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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课·不停学】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作为思政课教师，坚定贯彻国家

停课不停学的管理和规定，持之以恒办好线上思政课教

学，为广大青年学子解疑释惑和传播正能量，配合国家打

赢抗疫阻击战，我们义不容辞！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杜立文

把关心、关爱、关注渗透到课前、课中、课后的每一个

细节，以母亲的情怀关爱每一位同学，以父亲的睿智关心

学生的成长，以教师的职业道德引领学生关注国家，社会

和世界。让学生在母爱的温暖中成长，在父爱的亲情中成

熟，在教师的引领中成才。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田秀红

学生们有着满满的知识获得感和快乐，一切的辛苦付

出都是值得！

———外国语学院孙秋月

当我们去除了心中固有而狭隘的概念与障碍，就拥有

了无法想象的可能性！

———外国语学院张娥

“一课一得”“有讲有练、有讲有测”“苔花如米小、亦学

牡丹开”。

———外国语学院姜蓝

所有的形式都是在探索的过程，想要真正实现学

生的自主学习，开始会有困难，养成习惯，就会形成良

性循环。 ———文法学院王芳

中间穿插、设计课程题目进行话题互动和即时点评，

并适时给予奖励。这样既可以激发同学们的积极性和参与

热情，又避免了同学们因疲劳而产生厌倦感。

———文法学院滕朝军

线上授课教师最担心的就是看不到学生的真实情况，

对听课状态、知识的掌握程度等无从把控，因此更需要增

加师生互动频率，实时检验学生的学习状况。

———文法学院 马嘉俪

以往课堂教学时上课互动讨论环节组织很难，微信网

课则很好地实现了补偿功能。互动讨论不只是形式，而是

提高了质量。 ———文法学院孙颖

在内容基本充分的情况下，互动应该是网上课堂最重

要的一环，但互动需要一些技巧。

———文法学院周剑弘

网络教学形式给了我们新的启发，在看不到学生听不

到他们声音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文字互动进行课堂交流，能

够真正考验一名教师课堂驾驭能力。

———文法学院 陈诚

网络授课更加注重课堂互动，它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觉：

虽然师生相隔千里，却可以通过直播互动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园艺科技学院 李琛

随着我校网络教学工作的深入开展，校、院两级教学督导组深入网络教学课堂，了解和掌握授课情况和学习效果，积极收集整理在网络教学运行过程中发现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学校教务处对各单位推荐的典型材料，予以整理汇总，编辑发布，

供广大教师借鉴，丰富教学经验和手段，提高网络教学技能，共同提高我校网络教学质量。下面将辑录典型的教学案例、教学感悟予以刊发，供广大师生研读参考。

开学第一课
□ 董宝华

“做梦也想不到………”，以往的生活中，我们经常这
样感叹，但那感叹多是给别人的。
而今，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样感叹自己：

“做梦也想不到假期可以这样长”
“做梦也想不到过年居然要禁闭在家”
“做梦也想不到最紧俏的商品是口罩”
“做梦也想不到出个家门还得报告”

做梦也想不到
………
我也是做梦也想不到，这开学的第一课，居然是在家里

上，隔着千里万里，你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你……
2020年 2月 25日，庚子鼠年农历二月二，星期二，我

在卧室的飘窗上，与我从没见过面的 127名 19级学前的
学生，开始这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一切都是不一样的，原定的教室没有了，原定的画材
没有了，原定的“第一次见面”也没有了……
领导说，停课不停学。于是乎，所有的不一样都无所谓

了，教学计划不能变，我们来上课吧！
没有针管笔，我们用中性笔代替，

没有合适的画纸，我们有露露包装袋，有点心匣子，有
……
没有圆规，我们有盘子

没有教室，我们有书房，餐桌，窗台，奶奶的炕头……
没有钢琴，我们用废弃的纸箱板自己来画键盘……
然后，我们上———课———啦———
面对屏幕，怎么也找不到讲台的感觉。一样的讲课，确

切的说更像说课。距离太遥远，对象太分散，网速总捣蛋，
不能期望 50分钟咋滴咋滴，娓娓道来，总要把“嗑”唠完。
好在，孩子们都很配合, ,也很认真。

划重点，布置作业，逐一指导，
还是指导，点评，指导……

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

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感谢同学们的努力，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你们在建

立自己自信的同时，给我继续的勇气！

开学第一课，交作业啦……
(作者系教育学院教师)

从传统课堂到网络课堂的蜕变
□ 张娥

阿玛斯在《内在的探索》一书中写到：“当蛹变成了蝶，

惊讶地发现：我一直以为自己必须爬得快一点，我不知道

自己还能飞。如果我们仍然重视原来的东西，痛苦就在所

难免。我们必须拥有彻底的宽容和开放性，容许自己像树

木结出果实一样自然成长。当我们去除了心中固有而狭隘

的概念与障碍，就拥有了无法想象的可能性！”

受疫情影响，我校从大年初四开始相继发布相关文

件，引导老师们建立网课课程，做好网上教学的准备工作。

因此，我从大年初六开始，通过雨课堂平台连续听了近 20

次讲座，认真学习，从中汲取经验，尤其是清华大学的杨芳

和于歆杰老师的讲座令我受益匪浅。使我从一个从不关注

网络直播，不下载视频 App，连“李佳琦”是谁都不知道的

人，如今也变成了“网络主播”，拥有近 200名“铁杆粉丝”。

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小的心得，与大家共同交流

和探讨。

一、要想上好网课，首先要未雨绸缪。

提前根据不同课程建好学生微信群和QQ群，作为群

主，便于把信息传达到每一个学生。在雨课堂、学习通、智

慧树等平台搜索相关课程资源，择优建课，通过 QQ群屏

幕分享实现教学内容同步观看，与学生实时同步交流。用

家人手机，以家人作为学生进行试讲、演练和调试，并为每

一次上课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充分的预案。

二、网络平台准备就绪，就可以开始教学计划的制定了。

与传统课堂不同，100分钟对于网络课堂时间过长，因

此我把每 50分钟的教学内容重新组织，形成两个小节，为

每一个小节制定教学计划，细化到每一分钟做什么，包括

主题陈述、关键知识点讲解、弹幕、答题、小结等环节。针对

每次课的教学计划和目标，提前在雨课堂发送预习课件或

预习小测验，帮助学生有目的性地、有针对性地学习，并建

立对即将开始的课程的知识体系和重点内容的初步印象，

随后通过教学过程，将其印象提升到认识、理解和掌握。

三、对学生的预习情况要及时汇总，做到心中有数。

不得不提的是，大家一定和我一样，在制作课件和备

课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如原有的 PPT在网

上平台的播放效果出现差别，有些视频资料的链接不能插

入雨课堂，找好的资源无法为己所用等问题。其实最直接

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百度搜索，查询可行的方法，下载各

种软件或 App。（当然，现在大家可以咨询我校教育学院信

息技术服务QQ群，借此机会也感谢教育学院老师们热情

无私的付出。）

四、直播教学开始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要把手机设定成“飞行模式”，打开“Wifi”，保证网

络畅通，避免外来电话干扰，开着本课程学生微信群或

QQ群，并设置开启提示音，确保及时看到学生因网络卡

顿或突发情况发来的疑问和反馈信息，而且便于课内在线

交流，掌握学生实时动态。同时确保在直播授课时间内保

持周围环境安静、不受打扰，保证教学效果。

五、上课

上课时，先抽出两分钟时间对学生的预习情况或测验

结果进行点评，并给与相应鼓励和表扬。直播全程开启雨课

堂“弹幕”，便于学生反馈和线上互动。每讲四五张内容就问

一问，考一考，发个弹幕或投票，吸引学生注意力，同时在相

应时间点设计答题，提高学生学习参与度，及时了解学生对

此前讲授内容的掌握程度，并根据学生的表现进行反馈。值

得一提的是，高级英语课文篇幅长，内容难度大，学生手中

又没有教材，仅仅通过发送预习课件把课文原文推送给学

生，让学生预习是不够的，非常有必要在课堂讲授时再现课

文原文，这样才能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课堂讲授内容。因

此，我把课文的每一段，段中的每一句都加上标号，穿插融

合到相应的 PPT课件中，便于学生学习和理解。

老师讲得投入，学生学得专心，其实两节课很快就结束

了。课后要及时发复习课件和作业，通过作业对学生的学

习效果进行检查，同时实现一对一的交流，缩短教与学反

馈的周期。此外，要为学生提供一些拓展学习资料和获取

参考资料的途径，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索学习的能力。

“停课不停学”不仅仅是对学生的要求，也应是我们教

师前进的契机。面对疫情不停课，全面推进线上授课，考验

的是我们作为教师，有没有教学方式转变的思想认识和工

作决心，我们不要被动地接受这样的调整和转变，而要借

此机会积极推进教学模式的创新，实现从单一的、单向的

传统课堂到新形式、混合式智慧课堂的完美蜕变，我们科

师人必将不畏困难，并肩前行。

（作者系外国语学院教师）

有限沟通 无限传达
———色彩基础在线授课的一点体会

□ 王建梅
随着今年在线课程的开展，老师们转身变成了主播，

我也是科师中众多主播中的一位。这种体验对于我来说，

既刺激又充满挑战，既紧张又收获满满。尽管早在开学前，

学校就多方积极开拓渠道鼓励教师进行在线课程准备，我

也是早早筹措，精心准备自己课程，但在正式上课前的那

个晚上，作为有了 10年教龄的不算太“年轻”教师，我还是

紧张的半天才入睡，但第二天的课程结束后，学生纷纷和

我交流课后感受，我一下轻松起来，原来在线课程没有那

么可怕，我也可以。对于色彩基础课程在线授课的一点体

会，主要如下：

一、课前准备与模式选择

早在开学之前，我已经和 19风景园林班干部一起建

立好色彩基础课程QQ群，并在群内对学生课本及工具准

备情况进行了大致了解，鼓励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准备课本

及相关工具，并为同学提供了电子版课本供学生参考。学

校为广大教师提供几大在线平台进行授课，我也分别在智

慧树与泛雅学习通中为学生申请共享课，作为课程的补充

学习。色彩基础是一门典型的理实一体化课程，首次课程

是在是周二的 1-4节，我初步计划在学习通中在线授课，

QQ群课堂作为备选，最终由于网络原因，我选择了 QQ

群课堂的形式进行授课，并在正式上课前一天进行试课。

二、教学过程阐述

不得不说，在线教学过程中的很多经验来自我女儿的

在线英语辅导课程，每天陪孩子在线学习英语中也让我对

如何能够在线上好一门课程有了些许思考。

1.提升学习兴趣，让学生少走神。

在线课程，最难的是如何真正让学生感兴趣，因为我

们无法面对面沟通，缺乏视觉交流，看不到学生的表情与

反馈，所以学生很容易走神。针对这些情况，我为学生介绍

了上课方式及考勤方法，并充分利用QQ群课程学生可以

随时语音连线的优势，在课程中经常邀请学生进行问题讨

论，课堂氛围带动的不错，学生也反响较好。

2.提高课件质量，让学生感兴趣。

这次的在线课程，我没有沿用往年课件，而是根据线

上教学的特点重新制作了一套更适合网络教学的课件。与

往年课件相比，新课件图例更丰富，文字内容条理性更强，

并引用较多的视频与我们身边的设计案例，让学生真正感

兴趣，从而爱上在线课程。

3.不拘泥于形式，增加课堂互动。

由于课程是上午 4节联排，早上很多同学容易迟到。

每次上课前一天晚上我都会提醒学生第二天的课程时，并

在课程开课前 20分钟就打开QQ课堂，为学生放舒缓音

乐，让学生慢慢进入上课状态。回答问题我们也选择文字

或者是语音形式，随机回答，同学们也很积极。我们还把现

在抖音直播中很多形式引入课堂，如“是否理解，理解请扣

1”，课间 10分钟可以自由点歌等，来增加课堂互动。

4.有限沟通，无限传达

的确，与传统课堂相比线上授课在沟通方面确实有

很多不如意之处，但好在沟通有限，传达无限。虽然每次

上课只有短短的 90分钟，但课下的时间很充裕，19风景

园林 56位同学其中有 80%以上成为我的QQ好友，并利

用课余时间将自己的课下练习作业与我进行交流，很积

极也很主动，尤其是平时比较内向的同学也会积极的与

我沟通，这是平时传统课堂中所没有的。这也是我感触深

刻处之一。

抗击疫情的战役仍在持续，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完成

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断总结自己的在线授课经验，继续努

力和探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提升课程质量为目的，做

一名“好主播”，做一名合格的科师一线教师。

（作者系园艺科技学院教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网络课
程教学典型案例心得分享

□ 王岚

根据上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延

期开学工作的相关要求，进行网上课程教学，坚持“停课不

停学”。作为一名思政课兼职教师，积极学习网络教学相关

知识，并与其他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沟通学习，现将网

络课程教学的心得做以分享：

一、开展网络课程前的准备

1.网络教学平台的选择。根据思政部的统一安排，选

择学习通平台，并通过自学学习通教程，与其他老师共同

研究探讨，将学习通的学生导入、签到、同步课堂、讨论、学

习任务布置等功能使用情况进行掌握。

2.与学生建立网络沟通平台。网络课程不仅仅是教师

的教学任务完成，还应与学生建立网络沟通交流的平台，

建立学生们都比较熟悉的 QQ群“园艺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 -19园艺”，课前与学生建立好心理沟通，说明

疫情防控期间与学生们一同进行网络课程的原因，以及上

课的方式和平台使用，让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和学习准备。

3.提前模拟课堂，做好应急准备。在开课前与学生进行

课前模拟课堂，将上课的环节和流程进行提前演练，使得

学生熟悉网络课堂的环境，避免出现在课上因使用不畅造

成恐慌焦急的情绪，并提前告知学生因网络课程平台使用

人员众多，可能出现网络拥堵现象，请学生们做好准备，听

从老师的安排，切莫焦急。

二、网络教学过程

1.签到方式的实时切换。再精心的准备也不是万无一失

的，因网络平台拥堵，多次出现学习通在上课点无法正常进

入，导致教学内容延后，而近期在做学生工作信息统计时，

发现了 qq群接龙的方式，于是想到将这一功能运用到课程

签到中，并且反映良好，学生们很快适应这种签到方式。

2.电子设备的叠加使用。上课起初，使用电脑授课与手

机签到同时使用，但是发现电脑无法标注重点，可能会引

起学生视觉疲劳，无法实现像线下课堂上的肢体语言和板

书并进，在家人的一次用 ipad绘图过程中，想到用 ipad进

行网络教学，将重难点用画笔精准标注，学生们更容易跟

着课堂的思路进行，更具有带动性，避免出现长时间盯住

电脑引起疲劳。

3.两个平台的同步使用。从前几次课学习通的自主学

习中，学生反馈中得知对于“原理”这门课程，学生仅通过

自主学习很难理解课程内容，更希望得到老师的讲授，更

生动更具有带动性，但是由于网络拥堵，试课发现学习通

的同步课堂难以进行正常教学活动，同时因在做学生工作

时给学生进行远程班会，使用腾讯会议效果较好，既可以

投屏播放，音质和画面又比较清晰，因而从第三堂课起开

始在课堂的前 30分钟在腾讯会议对本节知识点做以梳

理，并结合当前疫情防控的形势，将重点和难点内容进行

讲解，学生们再带着对本节内容的思路和课堂笔记，进入

到学习通自主学习资料和章节部分，反映效果良好。

4.加强学生的课堂思考，引发想象，引起共鸣。在网络

教学的过程中，加强声音方面的抑扬顿挫，留有学生的课

堂思考和引发想象的过程，并尽可能用生动的描述和实例

讲解知识点，使得学生更能引起共鸣，有利于学生对教学

内容的掌握。

5.监测学生的线上自主学习情况。网络课程的学习，大

多数学生仍能自觉完成，但发现仍有各别学生不能自主完

成，因此在学生们自主学习期间，在平台统计数据中进行

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度，并以适时提醒的同时，了解学生未

自主完成的原因，针对不同情况的学生，采用适合的方式

进行提醒和教育辅导，进而使得学生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6.加强讨论与资源共享。在学习通讨论区进行讨论是

每节课最后的必备环节，结合疫情防控期间的时事新闻和

本节课的知识点，学生们在讨论区各抒己见，既加强了学

生们对重点内容的掌握和灵活运用，同时也使得大家关注

疫情防控的相关问题，国际和国内形势，虽居家学习，但仍

与祖国心连心，共命运。

三、网络课程教学引发的思考

1.尽量适应学生，减少学生的网络学习负担。因延期开

学，“停课不停学”，学生们每天网络课程的学习时间较多，所

以，尽量课上进行合理的教学内容安排，减少拖堂、课下负担

过重的现象，在每次下课后，提醒学生对眼睛的休息和保护。

另外，在使用平台方面，应尽可能选择使用学生们通用的平

台，减少过多的软件使用，避免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

2.出现特殊情况，应做到从容处理。因疫情防控期间，

网络平台使用出现人员过多拥堵的现象，而使得课程开展

出现困难，本就“少出门”的学生，在家可能会出现情绪不

稳定的情况，因此，作为思政课教师，更应该从容应对，提

前做好应急预案，并疏导学生心理情绪，提高我们的大局

意识和担当精神，为学生做好服务。

3.教学过程应集思广益，互相学习教学方法。网络课程

的教学开展，相信如此大规模的进行还都是第一次，尽管

我们在积极认真的学习，但将教师们的教学经验、平台使

用经验等进行及时分享，互通有无更能提高整体教学的质

量，使得学生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4.网络教学方式灵活，教师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互相

配合。因网络学习更重要的是学生能达到最佳的学习效

果，所以，针对不同学习风格的班级，需要教师采用灵活的

教学方式，不能拘泥于一种模式，应采用教师讲授与学生

自主学习互相配合，教师的讲授目前从学生的反馈中得悉

依然是学生更能接受知识的方式，因此，需要教师在备课

过程中加强授课方式方法的改进提升，同时又需与平台资

源结合，丰富教学课堂内容，相比线下的教学内容更饱满，

又能与学生进行良性互动。

5.学生工作经验与课堂教学并用。作为思政课兼

职教师，同时作为一名辅导员，将学生工作经验与课

堂教学进行结合，特别是将平时的工作方法，如疏导

学生情绪，与学生如何产生教学共鸣等方面运用到教

学之中，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更好地为学生

服务，同时在讲授知识点时，适时地与平时的工作实

例加以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提高网络教学效果。

(作者系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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