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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携手 教学相长

——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线上教学平稳有序进行中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

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关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以及学校防控工作的具体

部署，自 2 月 24 日以来，全校研究生培养单位积极开展多元化的线上

教学管理工作，按照“因课施教、坚持标准、创新形式、全员覆盖”

的原则，在任课教师和教务管理工作人员的精心准备和共同努力下，

营造了良好的线上课程教学氛围，积极开展线上教学活动。

我校线上教学活动涉及 18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开设研究生线上公

共英语课1门次，开设专业课 320门次,博士研究生开设专业课1门次，

参与线上学习研究生总计 1300 余人。

研究生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结合课程内容与目标要求，对在

线授课方式进行了自主选择。主要依托超星尔雅、中国大学 MOOC（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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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堂在线（雨课堂）、企业微信、唐桥云会议、腾讯会议、

腾讯课堂、钉钉、智慧树等多种网络教学平台，主要以直播、自行录

播、视频演示等方式开始线上授课，并建立网络教学平台以外的 QQ或

微信第三方软件的班级讨论组进行互动交流、辅导答疑。

针对研究生教育的特点，任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以问题为导向，

着力发挥学生能动性，加强学生学习反馈，使学生充分参与教学过程，

将“控”转变为“推”、将“管”转变为“伴”，精心设计高质量的

交互教学活动。课程结束后，许多同学在微信和 QQ群中与老师积极互

动，老师们更是在新课备课过程中积极对学生的问题进行响应和跟进，

在多元在线教学的基础上，力求让学生在家学习听课质量不打折。部

分研究生培养单位组织导师和任课教师们分享线上指导学生和远程授

课的经验，开展网上授课满意度调查，鼓励学生参与教学监督并及时

反馈，从而形成了较好的教学质量监控。针对研究生如何尽快适应线

上教学方式等问题，导师、任课教师、研究生分别从各自角度支招献

策，积极推动高质量完成研究生教学任务,从而有效促进了线上教学活

动的逐步完善。在开课的六周时间里，我校研究生线上教学整体情况

平稳有序，师生均获益良多。

本期对外国语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研究生开展线上教学情

况进行汇编，希望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围绕教师在线教学方式、研究生

学情监控、在线教学过程中的优秀经验加强交流学习，有效促进线上

教学活动的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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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线上教学情况

为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减少疫情对

学生学习生活的影响，外国语学院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和学

校提出的利用网络平台，实施“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组织开展

课程线上教学活动。2 月 24 日以来，在任课教师和教务管理人员的精心

准备和共同努力下，外语学院启用了多种在线教学平台，任课教师根据

课程特点，结合课程内容与目标要求，对在线授课方式进行了自主选择。

现将根据实际情况对开学六周以来研究生在线教学情况给予反馈。

1.实际在线课程

2月 24 日以来,19 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班、19级翻译硕士班

线上教学如期开课。第一周到第五周共进行了 176 节课，其中语言学专

业 48节课，英语笔译专业 66节，日语口译专业 60节，外教课 2 节。涉

及的课程如下：二外（韩语、日语、德语、法语、俄语）、社会语言学、

语言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英语学习方法研究、翻

译理论研究、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英汉笔译工作坊、文学翻译、中外

语言文化比较、论文写作与文献阅读、交替传译、基础笔译、戏曲戏剧

翻译、外教课等课程。老师们依托学校的网络教学综合平台、中国大学

MOOC、超星尔雅（学习通）、钉钉、腾讯会议、企业微信、瞩目、哔哩

哔哩等相关课程平台，通过直播课程、线上答疑、实时互动等形式，利

用线上教学平台的签到、答疑、测试、作业发布、课堂互动等功能，结

合课程 QQ群、微信群，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教学。

（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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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序号 课程名称 教学平台 上课方式

1 二外 QQ、微信、哔哩哔哩视频 语音电话

2 外教课程 瞩目 直播

3 社会语言学 QQ、微信、慕课 自学答疑

4 语言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录课、微信 语音

5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微信、腾讯会议 直播

6 英语学习方法研究 微信、腾讯会议、企业微信 语音、直播

7 翻译理论研究 QQ、学习通、钉钉 直播

8 认知语言学 微信、腾讯会议 直播

9 语用学 微信 语音

具体授课形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提供读书清单、教学视频、

课件、阅读文献、资料指导学生自学，通过 QQ、微信群在线答疑等。另

一类通过云课堂平台开展线上直播教学，在课堂点名、发布作业单、上

传 PPT 讲义，微信群辅导和答疑，邮件接收作业等。线上教学活动平稳

进行（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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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翻译硕士班在线课程

2019 级翻译硕士在线授课情况

序号 课程 授课平台 授课方式

1 二外 微信 群语音、文字

2 英汉笔译工作坊 QQ 群，中国大学慕课 共享桌面、语音、文字

3 文学翻译 QQ 群 共享桌面、语音、文字

4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 钉钉 群共享共享桌面、语音、文字

5 论文写作与文献阅读 QQ 群 语音、文字

6 交替传译 QQ 群、中国大学慕课 语音、文字

7 基础笔译 QQ 群 文字

8 戏曲戏剧翻译 QQ 群 语音、文字

9 外教课 瞩目 视频、语音

①韩语：通过微信群文字，发送语音讲解单词，句型和对话，同时

加入韩语歌曲学习。

②英汉笔译工作坊：QQ群内教师桌面共享 PPT 教学课件，组织学生

交流联系。

③文学翻译：教师提前分发翻译语料，每节课按照固定的翻译主题

讲解，并介绍介绍译文和翻译中遇到的方法，学生互相讲评，教师讲评

并指出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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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中外语言文化比较：教师利用钉钉直播平台上课，展示 PPT 与学

生语音文字互动，并在家校联系群留每节课作业，学生通过钉钉上传作

业。

⑤论文写作与文献阅读：教师通过 QQ群语音电话的形式，组织学生

学习阅读《学术论文写作手册》，并进行课堂答疑。

⑥交替传译：教师利用 QQ群语音的形式，讲解交替传译的方法技巧，

同时让同学们发送语音练习，提高笔译与口译能力。课堂中教师组织学

生填写情况调查表格，和自我反思工作表，增进了老师对学生的了解。

同时教师补充了中国大学慕课在线学习平台—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交替传

译课程，给同学增加营养，扩展知识面。

⑦基础笔译：教师利用 QQ群文字的形式，带领学生参与英汉文字赏

析，翻译，交流讨论英汉写作以及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学生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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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锻炼了翻译能力和鉴赏能力。

⑧戏曲戏剧翻译：教师利用 QQ电话的形式，主要以《西厢记》为例，

讲解中国古典戏曲的难点和英文翻译，通过分析同学们在课下的戏曲翻

译文本，使同学们对戏曲翻译产生浓厚兴趣，积极参与课题讨论。

⑨外教课：外教利用瞩目会议软件和同学们进行口语交流和外语新

闻阅读学习，优点不用建群，直接输入会议号即可进群参加课程。

2.网络平台使用经验和总体反馈

（1）QQ 群课堂可以分享桌面，视频讲解 PPT，永久保存教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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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简便。

（2）钉钉课堂可以视频或语言授课，同时能够实现签到，发布作业，

收作业等功能，方便教师统一管理。课堂教学比较灵活，可以随时用问

答以及投票等方式把握学生接受程度，直播内容可以保存录像，在课堂

存疑的学生可以反复观看，课件的展示流畅，界面切换自如，授课声音

清晰。

（3）采用腾讯会议或企业微信平台教学，视频效果很好，通过分享

屏幕上课的方式，可以播放自己的 PPT、播放录制的视频等，比较灵活。

可随堂交流、提问问题，现场反馈听课情况，可以在课前观察学生的出

勤情况，出勤可以进行打卡接龙。讨论的环节学生可以随时提问，互动

性比较好。

（4）采用录播或慕课在线课程与 QQ 群、微线群在线讨论答疑相结

合的方式，可提前布置学习任务内容，让学生错时学习，合理安排时间。

（5）瞩目会议软件无需建群，输入会议号，老师学生即可开始课堂，

方便快捷。微信群建群方便，但是难于实现 PPT 等丰富的教学手段。

（6）使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线上教学的，存在的问题是部分同学偶

尔出现卡顿等网络不通畅问题。经过短时间处理不影响正常课堂教学。

从课下学生反馈情况看，学生比较喜欢的线上授课方式为直播，以

及 MOOC 外加 QQ 或微信群交流的方法。学生和老师都逐渐适应了在线教

学这种新的上课方式，从新鲜期跨过适应期，现已进入了稳定期，对在

线教学形式保持积极态度。

3、总结

突如其来的疫情阻断了同学们返校的脚步，改变了老师们的教学方

式，面对新的困难和挑战，只有积极应对、勇于担当，才能化危为机。



-- 8 --

目前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教学进展顺利，从网上教学和反馈情况来看，学

生们上课积极与老师进行互动交流，按时完成老师们布置的任务及作业，

教学秩序总体稳定，达到了预期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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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线上教学情况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我院 2019 级研究生共开设 11 门课，马克

思主义理论专业 6 门，哲学专业开设 5门；共有 16名教师参与前六周的

教学。为进一步了解我院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工作的开展情况，我院

向研究生发放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疫情防控期间研究生线上教学的教学

情况调查问卷》。共回收学生问卷 80 份，回收率 100%。问卷对选用教

学平台、教师教学情况及学生学习反馈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统计，具体

如下：

1.研究生在线教学情况分析

（1）平台使用情况

通过调查，我院教师授课采用社交平台（如钉钉、微信、QQ、等 APP）

平台最多，达到 97.5%，采用中国大学 MOOC 占比达到了 63.75%；有部分

教师采用智慧树、腾讯会议、学习强国、唐桥云等其他平台学习，占比

在 25%以下。

任课教师是使用的教学平台

（2）教师在线教学方式情况分析

课前准备情况：课前，任课教师均与学生取得联系，建立了课程微



-- 2 --

信群，并告知学生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授课。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任课

教师在课前为同学们提供了教学资源，占比为 98.75%；有 1.25%的任课

教师没有为学生提供教学资源。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79 98.75%

否 1 1.2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80

课前任课教师是否为同学们提供教学资源

本次线上教学，老师们都认真的进行备课，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

习资源，其中教学PPT占比93.75，参考书籍占比93.75%，教材占比82.5%，

教学视频、教学大纲占比 66.25%，拓展资料占比 70%。

教学方式情况：通过调查发现，进行线上教学的主要教学方式是在

线讨论和答疑、直播和作业布置与反馈，占比都达 70%以上；在线上进

行录播占比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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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进行线上教学的主要教学方式

在线课堂沟通交流时，教师使用微信软件最多，占比达到了 100%；

QQ、对分易、钉钉软件使用较多，占比都在 60%以上；腾讯会议、唐桥

云会议平台使用较少，占比仅 11.25%。

在线课堂沟通交流时使用哪些软件或平台

2.研究生学情反馈

（1）总体情况

通过调查发现，有 40%的学生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的教学效果

感到满意；有 53.75%的学生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的教学效果比较满

意；有 3.75%的学生对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的教学效果不满意；有

2.5%的学生对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的教学效果不清楚。由此，超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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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同学对我院教师的线上教学满意。充分说明“停课不停教、停课

不停学”这一目标已实现，并取得良好效果。

研究生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的教学效果是否满意

我们在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满意原因的调查中发现，有 85.71%

的同学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满意的原因是教师教学态度认真负责；

有 66.23%的同学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满意的原因是教师专业素养

高；有 57.14%的同学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满意的原因是线上教学资

源和质量较好；有 48.05%的同学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满意的原因是

喜欢平台等方式进行沟通；有 37.66%的同学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满

意的原因是教学内容有深度；有 42.86%的同学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

满意的原因是教学形式丰富。可见，教师的教学态度和专业素养是影响

线上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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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满意的原因

当然，我们在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不满意原因的调查中也发现，

53.75%的学生认为是平台的拥挤和卡顿；28.75%的学生认为是教学形式

单一；31.25%的学生认为是作业辅导效果不明显；27.5%的学生认为是师

生、生生互动不足；22.5%的学生认为是线上教学不能体现个性化教学和

因材施教；有 21.25%的学生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不满意的原因是学

习效果评价不够客观全面。可见，改革教学形式、加强师生互动是今后

线上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研究生对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不满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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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反馈

通过调查发现，有 30%的学生完全适应线上教学；大部分学生在逐

步适应线上教学，占比 66.25%；有 2.5%的学生不适应网上教学，还有

1.25%的学生完全不适应网上教学。

选项 小计 比例

完全适应 24 30%

逐步适应 53 66.25%

不适应 2 2.5%

完全不适应 1 1.2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80

您研究生是否适应线上教学

线上教学期间，教师积极开展课堂讨论、答疑、提问等线上教学活

动，使得学生得到了不同的收获。调查数据显示，许多同学认为在疫情

期间的线上教学增长了知识、扩展了视野，占比 66.25%；有部分同学认

为线上教学使自主学习或教学能力增强，占比 73.75%；有 57.5%的同学

认为线上教学使学习或教学变得非常方便；有 40%的同学认为线上教学

满足自身需求；有 60%的同学认为线上教学使学习或教学方式得到改变；

有 53.75%的同学认为线上教学使师生互动有所增强；还有 3.75%的同学

认为在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有其他方面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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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中有什么收获

六周教学以来，不少同学在线上学习期间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调查

发现，有 50%的同学在线上学习中遇到网络不流畅，图像不清晰的问题；

有 13.75%的同学在线上学习中遇到内容空洞说教的问题；有 37.5%的同

学遇到教学方式单一的问题；有 41.25%的同学在线上学习中遇到学习负

担加重，为完成任务而学习的问题；有 11.25%的同学在线上学习中遇到

互动答疑较少，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问题；还有 11.25%的同学在线上学

习中遇到注意力不如教室集中、知网检索不方便等问题。可见，网络条

件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客观因素，而教学方式单一、学习负担加重这

些因素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主观因素，需要今后更加重视。

在线上教学或学习中遇到问题

进一步调查还发现，有 48.75%的学生认为老师布置作业过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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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有 36.25%的学生认为作业评价效果不明显；有 23.75%的学生认为

教师对作业的反馈少；有 11.25%的学生认为作业不具有针对性，流于形

式，毫无意义。因此，今后教师需要合理布置作业。

研究生对教师布置或批改作业不满意的地方

本次问卷调查同学们对线上教学提出了许多宝贵性的建议，其中较

多的建议是增强互动，减少作业的布置，增强理论讲授，希望各科老师

统一授课平台，提高效率和质量等等。

3.在线教学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以及遇到的实际困难

（1）积累的经验

一是高度重视，充分做好教学准备。首先，教学平台的准备。教师

需要根据各类线上教学平台的不同特点，选择适合自己开展线上教学的

载体，并通过 QQ群、微信班级群等，保证与学生的沟通顺畅。其次，教

学内容的准备。教师要编写教学组织实施方案，从教学准备、教学方式

及手段说明、教学内容、网络课程学习任务、教材及 PPT 学习任务、阅

读资料和影视资料、课后作业等方面全面安排线上教学，准备好教学资

料。再次，每节课课前的准备。课前，准备好教案、PPT、教学任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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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资源及预先设计的若干思考讨论题。通过充足的课前准备，让学生明

确学习任务和要求， 引导学生思考的思路和方法。

二是主动作为，不断创新教学手段。线上教学既是对教师进行教学

改革特别是线上教学改革的挑战，也为教师提供了积极参与改革的契机。

因此，需要教师进行不断尝试，探索和创新教学手段。六周来，教师们

采用微信语音、腾讯会议和唐桥云会议直播以及钉钉课堂等形式进行授

课，形成了见面课直播+问答讨论+线上答疑+实践操练立体化的教学方

式。教师们在线上教学手段运用上愈加熟练、灵活多样。这样，随着线

上教学多种手段的尝试、运用，更能增强学生学习兴趣、更能便利师生

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

三是学生为本，提升教学质量。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教学工作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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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教学是师生共同完成教学任务的双边活动，学生是主体，教师

起主导作用。在教学双边活动中，即使教师本人积极性再高，水平再好，

要是没有学生的积极配合，还是难以完成教学任务，更谈不上教学质量

的提高。因此，线上教学开展以来，教师们注重从学生入手，以学生为

本，注重解答学生心中的疑问，注重锻炼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注重建立和谐的师生互动关系，有效地发挥了教师教书育人功能，

也提升了学生的自身素质。

（2）实际困难

在全院各部门的通力配合下，开学实现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

学”这一目标，确保了疫情防控期间全院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同时，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目前在线教学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学习平台功能的

限制；网络设备条件不足；网上课堂与学生互动不够；教学形式单一；

作业布置太多、学生负担较重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在线教学成熟案例经验，建议从四方面改进：

一是避开网络高峰期，尽量选择微信群、QQ群等不容易拥堵的教学平台

进行授课，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自我学习；二鼓励教师开展多形式

的教学模式，设置多种教学环节（提问、讨论、测验、作业、课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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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等），注重形成性评价和教学档案的保存；三是创新在线教学模式，

增强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四是教师给学生布置作业要有针对

性，量不要太大，充分考虑学生的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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