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杜艳秋	 																																											网址：http://jwc.bjfu.edu.cn				

55 2020 04 15

教学教务参考
北京林业大学教务处主办	 第					期				 年			月			日		

教育部将启动高校在线教学英文版国际平台建设项目
记者今天从中国高校在线教学国际平台课

程建设工作视频会上获悉，疫情期间，全国高

校在线教学工作进展顺利，各类在线教学资源

迅猛增长，在线教学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

教育部将启动高校在线教学英文版国际平台建

设项目，有关高校将组织推荐并建设一批优质

英文课程，提供给世界各国大学生进行在线学

习，并尽可能地提供指导、帮助和学习服务。

疫情期间，中国高校积极应对，进行了一

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实践。据统计，

截至 4 月 3 日，全国在线开学的普通高校共

有 1454 所，95 万余名教师开设了 94.2 万门、

713.3 万门次在线课程，参加在线课程学习的

学生达 11.8 亿人次。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在线

课程平台上线慕课上涨了 5000 门，其他在线课

程增长了 1.8 万门。

“我国疫情期间开展的在线教学实践取得了

显著成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说。这

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一是全国高校在线教学

工作进展顺利，各高校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实现了在线开学，并积极开展

在线教学工作；二是各类在线教学资源迅猛增

长，疫情期间，教育部组织了 37 家在线课程平

台和技术平台率先面向全国高校免费开放慕课、

虚拟仿真实验等在线课程，并提供在线学习解

决方案和技术支持，带动了 110 余家社会和高

校平台主动参与，为高校在线教学提供了强大

的条件保障；三是高等教育“学习革命”深入

推进，本次在线教学实践，规模之大、范围之广、

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下一步，教育部将组织

专家加快研究、总结经验，将在线教学的一些

生动实践转化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

持续打造具有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一流

在线“金课”，形成包括思想、理念、内容、方法、

技术、标准、评价、范式等一整套改革方案。

会议强调，要以此次大规模在线教学实践

为标志，积极为世界高等教育在线教育作出中

国贡献。一是提出中国方案。3 月 13 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向全球发布了远程教学解决方案，

推荐了世界范围内可免费获取的 27 个学习应

用程序和平台，爱课程网、阿里钉钉、蓝墨云

班课入选。二是提供中国技术。3 月 17 日，全

球移动通信协会将“中国慕课大会 5G+ 超远程

虚拟仿真实验”列入 5G 行业应用案例。三是分

享中国经验。疫情期间，我国积极与国外政府、

平台、高校开展在线教学交流合作，已有数十

门课程加入 edX、Cousera、FUN 等平台应对疫

情的远程教学项目。

（作者：万玉凤，系中国教育报记者）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0 年 04 月 11 日】

如何在专业课教学中贯穿思想引导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

中国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根本任务。围绕这个

办学任务和方向，高等学校的所有教师都要坚

持“四为”方针，把立德树人贯彻落实到教育

教学活动的全过程。这就要求专业课教师不仅

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而且要承担育人的

任务，教学中要自觉地和思想理论课保持同向

同行，要在专业课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和

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在授业中传道，在解惑中

育人。笔者作为一名教师，结合“档案管理及

实务”“新闻写作”等具体课程，谈谈在专业课

教学中贯穿思想引导的思考和实践。

把价值引领融入教学内容
“档案管理及实务”是一门在档案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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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培养和训

练学生具备基础的档案管理和技能的专业课程。

一般说来，这门课属于事务性较强的应用型课

程。在这样的课程中如何提高思想性，如何融

入价值观的引导？

首先，突出档案的历史价值和档案工作者

的历史使命。在这门课的讲授中，应重视引导

学生认识档案作为历史的真实凭证，在记录历

史、传承文明、服务现实、造福未来中的重要

作用。笔者用大量生动的例子向学生阐述了历

史档案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重大

工程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运用革命历史档案对学生进行引导。

在众多的历史档案中，革命历史档案是其中非

常重要和突出的内容。革命历史档案生动地记

录了革命先辈为了民族的解放不怕牺牲、浴血

奋斗的真实历史和践行理想信念的崇高精神。

因此，在教学中、在组织学生参与档案馆的实

习中笔者都十分注意引导学生发现和学习这方

面的事例。

最后，注意从身边的档案中引进德育元素。

中国矿业大学已建校一百多年，是一所具有悠

久办学历史和光荣传统的老高校。这几年，在

安排学生到学校档案馆校史馆参观学习时，十

分注意引导他们从档案中学历史，从历史中学

传统。

培育辩证思考的思维能力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体会到引导学生确立

正确的方法论比传授知识更重要，特别是在“新

闻写作”的授课中，这一点更为明显。在和学

生的接触中笔者了解到，少数学生由于受西方

思潮的影响，思想上存在着一些模糊观念，他

们容易把新闻的真实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把

歌颂光明和揭露阴暗对立起来，把弘扬正能量

和实事求是对立起来，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程度

上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的倾向。因此在

教学中，要注意对学生进行确立正确的思想方

法的引导。

笔者明确地告诉学生，一篇完整的新闻稿

必须具备 5W，但是一篇好的新闻稿除了有完整

的 5W 之外，具有真实性和及时性，还要注意“两

点论”。所谓“两点论”，就是说事物都具有对

立的两方面，有正有反，有黑有白，但是这两

方面有轻有重，有主有次，不是半斤八两。因

此我们在描写和反映事物的时候，要区分主要

矛盾和次要矛盾、主流和支流。在一个完整的

5W 后面，有一个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

在技能训练中培养学生人格
笔者讲授的两门课都是实践性比较强的应

用型课程，因此学生的实习和动手能力的培养

是重要的教学环节。在“新闻写作”课程训练

中，为此，要求学生的选题必须围绕学校的重

要问题或者身边的人和事，以期他们贴近生活，

一方面写出鲜活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近距离地

接受影响和教育。

2019 年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矿

业大学建校 110 周年和徐海学院院庆 20 周年，

根据学院的总体安排，笔者组织学生采访了一

批老领导和老教授，这个活动既锻炼了学生的

采访和写作能力，也对他们起到了很好的教育

作用。比如学生在采访原徐海学院老书记、中

国矿业大学地质专业 1978 级学生刘坚写成的

《岁月峥嵘兮韶华不负》一文就是生动的例子。

采访中刘坚老师说：我们在四川省合川县三汇

坝上学时，条件非常艰苦，每天早上吃的是玉

米糊糊，住的是干打垒的宿舍，窗户都没有玻

璃，只有塑料薄膜，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每周

六晚一场露天电影。但是我们的学习热情非常

高，每天晚上熄灯以后大家才被迫离开教室和

图书馆，不少同学还要在路灯下或者在寝室打

着手电筒继续学习。这些采访记成为了激励学

生、催人奋进的生动教材。

同学们在档案馆实习过程中，不仅从档案

历史材料中受到教育，同时也从档案馆工作人

员的职业素养中得到熏陶。档案大多是纸质载

体，在常年接触、查阅、整理档案过程中，工

作人员很容易造成皮肤过敏、鼻炎甚至尘肺病

等职业病。有一位女同志，在长期整理陈旧档

案中，导致大拇指严重的真菌感染，必须定期

到医院治疗。但是他们从来都是任劳任怨，对

事业满腔热忱，对他人高度负责。这些使学生

们在耳濡目染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者：

李贞，系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教师）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0 年 0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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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停课不停

学”可能要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一种常态。而在

线教学因其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特性，成为

学生“停课不停学”的主要途径。与传统课堂

学习不同，线上教育中的师生处于不同的空间，

师生间的互动频率降低了，教师的监督和指导

作用也弱化了，学生的学习更容易流于浅层，

不利于学生知识的整合、迁移和应用，不利于

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那么特殊时期，学

生如何克服线上学习易流于浅层的劣势，最大

限度地利用已有的教学资源实现深度学习，成

为学生、家长和老师共同关心的问题。

实现深度学习，需要转变学习目标。与传

统课堂教学相比，学生的线上学习具有碎片化、

低监督、低互动、低竞争、低投入、低理解、

低激励等劣势。深度学习要求学生在理解的基

础上，能够以高度的学习投入，有机地整合新

旧知识，将知识迁移和应用到具体情境中，解

决实际的问题。深度学习的深度理解、高学习

投入、整合新旧知识、迁移和应用、解决实际

问题等特征，正是线上学习所欠缺的，也是目

前学生面对在线教学急需解决的问题。

实现深度学习，需要加大学习投入。学习

投入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在情感

上，学习动机是学生自主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

是发挥学生主体性关键，疫情期间，学生需要

调整内在动机，正确认识线上学习的意义，做

好线上学习的身心准备，时常给自己强烈的“我

已经开学，不是在放假”的心理暗示，正确面

对在线教学可能面临的各种不适，如设备卡顿、

疑问不能及时得到老师的解答、缺乏老师的监

督、学习效率低下、不能及时与同学分享交流、

上课的节奏与平时不一致等。在行动上，学生

需要调整日常作息，确保充分的学习时间，制

定合理的阶段性目标，明确每节课每天每周的

学习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学习任务。在认

知上，学生需要积极思考探索，理解和内化教

学内容，建构系统性的知识结构，及时复习巩固，

及时反思和改进。

通过提问来吸引学生注意力。学习需要注

意力长时间高度集中。线上学习节奏统一，模

式单调，相对刻板，更易造成学生开小差和注

意力不集中，导致听课效率降低。而提问是吸

引学生注意力和引导学生思考的最佳方式之一，

通过提出问题，让学生自己分析问题并解决问

题是引导学生逻辑推理和培养思维发展的重要

方式。深度学习要求学生深度理解和

把握关键概念，内化知识，形成系统

化的知识体系，将知识迁移和应用到

具体情境中，解决具体问题。在学生

缺乏教师监督和注意力集中时长有限

的情况下，如果能将注意力优先集中

到问题解决的过程或许能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实现深度学习，需要改善同伴学

习互动模式。同伴间的交流互动不仅

是学生社会性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

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重要方式。在线

教学缺乏时时互动的同伴，降低了同

伴间的交流互动。能否通过寻找同班

同年级甚至跨地区的“线上学伴”来

解决这一问题？“线上学伴”可以只

有一个，也可以是几个同学组成的“学

伴组”。“学伴组”可以每天按时交流

学习的疑惑，群策群力解决学习难题，

分享学习心得，还可以互相监督，通

过互助组的方式从内在动机、学习计

划、学习投入、学习策略、理解程度、

学习效率、思维过程、学习效果等方

面进行监督和反思。这个过程既增进

了友谊，又可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此次疫情防控期间的“停课不停学”是对

我国“互联网 + 教育”的一次巨大挑战，也是

对每个学生在学习深度方面的一次巨大考验。

只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深度学习策略才能弥补在

线教学流于表面的劣势，帮助学生完成学习任

务，才能真正达成“停课不停学”的实质要求，

打赢教育系统疫情防控阻击战。（作者：候玉娜，

系西南大学副教授）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0 年 04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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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积极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技能
——以哈尔滨师范大学为例

高效能积极教学模式源于“45341”大学高

效能课堂教学模式，它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不断

追求高水平教学质量、实现创新新课堂的教育

成果。这一教学模式是以实际教学为基础，实

现教育科学和教育实践的有效结合，从而不断

创新后现代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真正实现育人基础上的有效教学。

高效能积极教学模式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高效能积极教学模式强调以课堂知识教学

为主线，引导学生有效地实现知识的联系与创

新，并且在教学中，教师向学生传递积极的价

值观，从而不断提升课堂教学的教学质量和教

育价值。在课堂教学“讲”的过程中，教师要

厘清课堂教学的知识结构，有效地传达教师自

身的研究观点和实践经验，从而实现课堂教学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学生专业学习结构的完

整性。哈尔滨师范大学课堂教学包含了对专业

知识的学术价值探索和社会价值探索，学生在

学习基本的专业知识之外，保持对于专业学科

的学术性思考以及研究兴趣。同时也将专业学

科同社会应用结合起来，以社会应用价值和道

德价值标准不断提升自身在专业学科学习中的

内涵。高效能积极教学模式对于课堂教学的意

义，重点体现在学校教师的备课和讲课过程，

在备课中教师能够以高教学要求实践自身教育

人格，向学生传达自身对于教育教学的热忱、

个人研究能力以及师生交流能力，从而真正实

现学校课堂教学的知识传授与育人的有效结合。

高效能积极教学模式对学校教师的要求

高效能积极教学模式的有效实践离不开高

校教师高水平的教学技能。为此哈尔滨师范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举办“高效能积极教学模式”

教师课堂教学比赛，旨在提升教师对于高效能

积极教学模式的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从而不

断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哈尔滨师范大学高效能积极教学模式，对

于学校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

要求教师具备较高的教育和教学责任感，并且

将课堂教学作为自身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其

次，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围绕专业知

识体系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交流，保证课堂活跃、

相互尊重的氛围。最后，要将德育融入专业学

科的教学当中，这不仅仅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

道德品质，以教学有效传达道德教育和道德实

践的价值，同时教师也要将德育转化为引导学

生审视专业学科知识的重要纽带，引导学生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地看待学科的实践和

发展，以充分发挥专业学科的自身价值来实现

更大的社会价值。

高效能积极教学模式引导教师提升教学技

能的具体路径

哈尔滨师范大学高效能积极教学模式，对

于学校教师教学技能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完善教师的教育人格，从而引导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有效地实现人格教育；二是提升

教师的专业学科水平，保证课堂教学内容的科

学化和学术化。

在以“高效能积极人格教育”为主题的哈

尔滨顺迈学校教育论坛上，哈尔滨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院长温恒福提出了开展高效能积极

人格教育是全面探索课堂育人的有效教学模式，

这是对于高效能积极教学模式的创新阐释，更

加突出了人格教育对于高效能积极教学的作用。

学校教师需要实现高效能积极教学下的人格教

育，应当以积极的教育价值观和教学理念引导

自身的道德和人格发展，从而构建教师教学技

能的软实力，实现课堂教学价值的拓展化，引

导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

哈尔滨师范大学高效能积极教学模式的应

用，将学校教师的专业能力和个人能力有效地

作用于课堂教学当中，从而不断提升课堂的教

学质量，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同时，高效

能积极教学模式也实现了对于教师专业能力的

实践与提升。

（作者：杨柳，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教师）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0 年 04 月 0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