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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学笔记】精益求精，不断探索网络教学模式

为响应国家“停课不停学”号召，

老师们都在积极开展网络教学。我在

2019 年录制并开设了《水文地质与工

程地质》的 MOOC 课程，因此，对于

网络授课并不算陌生。但是 MOOC 课

程是录制课，而网络教学是直播课，

两者还是有巨大的不同。通过开展一

周的课程，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后

来的坦然接受，心中也有几点体会。

一、多次试课，发掘网络授课适用工具

目前，市场上拥有数量众多的网

络授课平台和软件，学校也及时发布

了一些软件的操作指南和授课经验。

为了准备网课，上课前两周，我与学

生多次测试了腾讯会议和腾讯课堂软

件的演示效果。利用腾讯会议，教师

可以与学生面对面视频，关注到各个

学生的学习状态，但是教学辅助工具

比较少，更适合交流讨论。使用腾讯

课堂时，教师不能看到学生的学习状

态，学生不能随时发言，主要靠自觉

听教师讲授，但有很多教学辅助工具

可以选用，比如画笔、举手等功能。

由于本门课程人数较少，师生共 22 人，

因此，我最终选用交互性更强的腾讯

会议进行授课。

腾讯会议授课（共享 PPT）

二、积极探索，多举措增强师生互动

模式

因为学生数量较少，教师可以轻

松识别参与课程的学生。目前为止，

每次课程都是全勤。但网速是个大考

验，腾讯会议点开视频的人数较多时

会有卡顿。因此只能建议学生打开语

音，在学生回答问题时，再要求其打

开摄像头。这样既保证了上课的流畅

性，又增进了师生互动距离。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 黄建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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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学生主动参与互动并不多，

主要依靠留言互动，比如我提出问题，

学生喜欢留言给出答案。通过逐渐引

导，学生越来越愿意回答教师的问题，

并且通过留言、语音或视频形成一定

讨论。通过我统计的四次上课数据发

现，学生参与课程的热度越来越高，

而且课后能积极与我沟通。

为了让学生课后复习达到良好效

果，我每次上课同时开启 EV 录屏，把

课程视频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供大

家课后复习。特别是对于操作性知识，

仅靠教师讲授一遍难以完全掌握，因

此，录制视频让学生反复观看可以获

得较好的效果。比如讲授建筑施工图

时，需要布置制图作业，我录好操作

技能视频，上传到北京林业大学在线

教育综合平台，供大家自主学习。

EV 录屏软件录制的视频

天正软件实操

北京林业大学在线教育综合平台教师

网络课程建设

在讲授需要较多互动的章节时，

我采用腾讯会议 + 雨课堂的模式，布

置一些选择题，方便学生用手机答题，

便于及时统计答题情况。

雨课堂课程数据统计

网络授课难免会出现电脑设备或

是网络故障问题，因此，做好备选方

案十分重要。在进行施工图演示的时

候，图纸文件往往比较大，电脑本身

就容易卡，视频教学更加重了电脑负

担。因此，我把要演示的图纸提前整

理成 PDF 格式，如果演示过程中卡

顿，则切换到 PDF 格式进行展示，

避免影响授课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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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导传输，知识和道德双培养

“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天

职，同时，给学生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也是教师的重要职责。由于爆发疫情，

这学期我们只能开展网络教学。在线

教学第一堂课开篇，我与同学们说：

白衣天使战斗在抗疫一线，我们虽然

不能去前方战斗，但克服困难，努力

把课上好，把知识掌握牢固，也是在

为国家做贡献。

授课中，讲授到决定房间面积的因

素之一“经济条件”时，我列举了两

张照片，与同学们分享：在经济困难

的年代，我们的教室很小，学生们的

课桌和板凳都很简陋，但是学生们都

盯着老师认真听讲。现在经济条件好

了，教室尺寸大了，课桌椅变新了，

但是课上看手机的学生也多了…希望

同学们能认真听讲，珍惜现在来之

不宜的生活。

在讲解“建筑体型和立面设计”

时，通过列举故宫、人民大会堂、

国家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建筑，

简述中国建筑的历史与传承，让学

生认识到中国劳动人民的技艺与智

慧，感受到中国建筑的伟大，培养

学生的爱国情怀。通过课程中一点

一滴地潜移默化的影响，实现知识

和道德双培养。

知识 + 道德教育

（教发中心 材料学院）

交流平台交流平台

【我的教学笔记】网络课堂课前、课中和课后交互场景的设计实践

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让所有

大学老师转身为网络课堂一线“主播”。

自 2 月初接到学校关于网络教学的通

知，我就在想如何让网络教学质量媲

美于课堂教学？因为没有课堂的现场

控制，我最担心的事情是自己对着电

脑屏幕干巴巴的说，学生看我的大头

像，干巴巴的听着。我无法根据第一

时间感知到的学生的听课状态随时调

整授课节奏，甚至网络教学新鲜感一

过，授课效果可能越来越差。更需要

注意的是，网络教学不同于课堂教学，

其受众不可能仅仅是学生，学生家长

很大可能会旁听教师讲课。学生家长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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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和专业的认知必然通过教师上

课的状态直接感知，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网络授课教师责任非常重大，已

经不是简单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

学校和专业积极宣传和展示风采的重

要途径。基于此，教师有必要根据课

程性质探索网络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

方法。

经过三周网络教学的实践，我把在

线交互场景设计、课程思政素材选用

方面的心得体会总结了一下，与大家

分享。

01

在线交互场景的设计

我主讲的课程《新兴业态的地产管

理》是一门探索物业管理行业底层逻

辑的课程，大量的授课内容比较前沿，

是我多年来在服务业创新管理理论研

究与企业管理咨询实践的基础上，总

结提炼而成，学生理解起来会有一定

的难度。为此，我分别从课前、课中

和课后三个环节进行交互场景设计。

★课前

开通微信公众号，每周上课前，我

都会提前撰写一篇公众号文章，让学

生对本周讲授内容的主题、涉及的背

景知识、企业实践的做法，以及我的

基本观点和思考等内容有一定认识和

了解。

★课中

（1）网络授课过程中，每讲一页

课件，我都把该页面的截图发到企业

微信群，便于学生实时了解我的讲课

进度，师生都可以在该截图后面留言，

有助于设计互动环节。

（2）上课后，要求学生第一时间上

传电子作业，作为课堂签到的手段。

为了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安

排学生对课堂某一个知识点开展随机

讨论。通过检查学生的课前预习情况，

观察学生在课前是否投入了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从而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程度。

（3）鼓励和引导学生在网络课堂中

语音发言与文字发言并行。学生在语

音发言的同时，企业微信群同时展开

文字发言和讨论，给更多的学生提供

表达、相互分享和交流的机会。

（4）布置课后作业。每次下课后，

我都会让学生在课后阅读文献，收集

企业实践案例，设计汇报课件，供下

次上课讨论。讨论过程中，我会通过

语音或者文字形式参加讨论，并将发

言的关键词快速记录到企业微信群

里，以引导和启发学生。

（5）设计研究生和本科生在线

交流环节。第三周课程中，我邀请我

的研究生连线到在线课堂，结合他们

的研究，针对本节授课内容与本科生

进行 20 分钟的交流与互动。

（6）实时了解学生上课状态。

企业微信群里的文字留言和课件内容

等信息前面都会显示阅读人数，根据

阅读次数，我可以实时判断有多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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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够跟上授课进度。

 课堂师生交互信息

★课后

授课结束后，我会回看微信群里的

信息，分析总结哪些知识点讨论可能还

不够充分，哪些知识点学生可能还有疑

问，通过撰写公众号文章，让学生第一

时间看到，加深理解。同时，我会汇总

学生在微信群里的问题留言，并在下次

授课时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答复。

02

课程思政素材的选用

本学期我讲授的《新兴业态的地

产管理》是一门探索物业底层运行逻

辑的课程，必然涉及到物业服务企业

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定位、角色与权

责的讲授。以这次疫情为例，习近平

总书记第一时间指出“社区是疫情联

防联控的第一线”。物业服务企业是

社区防疫第一线的重要力量，如何把

国家层面的防疫政策和部署、物业管

理行业在防疫中的价值以及本课程的

知识点结合起来，基于社区治理就成

为课程思政素材选择的切入点。

我收集整理 2014 年到 2019 年政

府工作报告有关社区治理的论述，撰

写《透过“疫情”看物业管理行业的

价值及应对困难之道》研究报告，报

告内容紧跟国家政策脉络，倡导理性

思考，我第一时间在公众号发布并推

送给学生，供学生阅读学习。

正式上课前，我把公众号文章以

及收集的另外两篇文章一并发给学

生，在课上组织学生对“物业管理行

业在防疫中的价值”进行深入讨论，

这样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国家对疫情

的政策，认知物业管理专业的价值，

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崇尚理性认知和

家国情怀。

03

结语

此次全国范围大规模在线教学的
学生课中提问、课后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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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不仅是一场教学方式的变

革，而且也酝酿着一场对传统教学体

系、手段和方法的全方位审视和思考。

基于三周网络课堂教学实践以及前期

的准备，我总结出以下网络教学中交互

场景设计的做法：

（1）借助网络平台，构建课前预习、

课中讲授与讨论、课后作业与答疑一体

化网络课堂讲授、互动的流程；

（2）深入挖掘课程各个管理知识、企

业实践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思政元

素贯穿于课前、课中和课后的整个教学

过程；

（3）明确师生在课前、课中和课后

的师生交互角色。

总之，网络教学不会随着疫情结

束而弱化，定会成为与传统课堂教学

并行的教学方式。

未来已来，将至已至。

（教发中心 材料学院）

交流平台交流平台

【我的教学笔记】空中相遇，搭乘多样交流工具

和一般娱乐式的直播比，教学直

播具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任务，有教

学的重点和难点，教学活动不能像娱

乐直播那样只要有观众看热闹就可以，

“观众”必须跟随着课堂进度学习，

不断进步。所以，不管对着屏幕讲得

多么流畅，由于看不到学生的表情，

不知道学生的状态，在线课堂互动仍

然不像传统课堂那么自然顺畅。为了

提高课堂互动的有效性，更好地了解

同学们的学习情况，我选择了一些小

工具实现多样的互动。经过近一个月

的不断实验，结合学科特点和班级学

生的特点，最后我选择了以下 3 种工

具，与大家分享。

微信群

 微信群（所有的上课通知，作业推送，

资源都在这里）和教学平台自带的讨

论区。我个人平时是使用腾讯课堂进

行授课。腾讯课堂的讨论区只要登录

即可和学生聊天，回答问题，讨论问

题。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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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程度：★★★

优点：

1．实时互动。同学们在上课过程中就

可以提问或者回答问题，发表自己的

观点，讨论起来氛围很好。 

2．简单易操作。

其他：

1．人多容易刷屏。

2．统计功能比较差，问题的收集、分

类和管理不太方便

3．讨论区里实名，有的学生选择潜水。

4．自己填写名字，有的同学为了好玩，

填写别人名字然后提奇怪问题。

纸条范

简易程度：★★

注册及登录网址：http://ketang.cool

优点：

1．注册方便。可手机号注册也可使用

微信自动登录。我是直接微信二维码

登录。

2．操作简单。打开网址，左边就是

纸条范。点进去选择创建活动即可。

发送可以通过二维码和网址两种方

式，很容易上手。

3．有一定的交互功能。比如，我可

以在纸条管理中查看纸条，并且给一

些问题观点标上符号，也可用纸条的

方式回答问题。同学们不但可以提交

自己的纸条，同时可以看别人的，使

用“送上热门”表示自己的关注。

其他：

1．统计功能比较弱。

2．偶尔会登录网站失败，需要重新

登录。

问卷星

简易程度：★

登录网址：https://www.wj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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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停止回收问卷后，不能再回答问题，

但是依然可以浏览。

其他：

1．问卷星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个

单项问与答工具。学生之间不能看到

别人的观点，对于一些开放性问题不

能互相讨论。

2．主观题的关键词只是统计高频词，

一些相近意思的表达不能合并，还是

需要老师逐条统计，才能了解普遍存

在或者学生热点关注的问题。

当然，除了以上工具，还有“小
打卡”，“协作文档”等可以帮助我
们进行教学活动。网络直播对于老师
们是新的领域，对于同学们也是挑战。
没有教材，多个教学平台频繁切换，
学生们上课也是很辛苦，但是他们非
常贴心，会把在其他老师那里发现的
他们觉得很棒的方法也告诉我，从而
减轻我的工作量。
疫情虽然阻隔了我们的物理距离，但
是共同的困难让我们更加团结，让我
们一同成长，共同进步。 

优点：

1． 注 册 方 便。 可 以 注 册 也 可 使 用

QQ，微信，企业微信登录。我是直接

用 QQ 登录。

2．功能丰富。可免费使用于调查，考试，

投票，表单，测评。

开课前我使用问卷调查功能做了网

络学习调查，其中的逻辑设置功能非

常实用。比如，学生选择了“不想在

线学习”这个选项后，再添加一个逻

辑选项来选择原因，不但能统计学生

抗拒在线学习的比例，还能进一步了

解其原因。

平时的作业我会使用问卷星的考试

功能。一部分客观题，一部分主观题，

客观题部分自动就可以评阅，只需要

阅主观题。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3．发布方式多样（链接 / 二维码），

而且自带二维码美化功能。

4．统计功能比较方便。比如考试自带

成绩排名，客观题可以看正确率，主

观题提供了关键词分析。
（教发中心 材料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