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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

这样的人更值得尊敬，他默默无闻地躲在暗地里，在漫长的辛苦的日子里无报酬地
劳动，得不到光荣也得不到表扬；只有一种思想鼓舞着他的勤劳：他的工作对大众来说
是有益的。
——俄国作家 克雷洛夫

打造优质远程教育平台
推动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工作
——记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远程教育技术中心
苏 英

谢婕妤

托尔斯泰曾说过：人生的一切美，都是由
光明和阴影构成的。正是光与影的完美结合，

以优质的远程信息技术
服务清华对口支援工作

才成就了伦勃朗油画艺术之美的永恒魅力。因
此，当人们纷纷感慨于光明的温暖与美好时，
阴影之重要同样会赢得大家广泛的尊重与敬佩。

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始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但最初的构想，早在 １９９７ 年即由原国务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本年度清华大学对口支援工

院副总理李岚清提出，两校也于当年就学校师

作会议在清华举行。全校参与对口支援工作的

资培养、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等方面达成了

各相关院系和部门负责人济济一堂，对过去一

初步协议。此后，清华大学多次选派专家教授

年的对口支援工作进行总结，就如何进一步扎

组成顾问团，对青海大学“十一五”和“十二五”

实有效地开展工作进行探讨。其中的重要议题

发展规划、学科建设规划、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之一就是面向青海大学的对口支援工作。在参

和校园建设规划等进行指导，明确青海大学战

与这项对口支援工作的众多队伍中，有这样一

略定位、发展思路和建设目标；并选调教授团

支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的幕后团队——清华大

进驻青海大学，直接参与青海大学的教学管理、

学继续教育学院远程教育技术中心（以下简称

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等工作。

“远程中心”）。 自 ２００６ 年 春 季 学 期 开 始，

随着青海大学日新月异的发展，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中，远程中

的援助重点也在逐步拓展。根据“十一五”期

心承担着课程的远程实时播出与技术支持这一

间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协议，自 ２００７

重任，至今已是第九个年头。

年 ３ 月起，清华大学通过远程教学方式，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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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青海大学本科生开设 １０ 门以人文社科基础

版社联手，利用远程中心的卫星平台，为青海

教育为重心的“文化素质核心课程”，使青海

大学数学教研室的教师及部分学生提供了首次

大学学生有机会与清华大学学生同堂上课，选

远程直播课程。

修至少 １ 门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课。
在清华大学对口支援办公室的统一协调

据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副院

下，这一任务由学校教务处、电教中心和继续

长刁庆军介绍，２０００ 年 ９ 月，清华大学建成了

教育学院共同承担。每学期的“文化素质核心

覆盖全国的互联网、卫星网、地面通信网“三

课程”由教务处负责落实开课计划，电教中心

网融合”的现代远程教育技术平台。作为清华

负责在校内教室录制课程，继续教育学院负责

大学远程教育唯一的面向全国的技术平台，它

课程的远程实时播出与技术支持。继续教育学

可在卫星网络直播、多点实时交互、移动远程

院的具体任务，由远程中心承担。

会议、高速数据传输、课件编辑制作、平台设

事实上，早在此次学校政令发布的前一年，
远程中心就已经参与到对口支援青海大学的工

计开发等领域提供完善的技术服务。
“卫星播出平台常年无故障平稳运行，保

作中。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借助远程中心的卫星平台，

证了现场直播课程、录播课程、视频交互课程

通过远程视频连线的方式，青海大学 － 清华大

的顺利进行。”这正是学校将“文化素质核心

学对口交流中心开通仪式在两地两校同步进行。

课程”的远程实时播出与技术支持工作郑重交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远程中心承担了两校首次
以远程视频互动形式举办的主题团日活动及两
校团干部交流活动。

付学院承担的主要原因。
重任在肩。“为了确保直播课程的顺利进
行和播出质量，我们在学校网络中心的积极配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清华大学数学基础课程教

合下做了大量的技术准备工作。”据远程中心

学基地、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和清华大学出

主任杨小勤介绍，从 ２００７ 年初开始包括寒假期

远程教育技术平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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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远程中心不仅自筹资金实施了课程传输系

院校的无私援助，是学校和学院赋予我们的责

统的基本建设，包括铺设了专用的线路接通第

任。责任重于泰山，为了这份责任，我们会义

三、第五、第六教学楼到远程中心位于学校建

不容辞、全心全意地将此项工作进行到底。”

筑馆北楼的卫星平台的通信网络、增加播出设

几年来，远程中心帮助青海大学建立技术队伍、

备、测试线路、与青海大学双向调试等；而且

培训技术人员、指导设备调试、赴青海大学现

增强技术服务力量，派出技术骨干赴青海大学

场指导调试安装设备等，建立起了良好的沟通

进行设备调试和技术培训；同时，远程中心还

和协调通道。

在校内的授课教室安装了课程实时采集、录制

其次，为保证课程高质量地顺利播出，远

系统，从而使课程的远程实时播出成为可能——

程中心涉及到的岗位众多，包括系统运行、双

课程经现场实时采集录制后通过专线传输到远

向交互、课程直播、设备测试、课件制作、与

程平台的卫星直播系统，再通过卫星播出系统

教务处和青海大学的沟通协调、技术培训和咨

同步传输到青海大学。

询等。特别是双向教学时，需要提前进行充分
沟通与设备调试，以保证课程交流的万无一失。

德馨业精、本真务实
为西部人才建设与教育资源共享无私奉献

由于“文化素质核心课程”全部安排在晚上直
播，承担播出任务的同志更为辛苦。周一至周
五的每个晚上，他们都必须坚守岗位，在七点

每晚七点，值班人员都会准时出现在夜色

半至九点半期间同时播出两门课程，并做到全

中的建筑北馆五层机房。推开门，迎接他们的

程跟进、全神投入。如果遇到大风、大雨、大

是满屋一人多高的电子设备，无数指示灯闪烁

雪等恶劣天气，更需要他们对故障做出精准预

着红红绿绿的微光。半小时后，面向青海大学

判及高效应对。因此，按参与人员的全部工作

的“文化素质核心课程”直播即将开始。刚刚

量加上全年播出 ８５０ 学时计算，最少需要 １．５ ～

完成了白天八个小时工作的他们，还将在这里

２ 人全年全时工作。梁朝晖、李安德、姚建刚、

度过另外两个甚至三个小时。家人、朋友、节

李颖煜、赵海光、史春华……这群平均年龄在

假日、娱乐、个人空间，这一刻都将为工作让步。

３６ 岁左右的小伙子们，长期以来始终坚守在这

对他们而言，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对远程

一特殊的工作岗位上。正是数年如一日的辛勤

中心的每一位员工而言，这样的日程安排同样

劳动与默默付出，让他们成为了青海大学师生

是再平常不过了。

们眼中的最美“光影星播客”。

为了圆满完成实时直播任务，让两校学子

多年来，远程中心与学校教务处和青海大

得以共享清华大学优质教学资源，远程中心投

学紧密配合，以系统的稳定运行保障了课程的

入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

顺利播出，并制作了 ３０ 门多媒体课件交付青海

首先，为了播出质量更好、更清晰的图像，

大学使用。截至 ２０１３ 年秋季学期结束时，远程

需要充分保证播出带宽的投入，还有播出设备、

中心已连续为青海大学传输了 ７ 年、１４ 个学期、

备份设备、课件存储设备（盘阵列）与监控设

１４０ 门、近 ４８００ 多学时的“文化素质核心课程”。

备的投入等。而所有这些投入，几乎全部出自

每年青海大学均有 ３４００ 名学生选修这一课程，

远程中心的日常收入。“为保证对口支援工作

７ 年来选修的学生近 ２．５ 万名。

的顺利开展，中心每年都要付出较昂贵的成本。

在课程的实时传输过程中，远程中心的任

不仅是无偿服务，而且没有任何经济收益。”

务是必须保证整个系统的畅通，保证实时播出

杨小勤说，“但是，作为清华大学远程教育平

课程在青海大学落地的质量。播出过程中任何

台的运行单位，能够代表清华大学完成对兄弟

环节、微小的错误都将导致实时直播的不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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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中断，都将会给学校的声誉和对口支援工作

期的课表。由于两校教学进程不一致，青海大

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代表学校做事，只能

学开学比清华大学要晚三个星期，远程中心会

做精、只能做好”、“不出差错，不给学校和

提前将这三周的课程内容打包，待青海大学开

学院丢脸”、“勤恳做事，脚踏实地，有困难

学之后，再发来供青海大学学生进行补课。每

自己解决”……成为了每位中心员工时刻牢记

次课程传输的 ＩＰ 地址、开课时间、课程变更与

的工作准则。

调停、对口支援工作的各阶段发展情况等信息，

言辞质朴，却最得人心。

也会及时通知青海大学，以便两校同步进行。
“前
期的沟通很及时，中期的组织管理做得很到位，

九年默默耕耘路
口碑如镜可鉴人

后期的学生评价也很好。”
而远程中心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与技术水
平，尤其让他印象深刻。“清华曾经尝试过‘同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投身对口支援

一课堂’，清华的老师在那边讲课，两边的学

青海大学工作近九年，致力于“文化素质核心

生同时收听；后来又尝试过为青海大学的学生

课程”的远程实时播出与技术支持工作也已进

专门开课，清华的老师在那边讲，青海大学的

入第八年，远程中心持之以恒的辛勤付出，又

学生在这边收听、提问，再由清华的老师实时

收获了怎样的口碑？

解答，反响热烈。这些尝试，技术上完全由远

在接到记者的采访电话之前，青海大学教

程中心实现。”此外，“光速与声速有差距。

务处计划与管理科科长周印利刚刚与远程中心

因此在卫星传输过程中，偶尔会出现影像与声

副主任梁朝晖一起敲定了 ２０１４ 年下学期的课表

音不同步的情况。但清华的老师们每次都会及

内容。

时发现，并提前告诉我们一个比较准确的等待

周印利告诉记者，每年的 ４ 月底、５ 月初，

时段，他们再利用这个时段对故障进行及时的

远程中心就会与青海大学联系商定当年秋季学

解决。虽是很小的一个细节，但细节之处见精
神。”如在直播过程中
遇到暂时无法解决的故
障，远程中心也会及时
通知，并在事后将课程
内容打包发来。“但是，
基本上每次都能当堂解
决，解决不了的情况很
少。”“不仅如此，我
们的远程课程学生评价
系统，也是经梁朝晖老
师建议，参考了清华大
学的学生评价系统之后
研发出来的。”
为构筑素质类公选
课程管理长效机制，应
清华大学要求，青海大

工作中的卫星播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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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了一名助课教
师， 与 选 课 的 学 生
们一同感受来自清
华的“言传身教”。
对于远程中心提供
的 远 程 学 习 平 台，
这些青海大学的师
生们也有自己的评
价——
“清华远程课
程是实施素质教育
的主要途径和重要
载 体， 是 解 决 学 生
形成合理知识结构、

青海大学的学子们收看清华大学的录播课程

提高综合素质的较
好途径。”
“我对这种直播的形式很喜欢……如临现
场，感受很不同，很有特性。”
“我很喜欢上这门课程，清华大学教师的

务处与远程中心的合作始终相当融洽，“感谢
继续教育学院的密切配合，并希望在后续的工
作中继续得到你们的工作支持。”
不仅如此，远程中心还承担着清华大学教

授课很生动、风趣，使我了解了很多从未曾知

育扶贫办公室的整体技术支持、录课、播课任务，

晓的知识。虽然课程是通过远程设备进行传输

每年为覆盖了 ２７ 个省、市、自治区的 ３０００ 多

的，我们还是有如临现场的感觉。”

个教育扶贫现代远程教学站提供近 ３０００ 学时的

“通过卫星直播，形式新颖。作为青海大

远程培训课程及教学站技术支持；以及清华大

学的学子能够参加课程学习，非常高兴，感觉

学继续教育学院院方网站的建设与运行、学院

非常受益。”

各培训业务部门的课程与活动录像、专题片制

“远程教育是一种新的教学手段，使我们
的学习途径多元化，实现了名校优秀教学资源
与普通高校共享的愿望。同学们受益匪浅。”

作等。
远程中心的出色表现，也赢得了学校、学
院领导的交口称赞。
“远程技术工作很辛苦。”
“能

……

坚持下来，就很感人。”“这是一支召之即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远程中心还

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队伍。”“中心的工作，

无偿承担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为青海大学计算

我们放心。”……

机系以远程方式开设的四门专业课程，缓解了
青海大学计算机系师资缺乏的问题。远程中心

质朴、本真、严谨、务实，正是远程中心

的无私付出，不仅得到了青海大学计算机系老

的真实写照。对口支援青海大学是清华大学一

师们的充分认可，也为中心赢得了一笔来自时

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学校进一步落实对口支

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陈旭的基金拨款。

援西部高校计划、实现“教育平等”理念的重

“合作顺畅，工作认真。”清华大学教务

要举措。“为了这项工作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处副处长张文雪对远程中心如是评价。同样是

我们会一如既往做好工作，将对口支援工作进

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中的幕后英雄，学校教

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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