提

升，拥有前瞻及造型设计开发、软件中心、

前期架构开发、缩比模型风洞、电子电器

开发等众多关键研发设备，为新技术、新

设计在整车上的创新应用提供了高水准

的研发平台。

随着泛亚金桥新园区的启用，上汽通

用汽车研发体系形成了 1个泛亚，2个园

区（金桥园区-造型设计及软件开发园

区；唐镇园区-整车及子系统、零部件开

发验证园区），3个分中心（沈阳分中心、

烟台分中心、武汉分中心），4个试验基地

（广德试车场、黑河寒区试验基地、吐鲁番

热区试验基地、格尔木高原试验基地）的

布局，无论规模还是整体研发实力均稳居

国内第一阵营。

据介绍，作为上汽通用汽车的设计与

工程技术中心，泛亚汽车技术中心经过

20多年的市场实战，已拥有了整车及架

构、造型设计和动力驱动系统的全过程开

发能力。在其发展历程里，泛亚设计团队

为上汽通用旗下 3大品牌的 20多个系列

产品打造了140多款车型，量产数量达到

几百万辆，其中更是不乏通用全球车型。

“今天的泛亚，已成为上汽集团和通

用汽车全球研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备国内领先的设计、整车架构与先进驱动

系统开发能力，同时在新材料、电动化、智

能网联等方面更拥有丰富的技术储备。”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在电动化领域，泛亚拥有完备

的新能源控制系统开发体系，包括能量控

制系统和驱动控制系统开发，涵盖架构设

计、需求开发、软件实现及验证标定等完

整开发过程，已实现覆盖从微混、全混、插

电混动到纯电动全类型新能源产品开发

能力。

在智能化方面，泛亚结合长期的市场

实践，已形成ADAS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

全过程开发和本土化试验认证能力，不仅

能够满足通用全球的功能安全和网络安

全标准，更能够适应国内的特殊工况和路

况，实现ADAS功能在上汽通用汽车三大

品牌车型上大规模的技术普及。

在网联化方面，泛亚汽车技术中心一

直走在行业前列，近期上汽通用车型搭载

的车联系统，得到了业内人士和消费者的

认可。泛亚汽车技术中心还基于中国的

使用场景和用户习惯，稳步推进包括一体

化座舱理念、增强现实HUD、多维交互、

人脸识别等智能人机交互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泛亚自2012年开始，

率先启动了数字化战略转型，从“产品数

字化、研发数字化、业务数字化”三大方

向，对业务体系进行全面数字化改造，构

建先进的、独立自主的智能化研发体系。

经过5年的扎实推进，泛亚数字化研发体

系已经初步建成。数字化体系在给公司

的业务运作模式带来深刻变革的同时，更

让泛亚未来面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

化”的开发能力如虎添翼。

移宇科技完成2亿元C轮融资

位于金桥的上汽通用汽车泛亚汽车技术中心。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