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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林大四步阶梯“云充电”：着力打造层层进阶、
不断提升的在线教学研修体系

开课以来，每一天，一堂堂精彩

的在线课程成了师生在网络上“云见

面”的桥梁。而每一个好课堂的炼成

都不是偶然的，线上的绚丽源自于线

下的汗水，每一个老师可能都经历了

从忐忑不安到豁然开朗的过程。而这

一切的背后，有一支近百人的教师队

伍在默默发挥着作用。在北京林业大

学有关部门的组织下，他们在特殊时

期里挺身而出，开展模拟教学、在线

培训指导，与教师联学联研、提供咨

询、交流经验，为广大教师们开出课、

开好课发光发热。

近一个月来，北京林业大学按照

“超前谋划，聚焦需求，侧翼支援，

助力发展”总体思路，逐渐探索出疫

情防控期间“器→术→法→道”层层

进阶、不断提升的教师在线教学研修

体系。

第一阶段：以“器”为先，助力线上第一阶段：以“器”为先，助力线上

教学平稳启程教学平稳启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以

“器”为先，帮助老师快速掌握适合

于课程和自身特点的在线教学工具，

缓解压力，打造在线教学“利器”。

聚焦以战促建。开课前 3 周着手

调研，超前谋划，围绕在线教学及教

师关注问题，研制充电计划，整体谋

划，分段实施。

推进技术应用。组织模拟教学、直播

培训、教学研讨、分享在线教学工具

应用体验，助力教师针对性研修，习

得利器。

王堃老师说“教发中心远程教学

培训使我充分了解各种教学方式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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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进而能够针对课程特点做出取

舍。”

注重缓解压力。群组讨论 + 在线

答疑 + 一对一咨询，在线解答教师疑

问 500 余条，教学支持不断线，缓解教

师压力，营造终身学习氛围。

教师们说“线上教学是一个挑战，

也是机遇，通过参加培训、模拟教学，

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第二阶段：以“术”为墨，助力在线第二阶段：以“术”为墨，助力在线

课程精彩纷呈课程精彩纷呈

“教亦多术”。以“术”为墨，以

助力教师掌握基本的线上教学技能为

主线，帮助教师做好在线教学课程设

计，推进技能精炼，提高在线教学“战

术”。

聚焦课程设计。邀约撰稿 + 精选

推送，开课前 3 天起，围绕全新的教

学环境下如何做好在线教学课程设计

等难点问题，开展专题分享。教师们

相互学习，根据教学内容，从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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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出发，做好课程设计，打造高效

课堂。

推进技能精练。围绕实战中的热点

难点问题，针对性开展在线研修、发

布“教学实用技术小贴士”，助力教

师不断学习和实践，实战技能持续提

升。

注重经验总结。教发中心“教学

笔记”栏目实时发布教师授课的成功

经验和教学心得，鼓励教师分享实战

经验，反思再提高。教师们充分利用

手头现有条件，创造性设计，教学妙

招层出不穷。

第三阶段：以“法”为羽，助力一线第三阶段：以“法”为羽，助力一线

教师展翅飞翔教师展翅飞翔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

法”。以“法”为羽，助力教师围绕

“学生为中心”理念，聚焦先进教学

法，为学生创造有价值的高效课堂。

聚焦先进教法。开课一周后，启

动“教师在线教学需求调查”，摸底

教师平稳开课后在教学理念、教学方

法方面的研修需求，多渠道、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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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研修活动，促进教师深入思考新

技术带来的教学理念、方法和内容的

新变革。

推进联学联研。平稳开课后，推行

本科教学督导“三个一”工作法：坚

持一个原则——以“鼓励助力，发掘

经验”为目标；建立一个机制——老

中青教师联学联研；推行一个策略——

面向需求“一院一策”。教学督导深

入一线，听课 + 研讨，与教师相互学

习鼓励，挖掘典型案例，推广优秀经验，

真情助力，支持教师在顺利开课的基

础上把课开好，开出好课。

注重学生主体。精选、推送学情分

析相关案例和资源，推进教师开展在

线学情分析。学院、教师自发开展学

情调查、分析，围绕学生学习体验不

断完善教学。

第四阶段：以“道”为魂，助力教学第四阶段：以“道”为魂，助力教学

探索走向远方探索走向远方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以“道”

为魂，助力教师聚焦课程思政，筑牢

教育初心，并将当前线上教学的热情

转化为深度研究、不断探索与创新的

持续动力。

聚焦课程思政。专题讲座 + 资源

推送，促进教师多层次研讨交流在线

教学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与有机融入，

在“云课堂”中一如既往地进行价值

塑造，发挥好课堂“主渠道”作用。

推进深度融合。趁热打铁，加强

研讨，强化理论与实践探索，将疫情

之“危”，化为信息化与教学深度融

合之“机”，促进线上教学步入“深

化期”。

注重理论理念。逐渐转变工作重

心，着眼于疫情过后的教学研究与发

展，发挥好侧翼支撑作用，鼓励教师

将应急性教学活动转化为教学研究和

创新，不断推动教学探索走向远方。

战“疫”期间的本科课程在线教

学，教师和学生以战促教，以战促

学，以战促建。教师们从“器”着手，

“术”“法”入“道”，不仅提高了

在线教学的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践

行了新技术带来的教学理念、方法和

内容上的新变革。北京林业大学将继

续完善全方位、立体化的教师教学发

展研修体系，促进教学学术研究全面

开花结果。

（教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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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有话说】结合时事精心准备，融入思政育人走心

本学期，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我校本科生课程陆续开展线上教学。

为了解线上教学实施情况和授课效果，

我和其他督导多次学习观摩一线教师

的线上课堂教学。老师们总体教学效

果良好，令人感到欣慰。

结合学习观摩工学院张军国教授的

《专业概论》课程，我想谈谈疫情形

势下，如何熟练掌握线上教学技能的

同时，深入推进“课程思政”教学。

我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5 日两次

全程学习观摩了该课程，张军国老师

线上教学过程中有机融入的思政教育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概括起来有

如下特点：结合时事精心准备，融入

思政育人走心。

1. 结合疫情防控，寄语学生“三心抗疫”1. 结合疫情防控，寄语学生“三心抗疫” 

该课程 2 月 27 日第一次课，上课

前，任课老师提前半小时就进入课堂，

播放我校在校生和毕业校友们演唱的

抗疫歌曲。开始上课时，任课老师结

合疫情对同学们新学期寄语“三心抗

疫”，鼓励同学们坚定信心，保持安心，

增强上进心，并特别关心了身在疫区

和边远地区的学生是否有困难，期间

提到了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最美逆行

者的舍身忘我以及全国人民的同舟共

济，并引用古诗词“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表达了对疫情终将

被战胜的美好期盼，对学生人文关怀

过程中巧妙融入了爱国主义、传统文

化教育。

首页醒目的“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听《专业概论》线上教学有感
本科教学督导：王乃康  教授

开课之初的“三心”寄语

2. 结合课程内容，展示民族自豪与自2. 结合课程内容，展示民族自豪与自

信 信 

在授课过程中结合课程内容，多

次展示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创举和成

就，如我国在特高压直流输电领域的

世界领先地位，三峡水电站装机容量

世界第一，风力发电装备出口欧洲、

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极大提升

了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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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通过强调大功率换流设备是特高压

直流输电的主要技术壁垒，激发同学们

后续学习电力电子技术等相关课程的兴

趣。

介绍中国电力工业发展成就，提升同学们

的民族自豪感

3. 结合“全国学习雷锋日”引导学生3. 结合“全国学习雷锋日”引导学生

践行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

第二次课在 3 月 5 日，当天也是全

国学习雷锋日。课前，任课老师也是

提前半小时便进入线上课堂，给同学

们播放精心准备的雷锋精神宣传片。

上课时通过介绍毛主席题词和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简单讲述了学习雷锋

精神的背景，并结合同学们熟悉的学

院老师们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担任志愿

者的事例，启发同学们如何践行雷锋

精神，对同学们开展了很好的志愿服

务精神教育。

结合“3·5”学雷锋日，

引入雷锋精神

以学院老师们志愿服务事例，

引导同学们践行雷锋精神

课程结束时 , 结合节气和毛主席诗词给

同学们加油打气

课程内容的精彩加上思政育人的

投入和用心，张军国老师的线上教学

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反响和积极评

价，下课后纷纷在讨论区留言或献花，

就连我也情不自禁地要为他献上一朵

花。

课程结束前，张军国老师利用当

天“惊蛰”这一节气元素，由 “春雷响，

万物长” ，引出“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表达了“疫情终将

被战胜，春天即将到来”的坚定信心。

为同学们鼓舞士气的同时，普及了中

国传统文化和诗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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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束时，同学们以最朴素的方式

表达上课感受

张军国老师的授课之所以如此受学

生欢迎，跟他课下的充分备课是分不

开的。据课后，与张老师交流中获悉，

他每次课前都会对之前的课件内容花

大力气更新，单为准备这次上课的雷

锋精神三分钟宣传片，他就花了两个

多小时来准备。

当前“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日

益深入人心，但是如何做到不流于形

式，又能够育人于无形、引发学生共

鸣，张军国老师的这两次课给了我们

很好地启发。期待老师们在课程思政

方面有更多的优秀实践。

( 教发中心 )

两位教授在线说课，分享在线教学那些事儿

3 月 26 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邀

请工学院张军国教授和材料学院张帆

教授在线说课，与老师们相聚“云端”，

分享在线教学那些事儿，校内外教师

近 200 人次参加研讨。

留心选材、精心准备、走心融入留心选材、精心准备、走心融入
——浅谈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程

的做法体会

开篇张军国教授为大家展示了部分

在线教学视频，实景再现日常教学中

如何将思政元素巧妙融入专业课程。

他从“留心选材、精心准备、走心融入”

三方面提出了思路和想法，并将教学

经验凝练为“业、热、文、信、美、磨、

巧、定、全、学”10 个关键点进行分享。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张军国教授

将思政教育贯穿在课上课下育人全过

程。课前，结合时事热点选播具有特

定意义的视频，如抗疫视频、雷锋事

迹短片等，引入思政教育话题，鼓励

学生坚定信心，保持安心，增强上

进心，在人文关怀的同时，巧妙融入

“四个自信”、爱国主义精神、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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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学精神等思政元素；还曾实

施过课前三分钟固定思政教育栏目—

“引经据典”，介绍总书记重要讲话

中引用的激励大学生成才成长的名言

警句，让同学们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课中，从专业内容出发，引入中国电

力发展辉煌成就、特高压直流输电项

目出口巴西以及三峡工程巨型机组等，

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团队协作意

识和工匠精神；通过介绍变压器选型

要留有一定裕量，提醒同学们要有发

展的眼光；通过强调开关设备倒闸操

作必须严格遵循先后顺序，帮助同学

们强化规则意识。课下，积极引导同

学们参加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类活动，

开展形式更为广泛的思政教育。

谈到思政教学体会，张军国教授总

结到，专业教师要提高对思政教学重

要性的认识，充分挖掘专业课程思政

元素，在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全面开

展思政教学；考虑到学生都是成年人，

可以多采用暗喻方式，点到为止，尽

量做到润物无声；思政教学不能简单

说教，要身体力行，与学生共同成长，

打造“师生命运共同体”。

最后，张军国教授作阕词一首，

与大家共勉。

渔家傲·与各位同事共话思政教学

庚子新春寒料峭，新冠肺疫江城

爆，华夏抗瘟声势浩。齐心祷，同舟

共济传捷报。

绿苑同仁奔走告，服从命令家中

靠，云上课堂思政妙。同声啸，成城

众志迎春到。

探 索 新 形 式， 拓 展 新 资 源，探 索 新 形 式， 拓 展 新 资 源，
打造新课堂打造新课堂

“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相比，在

教学准备上所付出的时间和经历相差

多吗？”带着这样的问题，张帆教授

与教师们共话如何打造受学生欢迎的

新课堂。

结合教学视频和教学案例，张帆

教授从课程设计“精细化”、重视学

生“参与感”、求“新”与“求变”

三方面分享了她的思路与做法。她说，

教师应分析线上授课的“优势”和“劣

势”，有针对性地准备，做到课程设

计“精细化”，比如增加鲜活、丰富

的素材让课堂使用资源更灵活、高效，

设计精准、精美的教学课件有效提高

学生的专注度，让学生形成屏幕即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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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条件反射，多种形式的互动能够

提升学生的参与欲望。谈及重视学生

“参与感”，张帆教授说，除课上积

极与学生互动，疫情期间还利用学生

宅在家中这一现状，组织大家居家观

察家具及使用情况，从而创造更多机

会让学生观察生活，加深对专业知识

的理解。同时，教师还应思考线上教

学中，教师“角色”是否也应发生一

个转变，不仅是教学的组织者、平台

的搭建者，同时要担当信息的传递者，

教师应精准设计、挖掘筛选，把开放、

优质、高效的教学资源带给学生，做“提

问题、引事实、师生共同探讨事物本质”

的引导者。线上教学对教师而言是一

次全新挑战，需要拓展新的教学资源，

教师更应求“新”与“求变”。

疫情期间，张帆教授与斯洛伐克兹

沃伦技术大学 Rene 老师联手打造国际

化在线教学，经多次沟通，确定以张

帆教授线上直播教学为主体，共同利

用微信群开展教学讨论和作业指导为

辅的教学形式，兼以随时分享多形式

的教学资料供学生自主学习。他们创

新利用线上和国际资源，打造了跨越

几千公里的空中课堂，为学生们带来

了不一样的学习新体验。

最后，张帆教授分享了提升教学

质量的几点思考。她提出，授课中巧

妙设置“留白”，留给学生思考问题

的时间和空间，可达到“无声胜有

声”的效果。最好的教育是“共情”，

站在学生角度去理解与支持，能够感

受到线上授课时学生比以往更需要教

师的引领。她说，“知识与情感的传

递，是作为教师能够享受的最美好的

过程。”

本次在线说课活动是教师教学发

展中心持续推出的教学能力在线充电

计划（第五期）的内容之一，后续将

邀请专家以专题讲座、在线说课等形

式，围绕在线教学就教育心理学、教

学理念、教学方法等内容开展系列研

修活动，帮助教师打造更有魅力的在

线教学课堂。

（教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