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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有话说】听“战时”课程，品“战斗”精神

听“战时”课程，品“战斗”精神听“战时”课程，品“战斗”精神

本科教学兼职督导：李华晶  教授

在战“疫”期间的新学期，我作为

本科教学兼职督导在线“旁听”了七

位教师的《管理学基础》课程，也是

第一次体验不在教室而在云端的督导

听课，老师和同学们在“战时”教学

中的战斗精神令人难忘。结合开学和

课程前后与部分任课教师的沟通交流，

特别是一些任课老师优秀做法的启发，

梳理以下想法和感受与大家探讨。

1. 课程更鲜活，沟通兼备时效和实效

线上教学提升了师生沟通的时效

性和实效性，师生之间虽不见面，却

能在课前、课中、课下进行即时性和

针对性的充分交流，便于老师及时发

现问题和切实解决问题。例如彭茜老

师充分用好微信群，课前、课中、临

下课前和课后，通过提前设计好内容

要点的微信语音进行提醒、答疑和安

排；杜玲老师也通过多种方式细化教

学组织过程，提前了解平台稳定性和

检查审核教学资料。特殊时期的线上

教学虽然处于云端，但是没有高高在

上、而是更加鲜活了，这离不开方方

面面的艰辛付出，这些积累对疫情过

后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也有支撑性和

参考性。

2. 教学更立体，交流兼具广度和深度

线上教学拓展了师生交流的广度

和深度。教学空间迁移到线上，师生

交流的领域也变得开阔，更多学生、

更多发言带来了更多视角、更多想法，

除了师生间关于教学知识点的交流，

心理心态方面的碰撞也“跃然线上”，

这就需要老师在思想上引导启发学

生、弘扬正能量，让教书育人的知识

广度和成长深度不断延展，提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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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水平和质量。例如宁艳杰老师注

意用古今中外多角度素材丰富管理理

论教学内容，表达有条理和亲和力；

鲁莎莎老师以贴近中国大学生实际的

案例解析中西方管理知识，激发学生

参与讨论的热情。

3. 教与学相长，思维和技能的数字化

升级

看似教学从线下迁到线上，其实

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搬家”，也

是教师的学习成长过程，不只是学习

某项技术，还在学习新技术带来的教

学理念、方法和内容上的新变革。科

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教育也在

进行数字化转型。这一周线上听课感

受到，老师们不是简单的从技术“小

白”到“大拿”，而是始终在不断践

行数字化时代教与学相长的为师之道。

例如侯宁老师积极学习新应用功能，

主动将举手和小组会话等环节加入在

线课堂，课前和课间休息时穿插音视

频素材，丰富了课堂互动方式和氛围。

4. 师与生共创，人才培养的创新性探索

线上教学过程中的教师和学生更加

活跃，线下课堂的物理边界消失，激

发了师生之间多元化、个性化。比如

问题讨论，有自上而下的一对多（比

如教师统一向同学们提问）形式，有

针对性的一对一（比如教师和学生单

独问答）形式，同时还激发出自下而

上的多对一（比如同学们向教师主动

提问）的形式。与其说是师生双向互

动，不如说是师生间纵横网络无缝对

接，这有助于促进师生之间的思想交

融和协同合作，通过师生共创提升教

学成果。例如刘萍老师注重利用好发

言区等功能优化授课节奏，并结合北

林毕业生的学习工作案例引发学生互

动和思考；张作祥老师线上教学熟练，

注意引导学生自学和课下阅读，鼓励

学生提升学习能力、拓展视野思路。

5. 传统与创新协同，教学模式的反思

重塑

通过这一个月的线上教学，老师

们学习了新方法、积累了新经验，不

过，这也向线下课堂教学提出了新问

题：如何面对教学传统和教学创新的

关系。其实，线上和线下教学对教师

而言，有许多相通之处，二者可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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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这几种录屏方式，你知道吗（一）

在线教学过程中，将课堂内容记录

并分享，让学生课下能够对疑点、盲

点反复学习观看，能够有效提升学生

学习效率和效果。目前，部分在线教

学平台尚不能实现课程回放，这时候

就需要用到录屏软件。录屏不仅可以

让学生随时回放教学内容，还可以制

作微课、录制小视频作业等，老师可

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对疑难问题进行专

项讲解，解决了课上时间有限的困扰。

下面，小编就为大家介绍几款免费

又好用的录屏软件。

EV 录屏

使用平台：Windows/IOS/Andriod

下载地址：电脑端 https://www.ieway.

cn/  或百度搜索 :EV 录屏

是否免费：

免费 , 部分功能需要充值会员才

能使用。 

软件功能介绍：

可录制电脑屏幕中的画面、鼠标

操作轨迹、电脑中的声音和麦克风的

声音。例如某个软件的操作介绍、无

法下载的网络视频、PPT 演示过程等

等。

推荐理由：

免费、软件很小，录制的视频清

晰且体积小。操作界面清晰简洁，录

同发展。比如，线上线下课程都需设

计好师生互动，以便及时得到学生学

习反馈，而线上教学虽然便捷，学生

也能听到老师声音、看到老师画面，

但相比较与老师在线下课堂的面对面

交流，似乎还欠缺些许温度和节奏，

所以线上和线下一节课 45 分钟的师生

互动频率、时机和形式，可以差异化

设计、实现协同育人。再如，线上线

下课程的教学中心都是学生，学生自

学能力培养是重点，因此，线上教学

不一定都是直播方式，可以通过线上

教学进一步为学生自学提供引导，提

高学生自主学习效果。

战“疫”还在进行，老师和同学

们在教学前线的“战斗”精神依然高

涨，相信这种不畏困难和挑战的“战

时”精神和积极探索，也会为疫情过

后的教育教学事业添砖加瓦、增光添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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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操作简单。

如何录制视频？操作简单轻松易上手

1. 切换“本地录制” 或 “在线直播”

EV 录屏分为本地录制和在线直播

两种模式，如果是录制自己电脑屏幕上

的内容，或是录制网课一定要选择【本

地录制】，录制完视频才会保存在本

地电脑。

2. 选择“视频” 和 “音频” 录制方式

录制视频

● 全屏录制：录制整个电脑桌面。

● 选区录制：录制自定义区域（录制

完成后，要去除选区桌面虚线，只需

再点击“全屏录制”选项）。

● 摄像头录制：选择“只录摄像头”  （添

加时，如果添加摄像头失败，请尝试

着去选择不同大小画面）

● 不录视频：录制时只有声音，没有

画面。一般用于录制 mp3 格式。

录制音频

● 麦克风声音：声音来自外界，通过

麦克风录入 。

● 系统声音：计算机系统本身播放的

声音，xp 系统不支持录制。

● 麦和系统声音：麦克风和系统的声

音同时录入到视频里，既有系统播放

的声音也有通过麦克风录制的声音。

● 不录音频：录制时只有画面，没

有声音。

3. 点击 “开始” 即可实时录制，录

完点 “停止” 即可，无需等待，即

停即生成，就这么简单！

如果选择区域模式，下方显示的

1920x1080表示即将录制的视频尺寸，

选区录制拖动蓝色矩形边角可任意调

节录制的视频范围。

点击“开始按钮”或按 Ctrl+F1（默

认）开始录制；再点击“停止按钮”

或按 Ctrl+F2 结束录制；在录制过程

中如需暂停，点击“暂停按钮”，再

次点击该按钮则继续录制。

【注意事项】

● 如果录制的视频画面每一秒都变

得特别快，建议帧率设到 20 以上；

录制 ppt 网课 10 左右即可。

● 如果没有录到目标内容，只录到

内容后方的桌面时，EV 录屏 -“设

置”-“录屏设置”，勾选“抓取窗

口加强”。

● 如果需要修改课程视频名称，点

击停止录制后会自动出现以下页面，

可选择是否修改视频文件名。

另有疑问，还可点击 EV 帮助中心：

https://www.ieway.cn/help.html

以上是简单的使用教程，您学会了

吗？ ( 教发中心  材料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