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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发中心举办“腾讯会议＋雨课堂”在线教学模式专题培训

 疫情防控期间教师教学能力在线充电计划（第一期）

•“充电计划”第二期：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做好教学设计

交流平台

亲爱的老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保障落实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教师
教学发展中心为全校教师提供线上教学咨询
服务，并推荐相关免费教学资源，供广大教
师自主选择，助力教师“在线充电”，开展
好远程教学，保障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
一、线上教学咨询

由我校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在线为
教师们提供教学设计、教学方法与手段、信
息化教学等相关内容的一对一教学咨询服务，
与大家共同研讨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开展好教
学工作。相关教师信息见下表：

疫情防控期间，常规教学咨询活动将通
过在线方式开展，青年教师如有完善教学、
提升教学效果方面的需求，我们提供与专职
教学督导在线一对一沟通的服务，协助您为
恢复正常教学后开展工作做好准备。专职教
学督导有：

高孟宁（学科：数学）、王乃康（学科：
林业工程）、翟明普（学科：林学）、肖文科（学
科：外国语言文学）、卢欣石（学科：草学）
殷宁（学科：林产化学加工工程）、夏自谦（学
科：农林经济管理）、张文杰（学科：物理学）、
谢宝元（学科：林学）。

若您有相关咨询需求，请扫描以下二维
码填写预约信息，我们会及时联络、预约咨
询师，为您制定咨询服务方案。也可通过电话、
邮件等方式与我们联系。

教师们可访问微信公众号“北林教
务”“北林教发中心”、通过 VPN 访问教务
处网站（http://jwc.bjfu.edu.cn/）、教师教学
发展中心网站（http://ctld.bjfu.edu.cn/），了
解教学相关信息，获取相关学习资料。

二、线上教学培训资源
（1）校内相关资源

（2）校外相关资源
教师们按照教务处制定的延期开学本科

课程在线教学工作方案，使用好学校在线教
学平台，在此基础上，可根据需求选择适用
的在线教学工具辅助开展课程教学工作。我
们推荐 2 款较为便捷的在线教学工具，供教
师选择。

（3）在线教学工具（推荐）
雨课堂全部功能基于 PPT 和微信，轻量

易用，操作便捷，适合各个学科开展教学，
可利用雨课堂直播功能进行混合式教学。

下载地址：https://www.yuketang.cn
使用手册：https://qn-sfe.yuketang.cn/ 雨

课堂 V4.0 使用手册 .pdf



北林教发中心

2020 年 2 月 17 日
总第评建周报 期24402

交流平台交流平台

教发中心举办“腾讯会议 + 雨课堂”在线教学模式专题培训

广大教师可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以下二维
码加入雨课堂班级，免费学习相关直播培训
课程（可观看回放）。

培训内容包括技术培训、专家报告、
示范课程三大模块。具体课程题目及直播时
间可点击以下链接查看：https://mp.weixin.
qq.com/s/qcjesAFiJM5k12s7PBHwiA

学习中遇到任何问题，可加入“北京林
业大学雨课堂交流群”及时进行讨论交流。

腾讯会议（Tencent Meeting，TM）可实
现实时、高清、全平台、交互式的在线视频
授课，支持文档 / 表格 / 幻灯片在线协作，
演示交流更便捷、生动，即时文字聊天功能
辅助讨论。

下载地址：https://meeting.qq.com/
download-center.html?from=1002

使用手册：https://meeting.qq.com/
support.html?tab=1

（教发中心）

交流中心交流中心

根据“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总
体要求，为使更多教师尽快熟悉不同的在线
教学平台，选择适合教学需求的在线教学方
式，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邀请理学院岳瑞锋、
信息学院苏晓慧两位老师开展“腾讯会议 +
雨课堂”在线教学模式专题培训。全校近 80
名教师参与在线交流、研讨。

岳瑞锋老师介绍并演示了腾讯会议的视
频直播、实时屏幕共享、在线文档协作、学
生语音发言等功能。他说，经前期对多款在

线教学工具的测试，腾讯会议也是一款可供
选择的在线教学工具，具有简单易用、画面
清晰、视频流畅度较高等优点。

苏晓慧老师介绍了如何将腾讯会议、“雨
课堂”联合使用，并演示了如何运用“雨课
堂”进行推送学习资料、查看学生预习情况、
在线实时答题、弹幕互动等操作。

两位老师指出，联合使用“腾讯会议”“雨
课堂”两个软件，既可运用腾讯会议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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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计划”第二期：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做好教学设计
疫情防控期间，面对一个与之前完全不

同的教学环境，老师们备课的工作量急剧加
大，还要面对很多未知的复杂情况，如何精
心准备，做好教学设计和相关应对策略，显
得尤为重要。本期发布 3 位教师和督导关于“疫
情防控期间如何做好教学设计”的专题分享，
希望能对老师们有一些启发和帮助。

● 在战疫中添翼：混合式教学设计的五
点思考

● 应用知识脉络图做好教学设计
● 做好在线答疑，师生共同抗疫
● 教学督导的部分建议

在战疫中添翼：混合式教学设计的五点思考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华晶

精彩文摘：
★根据教学内容知识点的基础性和专业

性、思想性和实践性、广度和深度、传统经
典和创新特色等属性，协调好线下和线上教
学两种方式，即便是疫情过去、重返校园，
云上云下双课堂配合仍能发挥积极作用。

★信息化教育新技术虽然是硬技术，但
不只是解决疫情教学难题的硬核方案，还可
为师生软思想和暖心灵的碰撞牵线搭桥，从
共同战疫到共享添翼。

★身处复杂严峻疫情环境的教师，此时

扮演的正是学习环境设计者的角色，因而战
疫期间的混合式教学设计，亦可被视为教学
法的创新探索，有助于课程教学体系科学性
和艺术性的融合，更好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服
务。

 ★五点思考：
①立足课程实际，掌握一套技术；
②围绕教学内容，协调两种方式；
③加强师生互动，用好三类模块；
④保证学习效果，落实四项环节；
⑤尝试教学创新，整合五个维度。

更多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查阅

直播功能，又可发挥“雨课堂”的课堂互动、
跟踪学生学习状况的功能，有利于教师轻松
掌握学生的听课状态，增强课堂的互动性、
趣味性，能满足绝大部分教学需求。

参与在线培训的教师们针对各自的困惑
与两位主讲教师进行了互动交流，并进行了
模拟试用。教师们反馈，通过此次培训，已
初步掌握“腾讯会议”“雨课堂”的基本操作，
下一步将加强对在线教学工具的学习，针对
各自课程开展前期测试、筹备工作。

为帮助广大教师在疫情防控期间顺利开
展线上教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积极谋划，
先后制定、发布《疫情防控期间教师教学能
力在线充电计划（第一期）》和《四款在线
教学工具主要功能及使用体验》，并通过组
织教师模拟在线教学、建立微信群等方式，
并为教师研讨交流在线教学工具的使用经验
和技巧搭建平台。目前已有 300 余名教师参
与。

（教发中心）

教师简介
李华晶，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全
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北京林业大学教
学名师。主讲两门学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创
业管理四季歌：艺术思维与技术行动》《人
工智能与创业智慧》已在学堂在线慕课平台
上线。

应用知识脉络图做好教学设计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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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文摘：
★定标：教师从专业培养角度出发，逐

层明确课程、章节、知识点的地位与逻辑关系，
细化到每个知识点的教学目标（Object，简称
“O”），实现“三 O 精准定标”。

★以章节为单位，根据小 O 分“理解、
应用、设计”三个不断递进的层级，确定各
知识点学生应该掌握的程度，形成知识脉络
图，并依此进行教学设计。

★针对核心知识点，总体遵循“实例演
示→问题引入→概念介绍→理论推导→结论
总结→实例升华”螺旋上升的推进路线进行
教学设计。

精彩文摘：
★各种教学平台良莠不齐，直播授课面

临很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及时解答学
生参加直播授课，或者线下自学过程中所产
生的疑惑，不仅是帮助学生学习的必要环节，
而且是调整学生心态、安抚学生情绪的重要
方式。特殊时期做好在线答疑，具有比日常
教学更为重要的意义。

★答疑过程中，首先能够激发学生的积
极讨论和主动思考，再由教师集中点评解析，
给出正确答案，学生更容易去伪存真，披沙
拣金，自主完成知识的构建。

★通过逆向思考，探寻学生产生疑问的
根源，可以将答疑过程延伸到学生学习过程，

应用知识脉络图做好教学设计

教师简介
康峰，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曾获全国高校第三届青年教师教学
竞赛一等奖、北京高校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
基本功比赛一等奖、最佳教案奖、最佳演示奖。
北京林业大学教学名师。

更多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查阅

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 岳瑞锋

重视答疑的反馈功能，则是从教师方面思考
学生产生疑问的原因。

更多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查阅

教师简介
岳瑞峰，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副教授。

曾获北京高校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
赛一等奖、最佳教案奖、最佳演示奖。北京
林业大学教学名师。

● 灵活有效布置课后作业。理工类课程
每一单元可以留一些课后作业，帮助学生巩
固学习，文史类课程可以通过写读书报告来
辅助学生学习。教师也可通过作业和读书报
告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 积极开展线上案例教学。通过线上师
生问答、讨论等教学互动活动，达到学生认
知、技能要求的教学目标。在选取案例时，
应尽量选择和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相关，能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又与教学内容和教
学目标相匹配的案例；在内容设计上，要根
据学生的实际水平，既要进行适当的简化处
理，突出重点，同时又必须保持一定的难度，
以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技能来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 深化案例教学课后作业内容。教师可
考虑将课堂案例分析和课后作业相结合，利
用线上课堂教学时间引导学生完成一个示范
案例分析；并让学生在课下以小组形式讨论
完成相近案例的分析并提交分析报告，教师
再进行批改和点评 , 以更好的发挥案例教学
的效果。

● 挖掘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
思政元素融入到课程讲授中。认真做好每堂
课的教学设计与实施工作，可把这次抗疫的
感人故事融入到课程中。

（教发中心）

教学督导的部分建议
本科教学专职督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