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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教司  吴岩

2019.4.29  天津

掀起“质量革命” 建设“质量中国”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开工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核心任务：一流专业    一流课程   一流基地

                         建金专       建金课       建高地

        战略部署：推进“四新”建设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系统设计：质量理念、质量标准、质量文化、质量体系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革命”



    建金课：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

• 建设10000门国家级一流课程

• 建设10000门省级一流课程

总体目标：

2019年：3000门左右国家级一流课程

线下金课

线上金课

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

虚拟仿真金课

社会实践金课



     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实施方式

国家级一流课程：

• 3000门左右线上“金课”（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 7000门左右线上线下混合式 “金课”和线下“金课

• 1000项左右虚拟仿真“金课”（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 1000门左右社会实践“金课”

新理念、新内容、新方法、新技术，建设一流 “金课”



   国家级一流课程申报条件 

– 目标融合创新：立德树人+专业人才培养

– 内容融合创新：基本内容+学科发展前沿+“四新”

– 技术融合创新：教育教学方法+现代技术

– 模式融合创新：流程重组+结构再造

创新
性

挑战度

高阶
性

突出学生中心，注重能力培养，
有效提升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



课程建设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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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国家精品课程

精品课程

n　现代性、科学性、先进性

n　特色鲜明

n　并具有示范和辐射作用的优秀课程

最重要的是要有立体化的课程体系



精品课程应该在以下三方面有所建树：

1)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发人深思，启思明智；  

2) 教学相长，不断地启迪学生探索求知的热望，引发他们奋发向上

的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品格；

3) 效果深远，辐射宽广。

课程建设- -国家精品课程



l　教材
l　教学课件
l　教学动画
l　网络课程   
l　试题库
l　考试系统
l　教学网站
l    网络视频
l --------------

l　教学管理
l　课程公告
l    讨论交流
l　课后答疑   
l　在线学习
l　教学资源
l    作业发布与批改
l    课程论文提交
l------------------

精品课程的核心：立体化的课程体系

课程建设-国家精品课程



网络化教学平台

教学资源库:

　网络教材、教案、课件、视频、动画、图书与图片、  

   试题库、相关的网络资源（网站链接、文献资料等）

教学管理：

       管理系统（用户、课程、资源、档案等）

　　作业系统、自测系统、考试系统、、教学评价等

　   教学互动（答疑、讨论交流、在线学习、在线提交）

“精品课程”建设的主要体现形式是课程网站

课程建设-国家精品课程



教学目的：

　　拓展学生的科学视野；

　　激发学生的创新灵感；

　　培养学生正确的生命观和科学素质；

　　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国家精品课程：《生命科学导论》 (核心通识课程) 　　　　

课程建设-国家精品课程



教学方式：

　         多媒体课堂教学为主讲座；

　           课程网站、网络课程及网络资料的辅助教学；

　           研讨式教学,组织课内与课外讨论与交流。

授课方式：大班授课、小班讨论；

                     小班授课、小班讨论和实验。

高质量的助教：精心挑选和培训的博士研究生

课程建设-国家精品课程



如何考核：
　    试卷考核基本知识点和分析能力；40%（期末）

　    课程论文考查其阅读广泛和理解深度及综合能力；10%

　    读书报告演讲考查其表达能力， 40% （讨论课）；

　    过程评价：课堂表现、随堂测验和平时作业，10%。

　    过程成绩录入操作流程

课程建设-国家精品课程



课程建设-国家精品课程



后
台
管
理
系
统

课程建设-国家精品课程



        精品资源共享课，以课程资源系统、丰富和适合网络传

播为基本要求-----，为高校师生和社会学习者提供优质课程教

学资源。

    在原国家精品课程建设成果基础上，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优化结构，通过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以下

简称"本科教学工程")支持建设5000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课程建设-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课程建设-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课程建设-视频公开课
国际名校公开课



课程建设-视频公开课



可汗学院

课程建设-视频公开课



Coursera
课程建设-视频公开课



课程建设-视频公开课



课程建设-微课



大规模在线教育（MOOC） 

MOOC：Massive（大规模的）、Open（开放的）、Online（在线
的）、Course（课程）

　　它是由很多愿意分享和协作以便增强知识的学习者所组成的。与传
统的在线教育相比，MOOC不是单纯地教师讲课，而是通过网络技术，
将课堂教学、学习体验、师生互动等环节完整地在线实现，从而形成一
种“在做中学”的模式。 

课程建设- MOOC课程



课程建设- MOOC课程



课程建设-MOOC课程



课程建设- MOOC课程



课程建设-浙江大学新生养成教育MOOC课



课程大纲

1.浙大初印象
1.1 寄语新生
1.2 印象浙大
1.3 历史沿革
1.4 办学资源
1.5 培养模式
1.6 求是学院

3. 未来任我行
3.1 生涯启航
3.2 生涯跨越
3.3 生涯行动

4. 求知在路上
4.1 专业详解
4.2 选课攻略
4.3 学科精研
4.4 对外交流

5. 规矩成方圆
5.1 学籍管理

5.2 校纪校规

5.3 评奖评优

6. 校园补给站
6.1 勤助驿站

6.2 心灵之窗

6.3 素质养成

6.4 资讯未来

6.5 网上浙大

7. 在浙亦在乡
7.1 乐活紫金

7.2 爱寝如家

7.3 安全贴士

7.4 健康医疗

2.筑梦勇担当 
2.1 党旗引领
2.2 团结助力
2.3 导学先锋
2.4 杰出校友
2.5 朋辈引领

8. 浙里正青春
8.1 社彩滨纷

8.2 强体健魄 
8.3 文体撷英 

8.4 求是搒单

8.5 浙大等你

课程建设-浙江大学新生养成教育MOOC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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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教材与互联网深度融

合的新型教材，是传统纸

质教材的产品升级

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教

学环境(课程云平台)和教

学服务有机融合的新型课

程出版模式

新形态教材

02

数字课程

传统出版 融合出版
课程建设-新形态教材与数字课程



新形态

教材
一体化设计，深度融合1

2

3 数字课程内容丰富更新快捷

纸质教材内容更加精练

4 提供自主学习的空间

课程建设-新形态教材



主编导
学

课程建设-新形态教材



图集

深入学习

课程建设-新形态教材



课程建设-新形态教材



课程建设-新形态教材



 

    数字课程是将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教学环境

(课程云平台)和教学服务有机融合的新型数字出版

产品，能够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

 

          教材出版       课程出版

    

数字课程

课程建设-数字课程



课程建设-数字课程



课程建设-数字课程



• 视频

• 音频

• 动画

• 互动图片

• 3D模型

• 图片集

• 网络链接

• PPT

• ……

配套数字课程：多媒体资源丰富多样、实现及时更新、利于学生自主学习

课程建设-新形态教材





课程要求、公告

学习内容

讨论、答疑、自测

统计评价



课程公告



学习内容

















课程出版

课程建设-数字课程





课程公告

学习内容

自测、作业、讨论、答
疑

统计评价



课程建设-数字课程



课程建设-数字课程

























《大学生物学 》（面向生物类专业一年级学生）

《生命科学导论A》（面向非生物类专业一年级学生）

课程网站：http://icc.hep.com.cn

手机端 ICC APP

课程建设- 《大学生物学》数字课程

浙江大学引进朱玉贤院士领衔主讲的《大学生物学》数字课程 









    课程内容涵盖 动物学、植物学

、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生理学

、免疫学、生物演化、生物技术、

生物信息学、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 

等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知识板块。

    旨在让各专业本科生了解丰富多彩的

生命世界，认识生物学与人类健康、生活、

环境的密切关系，以及生物学研究的基本

思想和方法。本课程在揭示生命奥秘，体

现科普性、趣味性和对热点问题关注的同

时，兼顾文理，力争科学素养教育与人文

素质教育的有机融合。

课程建设- 《大学生物学》数字课程



n 课程组：“生命探索”类通识课程建设小组；

n 师资队伍：全校招聘，青年教师优先，集体备课；

n 教学班级：每个班30-40名学生，配备一名任课老师；

n 教学模式：学生线上学习，老师组织学生线下研讨、答疑和讲解；

n 授课对象：面向全校所有专业学生，分生物类和非生物类二大类；

n 生物类：3.0学分，线上2.0学分+线下研讨1.0学分（每周2节课）；

n 非生物类：2.0学分，线上1.5学分+线下研讨0.5学分（隔周研讨3节课）；

n 课程考核：线上30%（习题+时间）+平时测验20%+研讨20%+期末考试30%。 

课程建设-《大学生物学》数字课程



课程建设- 《大学生物学》数字课程



课程建设- 《大学生物学》课程学习章节要求
篇名 讲 视频时长 主讲老师 学校 生物类 非生物类

第一篇 导论：生命之美
第1讲 生物和生物界的一般定义 18:40 朱玉贤 武汉大学   ✓   ✓

第2讲 现代生物学与人类社会 19:03 朱玉贤 武汉大学   ✓   ✓

第二篇 动物

第1讲 动物的结构 28:49 张雁云 北京师范大学   ✓ 　

第2讲 动物的繁殖与再生 19:33 张雁云 北京师范大学   ✓   ✓

第3讲 复杂多样的动物（一）——无脊椎动物 36:18 张雁云 北京师范大学 　 　

第4讲 复杂多样的动物（二）——脊索动物 25:01 张雁云 北京师范大学 　 　

第5讲 动物的分类与演化 25:32 张雁云 北京师范大学   ✓   ✓

第三篇 植物

第1讲 植物与生命 8:44 杨继 复旦大学   ✓   ✓

第2讲 植物体的结构特点 13:52 杨继 复旦大学   ✓ 　

第3讲 植物的生活方式 11:09 杨继 复旦大学   ✓ 　

第4讲 植物与环境 18:47 杨继 复旦大学   ✓   ✓

第5讲 植物多样性分类与进化 14:51 杨继 复旦大学   ✓   ✓

第十二篇 生物演化

第1讲 生物演化及其理论 19:47 顾红雅 北京大学   ✓   ✓
第2讲 自然选择——驱动生物演化的强大动力 23:58 顾红雅 北京大学   ✓   ✓
第3讲 性选择和人工选择——是否也属于自然选择
？

23:52 顾红雅 北京大学   ✓ 　

第4讲 遗传漂变——演化道路上的不确定因素 26:40 顾红雅 北京大学   ✓ 　

第十三篇 生态学和保护生
物学

第1讲 生命的地球——平凡而独特的星球 22:29 赵斌 复旦大学   ✓   ✓
第2讲 生命的层次——从基因到生态系统 24:08 赵斌 复旦大学   ✓   ✓
第3讲 生命的馈赠——生物多样性价值与生态系统
服务

24:13 赵斌 复旦大学   ✓   ✓
第4讲 生命的危机——自然与人类的共同胁迫 18:44 赵斌 复旦大学   ✓   ✓
第5讲 生命的守望——传感我们的生物多样性 22:25 赵斌 复旦大学   ✓   ✓
第6讲 生命的未来——乐观还是悲观 22:15 赵斌 复旦大学   ✓   ✓

时长（分钟） 　 1614 　 　 1463 1130

课时（学时） 　 　 　 　 32.5 25

学分 　 　 　 　 2.0 1.5



《大学生物学》数字课程——线上自测

      教师可以通过“自测管理”新建与编辑自测，并将其发布到学生页面的“课后自测
中”，学生完成线上自测后，教师可在线上查看测试情况。



《大学生物学》数字课程——课堂测验
（1）线下闭卷形式：教师将试题显示在大屏幕中，学生用答题卡作答；

（2）手机端APP：将在ICC电脑端编辑好的自测推送至APP即可。可以设置测试开始时间

（如上课前5分钟）以及限制答题时间（如10分钟）；同时可作为签到记录。



《大学生物学》数字课程——课堂测验

（2）手机端APP：学生在手机端APP上完成测试后，教师在APP上可以即时查看答题情况



《大学生物学》数字课程——课后交流与讨论
（1）高教社ICC平台：“课程讨论”模块，发布课堂讨论题目。

（2）微信群：发布通知、答疑解惑、转发科普文章视频等。



支持课堂互动、同时完成签到

ICC  APP

课程建设-数字课程



教师：

发布消息

课堂点名

课堂投票

布置内容

组织测验

统计成绩

ICC  APP

课程建设-数字课程



学生：

浏览消息

课程学习

课堂签到

课堂投票

手机自测

查看成绩

ICC  APP

课程建设- 数字课程



网络化教学

　　　网络教育、网络教学、数字化课程------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迅猛发展, 网络化教学正在进

入高等教育的主流,并在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
  《国家教育发展纲要》

课程建设-网络化教学



网络化教学的意义

1)  能够服务传统教学模式

2)  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

3)  分享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与教学资源

4)  教学改革的先锋力量

有人预言(骇人听闻)：

  50年后，世界上只会剩下区区10所左右传统大学在传递高等教育! 

课程建设-网络化教学



人才培养与从教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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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与大学教育

中学教育：为高校和社会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
培养健全人格、善于思考、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文明人　　

       1. 如何培养学生的学科兴趣？

　　2. 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如何平衡？

　　3. 选考科目和学业科目的学习如何平衡？

　　4. 目标明确-考上一所好大学!　　

中 学 教 育

中学：将一个“活人”教“死了”



中学与大学教育

教科院震惊调查：30年1000余高考状元下场悲惨，无一成为行业领袖。

       应试教育，虽然可以生产出一流的技术

人才，却无从培养出真正的科学精神，无法

造就创造未来的天才。

       应试教育做得越好的学校，学生

发展潜力越差；

       素质教育做得越好的学校，学生

发展潜力越大。



中学与大学教育

大 学 教 育

       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

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

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竺可桢



中学与大学教育

大 学 教 育

国家的栋梁、各行业的精英与学以致用的专业人才

大学教育：学什么？

                 学知识－是拷贝

　  　        学技术、技能－是模仿过程

           　  两者都属低层次教育 

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大学学习的理念：学思维才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n 教学的本质：教书育人

n 教师的职责：传道、授业、解惑

n 教学的关键：让学生进入思考

大学：怎样将一个“死人”教“活过来”

中学与大学教育



人才培养与从教心得

一、爱是教育的动力，用爱心去教学，教学中

就会充满激情，就会善待每一位学生，真诚

对待学生，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我的从教心得



人才培养与从教心得-用爱心去教学

学生邮件1：

    吴老师： 您好！

    我是一名春学期刚刚修完生科导的学生。前几天考试，在最后交卷

的时候，您问我成绩怎么样，我说不是很好。您拍拍我的肩膀，说：

“80分是有了”。      在考完试回寝室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您是我进

大学以来第一个跟我面对面说话的老师。因此特地感谢您....虽然我最后

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您交(教)给我的知识远比这点分数重要。



人才培养与从教心得-用爱心去教学

回复：

     黄迦乐同学: 你好!

     从你邮箱号知道了你的名字.你进大学都快一年了,我是跟你面对面

说话的第一位老师,作为老师深感歉意,我们还做得很不够.我一直都觉得

大学重要的是不仅仅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如果说一个老

师能给学生有所帮助,那是最欣慰和高兴的事.谢谢你的鼓励,我永远是你

们的朋友!



人才培养与从教心得

二、教师不仅要做学问，更要不断加强学习，修炼情操，

努力做人，方能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就是在传授知

识的过程中，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引导学

生建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乐观的人生态度、刻苦

拼搏的精神以及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的使命感。

我的从教心得



        吴敏老师在课程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课程中除了授予我

们很丰富的课程知识，还给了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单祎 3130001016

        大学生活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大概就是遇见名家气度的老师了吧……良

师当有如此风范！孙曜宇 3160104540

       课程启发性很强，老师看重的并不是简单的知识点的累积，而是一种

认知生物的思维与态度。曾邦  3120000311

       听吴敏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怎样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怎样去思考、

解决问题，始终贯穿课程始终。最重要的不是生命科学的知识，而是思维

方式、观念上的变化。陈伟亮  3120100950

从教心得-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

       



从教心得-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

     很多时候都觉得,您一直都在用心给我们上课, 用心同我们交流,常常会被

您感动,您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许多,您善良,也是一位好老师 ！many 

thanks!　                                                              黄偲偲3070005198

        老师的授课方式生动活泼，有启发性。感觉上了这门课获益匪浅。最基本

的是获得了一定量的生命科学的专业知识，其次是扩展了很大的知识面，最重

要的是从老师那里得到了思想上的熏陶。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积极健康的生活

方式，乐观的人生态度，刻苦的拼搏精神以及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的使命感将使

我受用一生。也许我今后从事的工作将与生命科学没多大联系，但这段为期8

周的经历永远是最难忘最美好的。　3060601169　赵子龙



人才培养与从教心得

三、教师不仅需要坚实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

识背景，更要把科学研究中最新的成果丰

富到教学内容之中，做到教学与科研的相

互促进，用自己的学识魅力感染学生。

我的从教心得



从教心得-学识魅力去感染学生

        这个课好棒，能让文科生像海绵一样吸收生物知识。

                                                                                3160103245 周寅子

        老师上课趣味性和知识性并重，能为学生提供鲜活的实例或者前沿的

视野，是为数不多的好教授。                                 3150101149 江志锋

        总的来说本课程是非常有质量的一门课，老师的授课水平很高，讲述

内容通俗易懂，涵括广泛，每次听毕总会获得新的生物学知识与见解。

                                                                                 3160104679曾亦成

        能上吴敏老师的课，真是万分荣幸。吴老师让我们领略到了微观世界的

精彩，尖端科学的魅力。                                            3072001052　何文



       老师上课很有趣，每节课都可以分享好多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成果，

启发我们善于发现身边的小事，从中引发思考，并不断深入研究。蔡一婷

3150102773

       感觉上了吴老师的课收获非常大，每一堂课上老师都循循善诱带我们了解生

命的微观世界，同时会通过课堂上与同学们的交流来引导我们主动寻找问题，思

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丰富我们的基础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们自主

思考的思维能力，意义非常大。钟冰玲  3140101620

    吴敏老师非常风趣幽默，而且思维很活跃，总能提出一些十分新颖有创意的

观点。中国缺的就是这种能够带动学生思考的好老师啊！3090100507   刘圆明

从教心得-学识魅力去感染学生



人才培养与从教心得

四、教师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建立网
络化、立体化的教学体系，提高教学艺术，
快乐地教学，快乐地学习。

我的从教心得



人才培养与从教心得

1.   张子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2.   宋岳林：哈佛大学、MIT
3.   伍楚冬：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     4.   聂   坤：多伦多大学

5.   樊   宗：多伦多大学                        6.   熊啸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7.   李冰轮：早稻田大学                       8.   郑诗蔚：纽约大学

9. 张子钧：UCLA、康奈尔、西南医学中心、贝勒医学院；10.徐辰羚:  UC
---------------------------------

2010级求是科学(生物)班-首届拔尖人才班班主任，80%出国深造

2005届生物技术班-首届生物技术基地班班主任，全班19人，继续深造17人

宁波理工(三本)生物科学与技术班(专业责任教授 )： 国内外深造率40%



人才培养与从教心得

新疆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本科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美国哈佛大学海洋生物学实验室 

中国海洋极地研究所海洋生物学研究中心

一个博士研究生的人生经历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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