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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说”开讲，首期董世魁教授“云端”谈在线教学

大学课堂如何达到“在线课堂连心

连线，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教学效

果，实现“好的大学，没有围墙；好的

教师，没有私念”的教育理念？ 3 月 31

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邀请草业与草

原学院董世魁教授带来一场“基于慕课

+SPOC+ 腾讯会议平台的在线教学经验

分享”直播讲座，校内外教师 200 余人

次在线研讨。

讲座伊始，董世魁教授介绍了在线

教学的概念、特点与优势，引出对在线

教学的前景思考，即“后疫情时代”我

们应如何以“互联网＋”为驱动进行更

高效的教育教学。

董教授首先与大家分享了利用慕课

平台开展在线教学的经验与做法。他从

慕课教学的理念、特点、路径出发，结

合自身教学实践就慕课的课程介绍、

课程公告、考试与证书管理、课程评

价与反馈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他指出，慕课的大规模开放式教

学不受时间、地点、人数限制，是典

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教师们在使用慕课平台时，应尽量详

细生动的做好课程介绍，对课程进行

导引性评价，让学生学习知识的同时

可以领略课程之外的精彩。在课程概

述中明确给出课程特色、适用对象和

考核机制等，让学生可以针对性进行

选择。授课教师可通过课程公告栏及

时发布课程动态、课程计划、配套教

材等，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也可通过

节日送祝福，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结

课后，可利用平台的考试与证书管理

功能进行学生学习效果评价，及时查

看课程评价与反馈，师生互动的同时

针对课堂问题提出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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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慕课与其他教学模式的结合，

董教授与我们分享了 SPOC 教学的思路

与想法，主要从 SPOC 教学的概念、特

点、优势、路径、模式和方法等方面

进行介绍。他说，SPOC 教学充分利用

慕课平台（或其他平台）的在线课程

资源，实现专属定制课堂的优质课程

在线教学，是对慕课教学的进一步优

化和完善。SPOC 教学可提高课程的精

细化管理，实现精英化教学；通过专

题讨论区的交流，增加师生深度互动；

创新在线教学模式，实施课前引导 +

课上指导 + 课后辅导；提高课程学习

效率，消除课堂高辍课率和低作业完

成率。结合教学范例，董教授具体讲

解了如何利用 SPOC 教学模式开展线上

或线下混合式教学和翻转课堂教学。

接下来，董教授与大家分享了腾讯

会议在线教学的经验和体会，结合实

际案例讲解，与教师们分享了腾讯会

议四段式教学法的做法与成效。腾讯

会议灵活方便的互动研讨功能非常适

合疫情期间开展远程在线教学，能实

现多人实时互动，学生可自主发言，

最后，董教授总结到，基于慕课

+SPOC+ 腾讯会议平台的在线教学模

式探索，充分利用了慕课（MOOC）

的大规模和开放式教学、SPOC 的精

细化和专业化教学和腾讯会议的互动

式和研讨式教学多平台组合的优势，

即使疫情过去回到传统课堂，同样可

以采用线上慕课 +SPOC+ 腾讯会议

学习研讨、线下课堂讲解的方式完成

课堂教学。三大教学模式优势互补、

相得益彰，通过课前、课中和课后的

教学活动，共同保障在线及实体课堂

的教学质量。

互动环节，教师们就在线教学模

式相关问题与董教授进一步交流研

讨。

本次专题讲座是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持续推出的教学能力在线充电计划

（第五期）的内容之一，对于已经在

线奋战 7 周的教师是一次总结和加深

体验的研讨之旅，对于后 8 周开课的

教师更是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学习积极性和课堂上的活跃度进一步

提高。 

（教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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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能力充电计划 (第五期 ): 齐聚“云端”谈在线教学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教师在线教学

能力，提升教学效果，优化学生学习

体验，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教师教学

发展中心持续推出“教学能力在线充

电计划”。

本期，邀请专家以专题讲座、在线

说课的形式，围绕在线教学就教育心

理学、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课程思政、

案例分享等内容开展系列研修活动，

并精选推送教育部网络培训直播讲座，

帮助教师打造更有魅力的在线教学课

堂。

研修对象研修对象

面向全校教师

研修安排研修安排

采用线上直播研修形式，应用腾讯

会议、腾讯课堂等平台。安排 2 场专

题直播讲座，4 场在线说课，2 场精

选自“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的直播讲座。具体安排见附表。

学时认定学时认定

课后请及时扫码（课后发放）进

行研修情况调查反馈，每次研修按实

际时长认定学时，本期课程共 7 个学

时。

（教发中心）

【督导有话说】在线督导，是“督”更是服务

1.“督”的味道变淡1.“督”的味道变淡

在面对面授课时，北京林业大学本科

督导组组长高孟宁一般要提前到教室，

跟任课教师打个招呼。这既是一种礼

貌，也为了消除教师的紧张感。而切

换到在线教学，“进入在线课堂，打

招呼变得不容易了”，容易惊动老师

和学生，产生一种“不自在”的紧张感；

也不想通过寥寥数字，和任课教师进

行没有表情的寒暄。

“与传统的教学督导相比，在线

督导的确有一定特殊性。从前教学督

导专家走进教室现场听课，可以感受

课堂的教学氛围，而在线督导就没有

那么直观了。”华侨大学教师发展中

心副主任陈海蛟说。

陈海蛟负责该校教学督导工作。

在他看来，在线授课的情况下，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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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见到的是教师的授课视频或课件，

无法观察到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反应，

也就很难判断课堂教学效果。同时，

由于开展在线教学的平台和工具众多，

课程呈现方式、教师使用的熟练程度

不一，加之平台登录拥堵、网络卡顿

等因素，给在线教学和督导带来了新

的挑战。

高孟宁补充说，尤其是理工科课程，

不能总是依赖 PPT 翻页，学生会有听、

看与思考不同步的感觉，所以需要板

书做理论推导和演算。在线教学会由

于条件所限，教师讲得多而写得少。

拿手写笔在 PPT 页面书写，字迹受到

中央留白或字体潦草的影响，有时会

因表达不清或由于省略造成学生理解

上的困难，教师们也在寻找线上资源

来解决。

这时候，如果按照传统课堂的要求

一味强调“督”，教师的心理压力就

会陡增，手忙脚乱之际影响的必然是

教学效果。这就需要在线督导专家们

转换一种思路。

在这场因疫情匆忙上阵的在线教学

过程中，高孟宁、陈海蛟等不约而同

地将督导的重点转向了检查教学秩序、

教学内容、授课方式、学生反馈，以

及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困难，收集

优秀案例向教师推广上来。

在陈海蛟看来，“眼下‘督’的味

道可以淡一些，更多的是为教师、学

生提供服务。”比如前期遇到登录拥

堵的问题，督导专家及时向教师建议

更换平台、错峰登录。作为一所侨校，

华侨大学有 5000 多名境外生，一些

境外生反映存在时差且网络信号不好

等问题。督导专家建议任课教师做好

与境外生的沟通工作，必要时调整授

课时间和授课方式，力争线上教学一

个都不掉队。

2. 难点与亮点并存2. 难点与亮点并存

在线课程加入班级群后，韩广才

发现师生在班级群里答疑、交流很多。

但是，有的教师还是互动性不够。学

生上课总盯着电脑比较枯燥，如果不

吸引学生，学生会“跑进跑出”。

“一开始在线教学时，学生满意

度高，教师教学自评满意度较低。一

段时间后，情况出现反转，教师适应

了在线教学，满意度高了，学生的满

意度却低了，对在线教学的互动性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韩广才说。

“掌握学生在线学习的真实情况，是

督导的一大难点。不能仅仅看在线人

数，因为学生可能同时在做其他事

情。”高孟宁建议，教师或有关部门

可以对学生做在线问卷调查，了解他

们的学习状况、意见和需求，从根本

上提高在线教学的吸引力，以问题导

入的教学方式、生动的案例、师生积

极的互动、教师有情感的声音，吸引

学生关注课堂。

( 教发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