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2 月 25 日

总第 期247
北京林业大学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办

•【我的教学笔记】线上线下学“高数”

北林教发中心

交流平台交流平台

本期导读

评建周报
主编：张 戎    副主编：谢京平    责任主编：孟玲燕                              电话：62336174     E-mail：jfzx@bjfu.edu.cn

•【我的教学笔记】给学生一份带板书的教学课件

【我的教学笔记】线上线下学“高数”

•【我的教学笔记】线上教学之拙见——平台选择与课堂设计
•【小贴士】如何在 PPT 演示过程中快速缩放屏幕

交流平台

“企微”播课志 | 线上线下学“高数”“企微”播课志 | 线上线下学“高数”
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 王三强

1
 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印发《北京林业大
学延期开学期间本科课程在线教学工作方
案》，文件指出：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
学，充分保证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对于
习惯了讲台、黑板和教室的七零后的我来
讲，这是一场严峻的关于教学的新挑战，
心里没有底，学生们分隔在千里万里，大
江南北，我和他们之间，只有一根似有似
无的网线相互链接。

抗疫之时，上课就是前沿，前线英雄
医病患，我们上课不掉线。根据学校和学
院的安排部署，我制定了“以学生为主，
老师为辅，线上线下学高数的教学计划”。

2
线 下， 与 学 生 们 明 确 了 学 习 目

标——在没接到开学通知的前提下， 
能够熟练运用“线上线下资源”学习
高数。

同时也提出我们共同遵守的规则，

严格执行学校的文件，对教学负责，
对学生负责，真讲真学，将老师线上
授课和学生线下自学有效结合起来，
迎接这场关于高等教育教学的机遇与
挑战。

按照学校文件要求，将《高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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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B 自 学 指 导 大 纲》、 我 新 修 订 的
PPT 课件等 7 份资料以班为单位，第
一时间发给每个学生，以保证他们线
下自学“能吃饱”，资源不用到处找。

直播时，我实际上是被隔绝在南
拒马河畔的县城老家里，老家的网络
情况一般，为了将“无线”变为“有线”，
保证直播效果，我带着口罩跑了大半
个县城总算买到一根 20 米长的网线，
但仍旧害怕 2 月 17 号全国高校网课一
哄而上，出现网络拥堵、平台崩溃的
尴尬局面。本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的原则，我制定了三个预案： 

到此，线下，我将萦绕脑际的问
题尽量付诸行动，解决在前，好为线
上课堂赢得饱和度较高的效果。

3
线上，第一个选择题：到底采用

那个平台来完成首秀？开在线会时有
老师纠结地问，哪个平台、工具有美

颜功能？会后，我禁不住照了照镜子，
遂决定采用“只闻其声不见其脸”的
企业微信（以下简称“企微”）投屏
直播方式。其实单论“投屏”功能，
腾讯会议、腾讯课堂、钉钉、QQ 群
直播等都能实现，企业微信操作起来
类似个人微信，功能齐全，集成性高，
而且抵抗疫情，在线报平安，我们师
生都装了这个软件，所以我决定用它
来实现我的“A 计划”。

经过一番快速学习，在电脑端和
手机端都安装了最新版本的企微，如
果电脑端出现问题，可以快速切换到
手机端，继续直播。

电 脑 端 和 手 机 端 怎 么 快 速 切 换
呢？企微里有个“微盘”功能，借此，
可以在电脑和手机之间快速转换，如
图所示：

点击“微盘”按钮，稍等片刻，
进入微盘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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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课件、视频等资料上传至“微盘”后：
1. 手机端上课时可以调用。

2. 还可以与学生共享“微盘”。

直播时电脑端如果出现问题，短时
无法解决，可立刻退出电脑端会议（不
用结束，将主持人随机转给一个学生，
退出），然后，立刻进入手机端会议，
调用微盘里的课件，继续上课。

如果电脑端和手机端同时都崩掉
了，那就转入“腾讯会议”吧。 

作为平台的预案，我选用了企业

微信和腾讯会议，后者作为前者的后
备，随时准备激活使用。

电脑和手机快速切换、以及平台
后备预案这两个关键问题解决之后，
我在企微里建立了“林工学委群”和“林
工高数群”两个教学群。在企微班级
群里就可以实现会议邀请、语音或视
频直播。

4

线下线上预案准备好了，2 月 17
日首播后学院经验分享会上，有不少
老师提出了直播时的“掉线“问题，
如何及时发现掉线？其实这个问题本
质上是个实时“互动”的问题。

无论怎么掉线，将我的网线接到
学生的网线上，容易。可隔着屏幕，
我传递出去的知识能和学生“对上路”
就难了，教学质量的有效保证，无论
在线下的讲台上，还是在线上的课堂
上，其关键点永远在于学生掌握的如
何？我传递出去的知识（线上或线下）
接收了多少？吸收了多少？在教室里
讲台上，所有学生尽收眼底，通过捕
捉他们的瞬间各种反应或者现场互动，
可以大致了解我讲的东西被领会的程
度，但是，现在不见面不刷脸，怎么
增加吸引力啊？怎么吸引学生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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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第一吸引力是颜值，第二吸引力是
故事，第三吸引力是精良的制作和画
面……，我就能理解人家为啥刷抖音，
看网红。可我们靠啥啊？我是 1 个对
138 个（大班）的“单口相声”，想来
想去，还是在语言的感染力上、实时
隔屏交互上下功夫吧。

如何发现掉线？如何即时互动？
最简单的，没有技术含量（但需知识
储备）的办法是——提问。我是将学
生名单放在手边，或者手机画面定格
在“微信群成员”，每隔 5 分钟（最
长 10 分钟），根据 PPT 内容，随机设
置一个问题：
请学生回答，侦测是否掉线了。
用此种方式（当然也有其他即时交互
方式，比如借助雨课堂等），尽可能

互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避免尴尬
的“单口相声”。实际也是一种点名
方式。

    我的首播课志，就写这么多吧，
其他的请各位教学技术控补充啊。

（教发中心）

【我的教学笔记】给学生一份带板书的教学课件

给学生一份带板书的教学课件给学生一份带板书的教学课件
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 康峰

教学课件是网络授课时教师与学
生进行交互和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之
一。相对于一般的课堂教学，教学课
件成为更为重要的教学信息传递途径，
需要承载更多的教学信息、思路引领
和学习指导，充分发挥课上吸引学生
紧跟思路，课下引导学生课后自学的
教学效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很多
老师在授课过程中经常采用 PPT 中自

带的画笔功能在 PPT 上进行板书的书
写，对重点信息进行突出和勾勒（这
里可以称为“板书印记”，如下图），
以帮助学生有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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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上课
结束后，学生希望教师将带有板书印
记的 PPT 提供给自己，这样更方便课
后复习和巩固；但教师授课结束后退
出 PPT 时，通常不会保存这些板书印
记，否则会对 PPT 产生改动，影响以
后授课。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如何在
不影响教师原有 PPT 的情况下，给学
生提供一种带有板书印记的教学课件
呢？注意：这里我并没有说是 PPT，
而说是课件。那是因为我们可以给学
生提供一种带有板书印记的，PDF 格
式的教学课件，具体步骤下面详细介
绍：
1. 边上课边板书

教师上课时，使用 PPT 画笔功能
做出必要的板书印记。
2. 保留板书印记

授课完成后，结束幻灯片播放时，
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是否保
留墨迹注释？”，请点击“保留”（图
中绿色箭头处），此时 PPT 上板书印
记会保留下来。

3. 转换板书印记 PPT
此步是关键，别眨眼，看下图

（1）点击 Powerpoint 界面上的“文件”
选项卡；
（2）然后点击“打印”（图中绿色 1）；
（3）选择打印机为“Adobe PDF”（图
中绿色 2）
（4）选择本讲所涉及到的幻灯片范围
（图中绿色 3）
（5）点击“打印”，弹出“另存 PDF
文件为”对话框（下图），选择文件
要保存的位置并对文件进行命名，然
后点击“保存”按钮，如图中绿圈

（6）本讲所涉及的带有板书印记的
PPT 就转换为 PDF 格式保留下来，保
留下来的 PDF 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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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该 PDF 文件通常不会很大，可
以很方便地通过微信群或 QQ 群发送
给学生。
4. 最后退出并恢复 PPT 原状

最后教师可关闭 PPT 退出，关闭
时会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是否保
存对 XXX.ppt 的更改？”，请点击“不
保存”（图中绿色箭头处），这样就
不会对原来的 PPT 产生任何改动了。

以上这种方法，可满足学生和教
师双方需求，又不会过多增加教师工
作量。提供给学生的这个带有板书印
记的 PDF 版教学课件占用空间小，学
生学习使用方便，可助推网络教学提
高教学效果。若还有其它便捷或改进
的方法，也希望和各位老师多交流探
讨。 （教发中心）

（7）教师可将这个 PDF 文件发给学生，
帮助学生课下对本讲内容进行回顾和

【我的教学笔记】线上教学之拙见——平台选择与课堂设计

距 2 月 17 日正式开启“线上教学”
已经一周，在完成了本周 2 门课程共
计 10 学时的线上授课后，终于得空将
自己在线上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
题和不成熟的经验与大家分享。希望

能够对各位老师有所帮助。

一 . 课堂组织形式需规划
目前，大家常用的教学平台主要

包括腾讯课堂、腾讯会议、企业微信、
雨课堂、中国大学 MOOC 等。如何根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  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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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同的课程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
平台和配套的课堂组织形式常常困扰
着任课教师。

建议可依据不同的教学方法和课
堂组织形式，选择 1-2 种教学平台进行
组合使用。我们常采用课堂讲授型（最
常使用）、引导研讨型和实验教学型
等课堂组织形式开展教学活动。结合
自己在线教学的感悟和与其他教师的
交流，推荐可根据课堂组织形式选择
不同的教学平台。

结了以下建议供各位同仁参考。
1. 教学过程管理与准备

大多数老师会投入很多精力准备
授课所用课件，包括视频、动画、互
动问题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但对
学生线上有效互动和线下自主巩固过
程的管理，以及学生知识获取效果评
价等部分关注较少。为达到更好的教
学效果，建议教师在备课时应对各教
学环节的比例进行设计。
2. 知识点片段化和破碎化

鉴于特殊时期的线上课程并不完
全是学生基于兴趣驱动所选择的，学
生长时间面对屏幕学习会较快产生倦
怠。建议各位老师能够换位思考，对
课程内容和知识点适当片段化。
①可适当的压缩每一节课的教学内容，
突出教学重点和难点，以便学生能够
配合进行必要的课下自学。
②根据知识点结构，把教学内容切分
成片段或知识点，并配合及时的阶段
性总结（课程测试或课后作业）。
③优化和调整每块教学内容的讲授时
长为 15-30min，期间穿插有趣味性的
内容或进行学生讨论分享，对课程节
奏进行调整，提高学生精力集中度。
3. 把握课程节奏，增加学生上台机会

线上教学更应该注意把握课程节
奏，在片段化知识点间穿插有趣味性
的内容并设置合理的休息时间。同时，
教师们可尝试给学生分配合理的学习
任务，定期安排学生（可分组）进行
分享，通过开展有组织的讨论、提问
和答疑，不仅可提高学生的关注度，
也可使学生在分享的过程中加深对课

二 . 优化教学内容，提高在线教学质
量

利用腾讯课堂、雨课堂等在线“直
播教室”把课程搬到线上，是一种较
为接近教师和学生学习习惯，且操作
简单和技术成熟的教学模式。对其操
作方法在此不再赘述。我认为，在线
课程教学质量的把控仍需进一步提高。
在线授课过程存在教学反馈途径相对
单一、长时间学习精力难以集中、教
学过程管理和指导与常规课堂差异较
大等特点，致使教师们常采用的同步
课堂教学方法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需要设计和落实好在线教学过程中
“教”与“学”的行为。

如何处理好教师在线课程教学内
容组织与实施和学生线上（课堂）与
线下（课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呢？
结合自身感悟和其他老师的经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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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知识点的理解。

三 . 线上教学中的一些小 TIPs
1. 直播教学注意事项
1）直播准备：建议开课前进行试课，
确认直播网络和平台设置是否正常；
2）直播过程：注意打开麦克风，注意
个人形象和背景；提前 5-10min 将课程
链接再次分享给班级学生；

( 教发中心）

3）直播结束：一定要关闭直播平台或
关闭摄像头。
2. 课程板书方式

部分课程需要配合板书或公式推
导才能发挥出较大效果。根据自身尝
试有两个方法供老师们参考：
1）网易互动白板（https://yunxin.163.
com/whiteboard）；
2）iPad pro+ 触控笔，直播时可以直接

【小贴士】如何在 PPT 演示过程中快速缩放屏幕

1
启动放大镜，进行基本设置

1. 启动放大镜
点击系统左下角的“开始”菜单，

找到【附件】，选择【轻松访问】，
再选择【放大镜】。操作如下图：

2. 设置缩放增量和“跟随鼠标指针”
缩 放 增 量， 是 指 每 进 行 一 次 操

作， 放 大 的 比 例， 可 选 25%、50%、
100%、200% 等。

设置放大镜跟随“跟随鼠标指针”，
即鼠标（或光标）在哪，放大的中心
就在哪，放大的中心随鼠标（或光标）
移动，帮助教师在使用放大镜放大幻
灯片时，突出正在讲授的教学内容。
操作如下图：

2
应用放大镜，进行屏幕缩放

1. 方式一：在放大镜图标，点击（+）
或（-） 键，进行缩放。
2. 方式二：应用快捷键，选择启用或
关闭放大镜。常用快捷键如下：
（1）启用放大镜：  按下 Windows 徽
标键  +  （+） 键；
（2）执行放大操作：按下 Windows 徽
标键  +  （+） 键；
（3）执行缩小操作：按下 Windows 徽
标键  +  （-） 键；
（4）关闭放大镜：  按下 Windows 徽
标键  +  （Esc）键。
注：Windows 徽标键图标为

在键盘的左下方

（教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