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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学院

《生理学》在线教学总结与体会

王硕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全国广大师生都经历了以远程在线教育

为主的教育信息化洗礼。随着“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工作的推

进和开学复课时间的一再推迟，在线教学现已进入了常态化。本学期

《生理学》在线授课实践亦让我收获颇丰，下面谈谈自己的一些心得

体会。

图 1 教师直播上课与学生居家学习

一、做好教学准备

1、充分熟悉运用教学平台。教学平台作为此次线上教学的重要

载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无论是授课老师还是线上上课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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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该对其充分了解并且熟练运用。通过充分了解各在线教学、直播

平台的优势和使用情况后，本课程的线上教学选定了“钉钉直播+智

慧树”的方式。钉钉直播上课可以近似还原课堂教学效果，了解学生

在线情况，督促学生学习，且能够直播回放，加强重点难点的巩固。

智慧树平台有优质的共享课程，能够帮助学生提前预习和自我学习；

构建的翻转课程有利于教师发布教学资源，布置课后作业及开展师生

间的讨论和答疑。通过开学前学院安排的智慧树平台使用培训和钉钉

软件的使用探索，对其授课方法和流程有了充分的了解，成功构建了

班级群，并顺利进行了授课测试。

图 2 钉钉和智慧树班级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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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真备课，保证线上教学质量。《生理学》属于专业基础课，

课程知识点多，逻辑性强，对于学生打好医药学基础很重要。但生理

学的讲授需要学生有一定的人体解剖学知识，但学生培养方案中未设

置该课程，所以本课程选用《人体解剖生理学》教材，以生理学知识

为重点，辅以必要的解剖学知识，从而让学生学懂弄通。

前期在学生未收到教材的情况下，将章节教材扫描上传智慧树学

习资源，课前发布学习任务，指导学生预习。利用山东大学的智慧树

共享课程《医学生理学》作为参考课程资源，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

习要求。为了增强学生居家学习对重点知识的把握，对 PPT 课件进行

了补充完善，突出重点内容，将原教案中安排板书的内容提前绘制成

思维导图，以增强学生对整节课内容的整体把握。此外，进行课前试

讲，提前发现问题，确保正式授课的顺利进行。

图 3发布学习资源与学习任务

图 4 智慧树共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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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前提醒，防止学生错过直播课程。为防止学生居家学习错

过直播课程课程，提前通过班级微信群和设置钉钉日程提醒学生下次

课上课时间，保证学生按时到课。对于确因特殊事项不能收看直播的

学生要求提前请假，课后及时观看直播回放。

二、保质保量上好直播课

直播在线授课虽然师生不身在教室，但能听到彼此的声音，遇到

问题能够及时沟通，有如真实上课。在直播过程中同样要求教师拿出

对学生负责任的态度，尽全力把课讲好。《生理学》授课过程中，一

般先带领学生简单回顾上次课的重点内容，随后认真讲好每一个新知

识点，最后留 3-5 分钟做好总结和答疑。为了确保学生集中注意力，

讲授过程中还会穿插直播连麦回答问题和签到。

图 5 在线直播授课

三、课后及时答疑，督促学生完成作业。

跟课堂教学相比，线上教学学生课后提问问题的活跃程度更高，

对于个别学生存在的问题，可以直接在线答疑；对于提问比较多的问

题，下次课可以有针对性的再进行重点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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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一般还会适当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在智慧树翻转课平台上及

时完成，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复习，督促学生；另一方面也方便教师

了解学生掌握情况，对于错误率比较高的上课时再适当进行诠释。

课后的后台监控数据也可以帮助教师获取学生的直播收看情况、

资源下载以及共享课学习时长等，进行学情分析。大多数同学能够按

老师要求查看学习任务、下载学习资源、提炼重要知识点以及在规定

时间内认真完成作业任务。

图 6 通过钉钉及时解答学生问题

图 7 作业完成情况和资源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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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学习反馈

2018 级制药工程 1 班刘文静：“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疫情来势汹汹，我们也迎来了线上的紧张授课与学习。第一次面对

大量网络课程资源和多种学习软件有点茫然无措，但更多的是新颖学

习方式带给我们的兴奋。在人体解剖生理学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更好

的掌握了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特征和生命活动运行规律等知识，该学

科也为我们进一步学习药理学等课程打下坚实基础。老师网络直播授

课的同时也将课程所讲课件及资料提前上传，以便我们更好的预习和

复习巩固。授课过程中，老师的适当提问和精细的讲解以及课后作业

使我们更快掌握所学知识与课程重点。可能由于对知识点掌握的不连

贯和缺少实验操作，对一些课程中涉及的复杂过程理解欠佳。此外，

感谢老师的辛勤教导，期待与老师的面对面沟通。”

2018 级生物制药 3 班朱湋帆:“由于疫情的爆发，全国学生进入

网课学习状态，作为一名大二学生，我也在这个行列之中。不得不说

的是，线上学习对我们来说是一大挑战，但同时也让我们收获颇丰。

人体解剖生理学这门课程在人体的基本组成、血液、呼吸、循环系统

等人体生理学方面的组成和功能做了一定介绍。一般来说，我在学习

这门课程的时候先在软件知到上做一定的预习，然后再在老师的直播

课中认真学习，直播课后会再结合知到上的内容复习，最后通过老师

布置的作业对自己的学习情况做一定的了解。对我而言这是一种行之

有效的学习方法，因为知到上老师发布的内容与直播课内容一致，而

且直播课上老师会做更详细的介绍，有时还会连线提问。当然线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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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也有一定的缺点，老师不能与我们面对面交流，不能看到我们的上

课状态，因而不能确切的知道我们对哪个知识点有盲区。”

五、总结与体会

经过这段时间的适应和实践，远程在线教学的方式慢慢被广大师

生所适应。一方面线上教学的便利性和丰富的学习资源给师生提供了

便利。另一方面也应该意识到在在线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保持负责任的

态度，适当调整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也要加

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律性，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此外，学校亦需适当

的教学督导和相关在线教学工具的配备，使在线教学规范化、多样化。

总之，此次疫情虽然影响了正常课堂教学的进行，但无疑加快了

互联网教学发展，使众多高校踏上了互联网+教学的快车。通过广大

师生的共同努力，必能扬长避短，教有所成，学有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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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科学学院

《基础生态学》等课程网络教学心得体会

李楠

2020 年我们过了一个不能出门拜年

的春节，由于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

全国的学校停学，大部分的工厂停工。鉴

于高校开学日期尚未明确，学生返校更不

明朗的这个阶段，网络教学就成为了一种

及时的教学方式。网络教学有着不限空间、时间短、容量大等优点。

作为一名高校青年教师，本着“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的原则，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和学校决定，针对本人这个学期承担的全部《基础

生态学》和《普通生物学》的植物学部分内容的授课任务，开通了超

星在线学习平台。下面简单概述一下个人在建设课程中的一些心得和

体会。

1. 充分做好课前准备工作。

为了能够顺利开展网上教学， 对几种网上教学方式均进行了试

用，逐步熟悉了网络教学平台的使用技巧,考虑到学生的网络问题，

为了避免平台瘫痪、卡顿等现象发生，影响上课质量，因此最终选择

录课的方式在超星平台进行授课。对于网络状态不好的同学来说可以

在课前下载课程内容，课上进行学习，并参与线上互动。

为保证线上教学顺利进行，根据教学大纲准备教案以及个人教学

计划。此外在之前准备的教学 PPT 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增加了包括



9

图片、视频在内的辅助性参考资料，用以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提高

学生们对所学课程的兴趣，也为授课氛围加分。考虑到学生不能返校，

没有教材的的问题，在平台资料库中上传了电子版课本、教学 PPT 等

供学生们查阅。

2.课上多种形式教学，保证学生有所收获

网络教学有很多优点，但是也有其缺点，对于自制力不强的同学

来说是个挑战，为了让学生保持在校的作息并尽快适应接下来开学的

步调，在教学过程中坚持按课程表上课，课前签到，加强课堂管理，

保证学生按时按量完成学习。

在线讨论：每节课完成章节的学习内容后，会发送讨论进行互动。

讨论部分主要针对现实的一些问题进行提问，让同学们结合所学的理

论知识进行展开，积极互动。

线上答疑：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对于视频内容有不理解或者不会

的问题即时提问，进行在线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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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下任务布置

课后作业：发布课后作业，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上传，

进行批阅，针对出现的大多数问题统一进行在线讲解。

小结检测：每完成一个章节的学习后进行章节检测，帮助学生概

括整理归纳重难点，并让学生们在章节检测中发现自己的学习薄弱的

环节，以便在期末考试时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



11

附部分学生学习心得体会：

生命科学学院 2018 级 6 班张魁兴 2018204955：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

我们不得不在家里上课，

在网上学习的这段时间

里，虽然比不上平日里在

学校那样能够专注听老

师讲，但是网上课程也有

一定的优势。在基础生态

学的学习过程中，我采用手机视频课程观看和电脑笔记软件同时进行

的策略，在边听课的同时可以在电脑上做好笔记，并且电脑端有更丰

富的标注选择，打字也比用手写做笔记要快多了，然后在上完课之后

再把电脑上的笔记重新记录到笔记本上，一来可以检验是否记错，二

来可以再次回顾一下知识点。因此学下来还是收获颇多，接触到了基

础生态学广阔的世界，学习了许多之前不知道的知识点。当然学习过

程中还是会碰到一些疑惑，好在网上教学可以看视频回放，并且上网

查阅资料也能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在学习 L-V 竞争模型时可能还不太

懂，于是结合课件和网上看资料有了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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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 2018 级 6 班潘德龙 2018205053：

恍惚间，《基础生态

学》的学习基本已经结束

了，而自己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提高。对于我们来说，

线上学习并不陌生，但脱

离课本完全依靠视频和课件进行学习却是第一次。十分庆幸的是老师

的课件和视频详细且生动，帮助我进一步理解了一些尚且陌生甚至是

拗口的概念，帮助我更好地构建知识网络。

我逐渐的开始适应线上这种学习方式，相对于自由的学习时间也

更加考验我们的时间规划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充分体现了停课不停

学的学习氛围，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感动。相信在我们共同的

努力下，一定会迎来更好的明天。

生命科学学院 2018 级 7 肖培瑶 2018204998：

今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年，是最特殊的一年。由于疫情，我们

在家上网课，虽然不能回学校，但是在家依旧不停学。从开学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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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学习了基础生态学这门科目。顾名

思义，主要是有关生态文明的内容。生态是我们生活的重中之重，它

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态学是有关人与自然的相处，是非常重要

的学科。基础生态学老师通过给我们讲解 ppt 等资料来展开这门课的

学习。老师很用心的给我们讲解每一课，相比于枯燥的 ppt，配着老

师的声音和分析，每一节课都有意义，而且效率也很高。还有一个好

处就是，视频可以反复看，忘了的知识点，还可以重新听，非常有利

于自己巩固知识，养成良好的习惯。除了看视频，学习课件等形式，

老师还会以直播的形式给我们授课。直播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都

可以全程和老师互动，不仅活跃了学习气氛，还让我们记忆深刻。通

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式，我真的学到了很多。谢谢老师辛苦授课！也希望我们国家的生

态环境会越来越好！

生命科学学院 2018 级 7 郭宝源 2018205037：

2020 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对于国家是这样，对我们每个普通

人来说也是这样。由于受到疫情影响，我们大学生需要在家上网课，

而网课对于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是挑战。特别是对于老师来说，他们对

于我们的付出特别的多。而正是老师和同学们共同的努力才使得我们

的网课能够顺利进行。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基础生态学课程已经基本

上完了，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我们已经对生态学有了基本了解，对于

课程内容也基本掌握，生态学是是一门研究生物之间及生物与非生物

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在没有学习生态学之前我对于它的印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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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模糊，而现在我觉得生态学是一门挺有意思的课程，从小我就特别

喜欢大自然的风景，喜欢在地图上看各种各样的气候区域，而生态学

正是一门讲述生物与环境的学科，它的原理正好可以来讲述大千世界，

虽然有时候觉得课程里这么多概念和模型挺难的，但是对于学习生态

学的热情却丝毫未减。自从开课以来，同学们对于学习生态学课程非

常有动力，这与我们李楠老师的认真负责有关，李老师每次上课都会

在学习通上与我们发起对于有关生态学知识的讨论，还会在微信群里

答疑，感觉这种启发式的教学特别适合大学生的日常学习。总之，虽

然老师和同学们未曾谋面，但是感觉我们在家里上网课与在教室里面

对面上课的效果差不多，学校的线上教学和以前在学校里的线下教学

效果基本相同。面对疫情，我们不能像白衣天使一样去支援前线，但

是我们却可以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利用学校的线上教育平台认真学习。

希望早点开学，同时为基础生态学课点赞，为李老师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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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动物学》线上教学心得体会

孙月莹

2019-2020 上半学期注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特的学期，由于爆

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我国全面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新冠肺炎

的防控措施，疫情防控期间老师们同学们不能如期到校开展实地教学

活动，为了减少新冠肺炎对同学们正常学习的影响，保证教育教学质

量和学生学业的顺利进行，我校积极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理

念，开展多方位线上教学平台的相关培训，建立平台技术交流群，帮

助各学院教师们探索学习并实施各大平台在线教学的操作模式。作为

一名青年教师，我也积极地投入到了在线教学的洪流中。

本学期，承接上一学期《普通动物学》基础课程的上半部分，我

继续承担《普通动物学》下半部分的教学任务。《普通动物学》是生

物科学专业必修的一门基础理论课，主要研究动物的形态结构、分类、

生命活动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发生发展的规律，内容十分广博，研究领

域也在不断扩充和深入。为了保证学生能有更灵活主动的学习，综合

了解各大网络教学平台，按照教学计划安排，我选择超星学习通、智

慧树、课堂派教学平台，整合录播、网上优秀资源和线上章节测试开

展线上教学，现将有关心得体会与大家共享。

一、 线上教学平台及在线课程资源

由于在上学期对《普通动物学》上半部分内容课堂教学过程中一

直使用课堂派布置课后习题并交流，因此在本学期的线上教学平台的

选择中，依然课堂派纳为平台之一，并与《普通动物学》课题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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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进行交流，采纳优秀的教学创意，调动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积极

性，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前布置学生自主预习相关纲目动物并查阅

资料，制作 2-5 分钟不等的小视频对其特征及生命活动进行介绍。

但由于在线教学的多种需求，经过了解和体验，我选择了超星学

习通作为最主要的线上教学平台，结合讯飞语音输入作为录课的支持

工具，保证线上教学的顺利进行。鉴于我们生科院刚好正在智慧树平

台上建设普通动物学在线课程，因此我除了对部分章节的重点难点进

行讲解录制，还借鉴了其他优秀教师的在线课程资源上传以供同学们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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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特殊时期多数学生手中缺少《普通动物学》相关教材，在课

程主要内容讲解结束后，我在超星平台上传整本《普通动物学》电子

版教材，方便学生下载并对所学内容进行对比回顾，有利于同学们加

深印象。

二、 课程内容安排及线上章节测试

在本学期《普通动物学》后半部分内容进行讲解前，先对上学期

所学主要内容进行了回顾和概括，帮助同学们重拾课堂学习的记忆，

以便于更好地完成线上学习的转换，同时也有利于对全书内容的整合

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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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主要依据教材进行分布，每一节内容主要涉及本章的重

点难点，结合学习进度，每章内容结束后会整理并上传相关习题，题

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简答题等多种类

型，综合考察学生对本章内容的掌握情况，并进一步督促学生对本章

节知识点的把握。

另外，为了促进学生对本学科的兴趣，会不定时选择课外动物学

相关科普内容以及科学纪录片上传至平台，增加学习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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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获及反思

通过这段时间的线上教学，我可以更深入更全方面的思考如何促

进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把握，积累了宝贵的在线教学经验，但同时也遇

到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录播课程本意是帮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合理安排学习时间的习

惯，但是老师无法及时掌握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反馈，且无法更有效地

督促自主性较薄弱的同学的学习，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重点放在对

所学重点难点的考察，以及对未及时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的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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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筑工程学院

《经济法》在线教学总结

陈 霞

2020 年，格外的与众不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摇身

一变成为主播，对于角色的转换还不能完全适应，但作为一名教

师，虽然我们不能冲在防疫的第一线，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份

育人的责任，把“听课不停教、听课不停学”的要求落到实处。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线上教学总结反思，供大家参考。

1.教材选用

根据课程教学内容公布学习任务，教材采用孔令秋主编，东

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1 世纪高等院校公共课精品教材”，

如图所示。

要求学生首先对应课件预习相关内容，再观看视频课件，将

学习内容理解透彻。视频主要针对课件，针对课件里面的难点和

重点着重讲解，增加了可视性，便于学生学习。

2.教学平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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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基础》课程通过超星网络大学平台、微信打造了网

络教学，按计划推进了课程教学任务。在上课之前每次都发通知

提醒各位同学按时上课。

3.组织教学

在具体的授课形式上，采用 PPT 录屏教学视频，提前上传录

屏视频和 PPT，学生按照课表时间进行学习。尽可能减少网络不

稳定、学生家庭可能存在的干扰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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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建章节任务点模式

为了更好地掌握课程内容，在每个章节（课时）设置不同的

任务点，要求学生在限定时间完成，及时批阅并及时调整接下来

的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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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获与感悟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比，存在明显的短板，比如监管性差，

无法面对面交流等问题随之显现，如何提高学生的自觉性、积极

性，如何利用网络平台提高教学效率，如何能与开学后的现场教

学很好的对接等等都是需要我们思考和将要面对的问题。

当然在线教学也存在明显的优点，如“学习时间自由、地点、

章节选择灵活”、“利用计算机对人数、次数、作业上交时间等进

行统计，可以实现完整体系的跟踪记录。便于老师掌握学生的学

习情况，及时的进行个性化指导。

“没有哪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哪个春天不会到来”，在病毒

猖獗的特殊时期，在线教学对于教师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听

课不停学、隔空不隔爱”，努力提高教学手段，完善教学方式，保

证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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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法规》在线教学总结

陈 霞

2020 年，格外的与众不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摇身

一变成为主播，对于角色的转换还不能完全适应，但作为一名教

师，虽然我们不能冲在防疫的第一线，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份

育人的责任，把“听课不停教、听课不停学”的要求落到实处。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线上教学总结反思，供大家参考。

1.教材选用

根据课程教学内容公布学习任务，教材采用朱宏亮主编，武

汉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二五”住建部规划教材，如图所示。

要求学生首先对应课件预习相关内容，再观看视频课件，将

学习内容理解透彻。视频主要针对课件，针对课件里面的难点和

重点着重讲解，增加了可视性，便于学生学习。

2.教学平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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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法规》课程通过超星网络大学平台、微信打造了网络

教学，按计划推进了课程教学任务。在上课之前每次都发通知提

醒各位同学按时上课。

3.组织教学

在具体的授课形式上，采用 PPT 录屏教学视频，提前上传录

屏视频和 PPT，学生按照课表时间进行学习。尽可能减少网络不

稳定、学生家庭可能存在的干扰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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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建章节任务点模式

为了更好地掌握课程内容，在每个章节（课时）设置不同的

任务点，要求学生在限定时间完成，及时批阅并及时调整接下来

的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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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获与感悟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比，存在明显的短板，比如监管性差，

无法面对面交流等问题随之显现，如何提高学生的自觉性、积极

性，如何利用网络平台提高教学效率，如何能与开学后的现场教

学很好的对接等等都是需要我们思考和将要面对的问题。

当然在线教学也存在明显的优点，如“学习时间自由、地点、

章节选择灵活”、“利用计算机对人数、次数、作业上交时间等进

行统计，可以实现完整体系的跟踪记录。便于老师掌握学生的学

习情况，及时的进行个性化指导。

“没有哪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哪个春天不会到来”，在病毒

猖獗的特殊时期，在线教学对于教师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听

课不停学、隔空不隔爱”，努力提高教学手段，完善教学方式，保

证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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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总结

王 滢

大学英语视听说课与读写课是学生获取英语语言知识、语篇知识、

西方文化背景知识等的重要途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无论是传

统面对面教学，还是网络课堂，均转为线上虚拟课堂教学，在不断的

实践中，从不适应，到后面的慢慢上手，我逐渐摸索出较适合的一套

教学方法，并付诸实践，受到了学生的认可，现将我的实际教学过程

总结如下：

一、教学模式

大学英语读写课程和视听说课程

二、使用教材和网络平台

《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第二册（学生用书）（教师用书）

《新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第二册（学生用书）（教师用书）

WELearn 随行课堂

Unipus 视听说教程

学习通

QQ群

QQ 群课堂

微信词达人

三、以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第二册 Unit 4 Study

Abroad 单元课为例，梳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研相结合的模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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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屏幕两端课程开展。

1. 教学目标

Upon completion of this unit, teachers are expected to have

enabled students to:

1)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2) build up their vocabulary about how the experience of

overseas study may differ from that in China,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3) understand the criteria used by admissions officers and

those used by students when they select foreig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o apply to;

4) discuss the pros and cons of studying abroad;

5) get familiar with the writing of an application letter.

2. 在线教学模式：

教师：发布预习作业、课件及在线答疑（在线）--- 课程导入（直

播）--- 课文讲解（直播）--- 随堂检测（直播）--- 课后作业（在

线）

学生：课前预习（在线）--- 随堂听讲、课堂练习与检测（加入

直播课堂）---课后作业（在线）

3. 教学流程

Step1 课前：基于 WELearn 随行课堂和学习通，完成 warming-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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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考课件，完成其他预习任务。

Step2 课中：基于 WELearn 随行课堂、学习通、微信词达人、QQ

群及群直播平台，实现教学输入，即课程导入-----课文讲解----随

堂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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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课后：基于各教学软件及平台，实战练习，调整备课，并

添加阶段性在线或直播答疑、复习课及写作专项讲解，明确改进方向。

在阅读文本和语言点讲解的“输入”之后，学生的落脚点应在“产

出”之上。向班级布置课程相关内容及词汇等练习。通过机评纠错，

辅助学生自主学习，同时通过学生提交情况对比完成对学生学习情况

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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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线上教学与线下教研相结合的授课模式是对大学英语

教学的挑战，也是机遇。以质量为核心，以需求为导向，顺应时代的

变化，对在线教育的方法、内容不断推陈出新，是每一个教育者的初

心要求。我将竭尽全力，与我的学生们、同事们一起，为抗击疫情，

重塑大学英语教学新面貌，上好每一堂课，做好每一件事，贡献出自

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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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二）

Unit One Living Green

李 欣

教学目标：

Having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contextually and

linguistically;

Expanding students’ vocabulary about green living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context properly; talk abou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our modern lifestyl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how to

live green in our daily lives;

Getting familiar with the writing of a paragraph with a topic

sentence that clearly states the main idea.

教学模式：

WeLearn、中国大学慕课、词达人、QQ群及钉钉直播

教学流程：

Step 1：课前，基于Welearn完成课前 warming-up

Welearn 提供了丰富的课程导入与练习资源，学生可在 welearn

上完成课前预习等学习预热，为在线课堂教学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

础。

另外，完成大学英语四级词汇单词表 List01的课前学习。微信词

达人中单词学习题型多样，每周 36个的课本外单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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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课中，基于中国大学慕课对应教材慕课的学习及补充。

基于微信词达人进行 List01单词的随堂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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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课后，利用 QQ群进行学习任务的布置。根据学生作业

情况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根据学生作业情况备课，查缺补漏，利用

钉钉平台对于学生作业中出现的普遍情况统一进行讲解。

1. slow down:

(1) 医生要他放慢生活节奏，不然会有心脏病突发之虞。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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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种病没法治愈，尽管药物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2. self-sufficient:

在我看来，由于气候因素，那个国家不可能实现粮食自足。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3. accomplish:

纵然任务艰巨，我们也要设法及时完成。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4. set about:

如果公开承认问题并着手解决，那就要好多了。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5. learn of:

闻知其婚讯，真是令人喜出望外。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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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6. available:

一有新的信息就开会告诉员工。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7. utility:

水电燃气等公共事业费用上涨 5.6%。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8. haul

他拖着沉重的步伐痛苦地走上楼梯。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9. locate:

小屋坐落在森林深处。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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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ut in:

他们开价意欲收购公司。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11. setback:

如果你真的想要它，并且愿意为它付出，那么这一点小小的挫折不

算什么。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12. ins and outs:

经过仔细的调查，他终于弄清了事件的前因后果。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13. generate:

这个项目将产生许多新的就业岗位。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14.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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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相机焦距略作调整。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15. organic:

有机食品的销量近年大幅增长。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16. appreciate:

能有机会将本人意见送交委员会，本人不胜感激。

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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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二）在线授课小结

王红梅

2020 年初的一场疫情使得我们无法如期开学，但是我们按照教

育部提出的“停课不停学”原则，利用线上教学的方式来应对疫情对

教学的影响。

（一）教学平台选择

在网络教学的平台选择上，我选择了和教材配套的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 WELearn APP（随行课堂）、批改网、慕课和班级 QQ群。

（二）课本教学进度安排

线上教学课文的进度大致按照三周一个单元的进度来进行。每周

的学习任务都会在群里通知学生，学生的全部完成度也不错。WELearn

APP 和慕课内容主要是课本相关知识，这部分内容每一单元大致分三

周完成。第一周读熟课文和单词，了解课文基本结构，也即完成随行

课堂 Unit Goals，Words and expressions, Text 和 Viewing 部分，

以及慕课的 Text 部分。第二周重点放在重要的词汇和语法结构的掌

握上，主要完成随行课堂 Language Quiz 和慕课的 Vocabulary and

Grammar 部分，根据群里上传的 Language Focus 和慕课内容整理笔

记，另外把 Reading 1 和 Reading 2 当做泛读材料完成。第三周侧重

写作和翻译部分，学生需要完成随行课堂的 Writing 和 Unit Test

部分以及慕课的 Translation 和 Writing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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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布置作业

除了完成课本相关的学习任务，给学生留的作业也注重学生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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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译各方面能力的提高。

为了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每单元单词会让学生准确朗读，并且

上传音频到 QQ群。让学生观看并模仿和疫情相关的演讲 We Are All

Fighters, 并且在 QQ 群分享自己的作品。为了提高他们的写作和翻

译能力，也会在批改网布置作文和翻译作业。此外还会发送和中国文

化相关的新闻或者介绍，比如上传关于清明节和谷雨节气的相关知识，

让学生自己总结其中的重点搭配，并且用英语简单介绍这些知识，从

而提高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

另外，为了学生备考四级考试，也会在随行课堂布置和四级考试

相关的综合测试或者听力测试，并在 QQ 群给学生推荐备考四级的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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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学生互动

由于无法面对面上课，线上教学也会加强和学生的互动。

1）监测学生线上学习进度以及准确度，提醒同学们按时准确地

完成任务。

2）对学生发到群里的语音和图片作业及时反馈，指出问题，让

学生改正。

3）检查同学们的笔记，鼓励学生。

4）检查同学们的作业，指出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5）针对学生的疑问及时答疑。

6）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学习任务的同学及时关注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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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网络授课对老师和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挑战。

作为老师，要充分利用线上的教学资源，利用信息技术，根据学生特

点去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利用有效的方法进行教学，并且要做到和

学生有效的沟通互动。而作为学生，要想线上学习有成效也必须要有

足够的自律性、自制力以及自学能力。希望这次疫情早日结束，我们

可以早日恢复正常的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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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二）读写译课程线上教学总结

王晓旭

线上教学平台的选择

这学期我所教授的学生是处于大一下学期，使用的教材是《全新

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第二册》。经过教研室的学习讨论，我采

用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开发的与这套教材相配套的 app——WE

LEARN，这套系统既可以在电脑上访问网页，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

习，非常方便学生随时随地使用。微信公众号“词达人”是一个英语

词汇智慧学习平台，平台上线的《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1-4 册）

词汇课程向高校师生免费开放使用。为了同学生及时方便的沟通，创

建了学习 QQ 群，微信群，在群里面讨论问题，发布学习任务提醒，

共享学习资料等都是非常方便的。

教学流程

在开学第一周，上传了大学英语的学习计划安排（图一），让学

生对于本课程的线上学习有一个总体把握和方向。在每周一，在 WE

Learn 和“词达人”里布置学习任务（图二），学习平台可以按照学

习单元选择学习内容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我按照每两周一单元的进

度向学生发布学习任务，并通过 QQ群，微信群及时通知学生（图三）。

在 QQ群，微信群中，也时时给学生分享各种拓展学习资源（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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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开学第一周向学生发布学习计划

图二 在 WE LEARN 学习平台上发布学习任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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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QQ群提醒学习任务

图四 QQ群分享资源

在布置完学习任务以后，要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监控，因为不是所

有的学生都会积极主动去学习，通过学习监控（图五），有针对性的

对个别学生进行提醒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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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WE LEARN 学习监控

学生完成上一周的学习任务以后，在第二周上课的时候到“词达

人”中发布上一周学习内容的测试，让学生限时在课堂上完成测试，

目的是检查学生上周学习情况（图六）。通过检查，可以看到大部分

学生还是掌握了上周学习的重点词汇和内容。

图六 词达人学生完成测试情况

除此之外，我也给学生布置一些其他作业，比如给学生发一篇新

闻听力材料，让他们进行听写练习，坚持听力的练习对于语言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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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重要的。学生的完成度也是比较高的。（图七、八、九）

图七 学生向我发送作业

图八 学生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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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学生作业

教学反思

本学期我们的教材一共有 6个单元，现在已进行了五个多单元的

学习，再有两周课本的学习内容就学习完了，所以学习内容需要进行

相应调整。大部分学生应用这些学习平台进行自学完成得还是很好的，

但也有一些学生自我与约束力比较差，没能按时完成任务，所以下一

步，我打算在这些学习平台的使用基础之上，再加入直播课，主要内

容围绕英语语音，大学英语基础语法，大学英语四级试题分析与应试

能力提升等，在真正开学之前，实现在线上好好教，让学生好好学。



57

五、环境与规划学院

不断改进的 GIS 专业《ArcGIS》在线教学

肖燕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的教学已经过半，各种形式、各种色彩

的在线教学层出不穷。为了让课堂学习更有效，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各位老师也使出浑身解数来改进在线课堂。ArcGIS 软件的学习

在经过 7 周的超星学习通录播形式学习后，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课

程内容的特点开始了钉钉直播+超星平台辅助的新尝试。现在从以下

几个方面介绍一下最近的教学情况。

1钉钉平台直播

钉钉平台群直播是一对多的模式，比较适合课程直播。可以发挥

消息群的功能，及时发放各种课程资料，也有会议的回看效果。学生

可以在听直播课程的同时，可以通过互动对话框进行问题回答和咨询。

若是有问题没有听明白，还可以通过查看回放视频重新学习。同时，

钉钉平台的地点签到功能还可用来线上监督学生到课情况。还通过发

放调查问卷，进一步掌握学生学习动态。以上情况如组图 1-3 所示。

图 1 钉钉直播视频部分情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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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生签到情况部分截图

图 3 发放资料、调查问卷和互动情况部分截图

2超星学习通平台功能

虽然使用钉钉直播，但是原来 ArcGIS 课程门户网站并没有失去

作用。第一通过提前发布教案和数据资料，让学生提前预习和和作业

资料；第二下载钉钉直播课程回放视频，通过适当剪辑后上传至课程

门户网站相应教案所在章节，以供学生有目的性的查看和学习；第三

通过课程网站和学习通平台持续发布课程作业和章节测验、批改作业、

上传永久性数据。超星学习通平台利用情况如组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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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超星学习通平台使用情况部分截图

3效果

不断改进的课堂方式得到了大多数同学的肯定，学生学习积极性

有所提高，作业完成质量也有所提升。表现在学生对于课堂问题讨论

逐渐增多，课程回看的程度依然很高，提交作业的及时情况和完美程

度逐渐提高。以上情况如组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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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教学效果状况部分截图

4反思

作为一名高校一线教师，想收到较好的课堂效果，真正达到教学

目的，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每一届的学生程度不一样，每一届的

授课背景也不一样，每一次授课的自身情况也不一样。所以需要教师

在大环境背景下，考察学生状况，有针对的改善课堂环境，调动学生

自主学习积极性，以期待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只有不断改进，才能

以不变应万变。



61

地理科学专业《遥感导论》课程线上教学案例

解修平

1、课程介绍与平台选择

“遥感导论”是地理科学专业本科生的一门必修专业基础课程。

本课程从遥感的基本概念开始，重点讲授遥感物理基础、遥感平台与

成像原理、遥感图像处理与解译、遥感应用等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初

步掌握遥感基础理论，理解并掌握遥感的初步应用。

利用腾讯课堂、qq 群和超星学习通网教平台作为本次线上教学

的主要工具。教学课件和相关资料上传到 qq 群上。本周课程利用腾

讯课堂进行线上直播讲解，讲解所用的课件 ppt 发送到网上供同学们

学习参考，通过超星学习通进行章节测试。

图 1 课程内容与平台

2、课程进展

本课程每周二次课，本周该课程进行遥感图像的目视解译章节学

习。章节内容主要是通过对遥感图像解译原理和方法的讲解，使同学

们掌握遥感目视解译的方法和过程，理解遥感图像特征。通过对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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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平台的功能不断熟悉，本门课程的教学进展也在顺利进行，根据

章节内容相关学习资料，并设置相关内容提示，下发通知。课程相关

的教学活动及教学进展通过平台截图给以展示（图 2）

课程基本数据

总直播次数 直播时长 观看直播总人数 观看回放总人数

2 136 分钟 286 8

课程明细数据

课程序号 授课内容 直播时间
直播时

长

直播观看人

数

3 影像目视解译
2020-05-15 09:52:08 +0800

CST
73 分钟 144

2
遥感图像目视

解译

2020-05-12 14:56:34 +0800

CST
63 分钟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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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课程教学活动及进展图

3、章节测验

通过了解各平台的教学功能，发现超星学习通里作业测验功能比

较好，选择超星学习通进行章节的作业测验，章节测验以客观题（选

择、填空和判断）为主，由于超星学习通有自动批阅功能，这样可以

节省批阅作业时间。本次章节测试 10 道客观题，学生选择测试时系

统随机选择 8 个题进行测试，教师端可以通过平台相关统计数据查看

学生答题情况，比如通过统计详情查看到第 5 题学生错误率较高，可

以通过 qq 群进行答疑等，相关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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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作业测验相关数据

4、体会与反思

教育教学信息时代的到来伴随着新冠疫情的突发又向前推动了

一大步，之前通过一些培训也了解过线上教学的一些优点和缺点，但

是没有体会过线上教学，从通过这次疫情使我了解了线上教学并初步

掌握了一些线上教学方法手段。

线上教学优点和缺点并在，无法直接面向学生交流，只能靠学生

自己的理解进行课程的学习，不能当面对学生进行解惑，但是线上平

台的运用有其优点所在，比如在过程考核中，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保证

其公平公正性，比如学生签到、课堂积极发言、作业的提交批阅，线

上平台可以直接导出相关数据，可以辅助该课程的过程考核。希望疫

情过去后，能过对线上平台的熟悉锻炼，对所讲授课程进行线上线下

综合运用，进行混合教学实践，使课程质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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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分析》教学案例

刁春鹏

进入第十二周，意味着课程已过半，本课程及时调整线上学习方

向，由以往的只学新课转变为学习新课穿插复习以往所学内容并重，

并严格按照课程表时间安排，在 QQ群中通过 QQ 语音、选择题+判断

题随堂测试、简答题书面作业拍照发群等各种方式结合，加大了课程

学习监督力度。

1.课程导入

提前准备 PPT，通过导入与所学内容相关的环境检测或环保热点

问题，激发学生对即将学习课程的兴趣，带着问题去寻找答案。

2.课程讲授

根据课程导入中提出的问题，针对性讲授所用理论、方法，并将

方法引入环保问题中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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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探讨

通过群公告发布任务，在课堂上提出环境监测任务，让同学们根

据已经学过的分析方法建立检测方案，提高同学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4.随堂复习

在学习新课的同时，通过发布一些问题来检查学生前几周所学知

识的掌握程度，并根据回答情况要求学生找指定章节及视频及时复习。

5.书面作业

精心挑选课后习题作为课下作业，巩固本章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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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科学学院

《课堂教学组织与管理》等课程线上教学总结

韩登亮

2020 年春季学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学期，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大部分高校不能正常开学，根据教育部、山东省教育厅关

于春季学期延期开学以及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通

知要求，本人高度重视，参加各种在线课程教育直播培训，有效组织

学生的线上教学，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教学进度和教学效果的影响。

一、严格按照学校要求开展线上教学

在本学期初，本人积极参加了在线课程教育直播培训，较为熟练

掌握了线上教学平台和智能教学工具的操作技能，积极学习了智慧树、

中国大学慕课网等平台的使用，明确教学要求、学习方式、教学内容

和考核任务，完成了建立班级微信群、QQ群，发布教学计划等一系

列准备活动。

本学期本人承担了 2017教育学专业 1班的《课堂教学组织与管

理》和 2018 级学前教育专业的《学前课程理论》两门专业课。每次

上课之前，都会在相应的班级群发布学习公告，告知学生要学习的内

容，告知学生教学内容中的学习重点和难点。因为学生都没有教材，

所以在线课程开课之前，我会把相关视频和课件发送到 QQ 群，供大

家下载。

授课结束后，通过网络教学平台的讨论区和“群聊”功能或在微

信群、QQ群为学生答疑解惑，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或操作过程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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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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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为本人上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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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课后与学生交流）

二、有效组织教学，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每次上课前组织学生签到，了解学生到课情况。课上对本节的重

点内容进行讲解，同时和学生进行及时的互动，了解学生听课情况。

课程完成后，学生可以结合上课录像、视频在课下看回放，大大加强

了学习效果。

三、课后认真布置、批改学生作业，及时反馈

对于每节课的学习，除了在课程开始前在 QQ群发布公告，告知

学生学习重点外，课程结束后还会再次布置作业，学生可以采取多种

形式提交作业，可以微信拍照提交，可以作业簿拍照上传，可以随时

在手机上进行批改，评定成绩和写评语，批改作业和评语同学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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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看到，学生可以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效果。

四、通过“停课不停学”活动的开展，本人感觉线上教学也是一

种非常好的增进师生交流的方式，教学方式的多样性提高了学生们学

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同时也增进了我教学方法创新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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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基础（二）》网络教学开展情况总结

王东兵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教学带来的新挑战，根据学校教务处和学

院工作的指导精神，提前研究和部署疫情期间教学工作预案，积极利

用网络平台开展线上教学和作业指导，全力保障“停课不停学”工作

顺利进行。

在线上教学方面，任课教师王东兵开学前一周（2 月 10 日）就

进了上学期建立的群，分别是 2018 级 6.7 班和 2018 级 8.9 班的两个

群，内容相同，同时上课，共计 137 名同学全部上线，2 月 17 日准

时开课，在特殊时期，采用特殊的上课形式，课堂灵活丰富，上课秩

序井然。由于美术课程以训练为主，课程设计上就适应新情况，多以

学生训练，教师辅导和提交作业为主，本学期的学习计划，以绘画为

主题（简笔画、创意画、素描、速写等），提升学生的绘画技能。由

于特殊时期，停课，但是不能停学，作为一个未来的幼儿老师，简笔

画尤为重要，所以开学前要求同学们每周画两页简笔画（同学可以通

过手机、电脑查有关视频和图形，跟着学或临着画，画些花卉、动植

物、瓜果蔬菜、人物画等等），开学时按照每周两张（由于在家不方

便统一要求，纸张大小不限，绘画用材料不限）作业上交。同学有问

题可以在微信群交流，教师会用打字或语音回复。经过 9周的线上教

学，每周都固定时间布置和收阅学生作业，整体情况较好，学生克服

各种困难，利用手头材料，认真完成作业，没有因为疫情影响学习效

果和作业质量。



73

在教授知识和基本作业完成的同时，老师还注重学生思想的教育，

老师会经常把自己创作的抗疫主题的作品，或其他有意义的作品或先

进人和事分享到群中，让同学相互学习，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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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固定时间采取随机抽取学号末尾数的形式抽查作业，发图片

至微信群，大家既可以相互学习，还可以方便老师掌握整体学生学习

状况和作业水平，利于进一步调整线上授课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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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期间在线教学总结

张爱玲

2020 年新春伊始，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普通中小学、高校延

迟开学。教育部多次下发通知，号召“停课不停学”，“居家在线学习”

成为大、中小学生的一种学习常态。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要实现在线

教学保持学生学习不中断，要坚持知识传授的科学性、系统性，同时

还要根据疫情时期的特殊需求突出学习的趣味性、实用性等，上述指

标都成为课程讲授的重要标准。为实现上述目标，本人做了以下工作：

（一）积极学习、熟练使用线上教学平台

教务处认真组织线上教学培训。为教师顺利实现线上教学做好基

础工作。在开学之前，本人按照聊城大学的部署，谨遵其工作精神，

认真地收听、收看教务处组织的多样化、专业性的在线教学培训，结

合阅读相关的期刊论文、专著，深刻理解在线教学与面授课堂的差异，

把握在线教学的特征。

本人学习各种线上教学直播软件和平台的使用方法。熟练操作超

星推荐的线上教学流程：建设课程、完善资源----添加学生、发布任

务----学生自主学习------互动答疑-----发布作业-----督导督学

等六个步骤，建立起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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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前筹备、完善课程教学设计

组织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设计，调动一切有效资源，为在线教学

准备充足的文字、音频、视频等材料，争取让学生在家能够有效、有

趣地学习相关课程知识，充实、有序地度过这个漫长的寒假。

本人把之前的教案、课程要求（教学目标、作业、课程考核表等）

等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完善教学 PPT，使之更加形象生动。做好各种

资料的电子化，同时又到知网、图书馆等查阅最新的文献资料，电子

图书、电子文献等，进行内容的优化重组。

（三）科学设置教学目标，饱满呈现教学内容

本学期我为本科生讲授 3 门课，其中儿童文学欣赏与创作、学前

教育管理学是小学教育、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课，教师职业道德与专



79

业发展是公共课，涉及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音乐学院舞蹈学、音

乐学等三个专业 10个班的学生。

优化课程各个环节。在教学中，本人利用超星网络教学平台，创

建课程。对标一流课程要求，明确每一章节的教学目标，清晰提出每

一堂课的要求，优化课程内容，完善课后的自主阅读、讨论、作业等

环节。为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丰富课程资源，上传课

件、视频、图片，拓展、延伸课程内容，布置作业、讨论话题等。

充分利用网络教学资源。疫情期间有充足的时间静下心来备课，

能从网上找到更优秀的资源融入自己的教学。利用超星平台、提供的

丰富网络资源，如视频、图片、课件等，丰富教育内容，提高教学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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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重课堂互动与反馈

以儿童文学课程为例。基于儿童文学本身以及视频的趣味性，学

生的回应积极、主动。认真完成讨论、作业。在线教学让我自己更加

深刻地反思儿童文学课程最需要给予学生哪些知识、能力，从情感、

态度、价值观以及文学素养方面能够让学生得到多大程度的提升。文

学素养的提升在与阅读量的积淀，因此，在本课程的学习的过程中提

前布置大量阅读书目并且学生真正做到深入阅读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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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的问题和教学契机

在线教学中，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效果不如面授教学。碍

于时间的限制、网络信号的畅通程度，教师不能及时、有效地听到学

生对知识的反馈，学生之间也不能合作交流。

学生的自律意识和能力也参差不齐。有些同学积极认真完成作业；

但也有一些同学视频、作业都不能按时看完、做完。对于自律意识较

强的学生，网课绝对是一个省时、高效的学习形式。

反思课堂教学，优化教学形式。疫情时期的在线教学是一个挑战，

同时也是一个机会，教师可以更好地反思所教课程的特点、在线教学

和面授教学各自的优劣。借此机会，结合课程特点，积累更多的教学

资源、充分发挥线上线下教学优势，为精品课程建设和申报打下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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