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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

见》（教高〔2015〕3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7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2017〕40 号）等相关文件对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的建设和应用要求，为了积极推进各高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应

用，提高教学质量，满足教学需求，实现优秀课程广泛共享，武汉轻工大学教师

教学发展中心将携手 2017 年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负责人蒋爱民、王竹立、

刘学莘、张小来等教学名师，举办“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案例解析暨信

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研修班”，现场分享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设计、建设、应用、

申报、运营与推广的成功经验，帮助教师了解和熟悉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

用和推广的整个流程及申报注意事项,并针对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设计、建设及应

用以讲练结合、模拟开发、交流研讨的方式，让教师真正体验一门课程从设计到

上线应用的过程。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在百忙之中拨冗参加，莅临指导！

一、参会对象

1.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申报有兴趣的教师及其团队

2.有建设任务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教师及其团队

3.具有课程推广需求的教师团队、学校教务领导及其工作人员

4.已建设 SPOC 课程的课程教师及其团队

5.致力于投身信息化教学改革热潮的教师

二、研修内容

1.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政策解读及申报建议

2.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申报流程和注意事项

3.MOOC 和 SPOC 教学设计与教学运行

4.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案例分享

5.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MOOC 视频开发与制作

6.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推广经验分享

三、研修模式

此次研修班主要以专家主题汇报、案例分享、交流研讨的形式，帮助教师了

解和熟悉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和推广的整个流程及申报注意事项，并针

对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设计、建设及应用以讲练结合、模拟开发的方式，分小组实

操，“做中学、学中做”，采用任务驱动的模式，让教师真正体验一门课程从设

计到上线应用的整个过程，并对参加培训的教师教学实践案例进行个性化指导，

进行案例展示与评比。

四、拟邀请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1. 王竹立

王竹立，中山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硕士导师、学术带头

人，所负责的《创新思维训练》慕课，被评为首批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007 年开始写教育技术专业博客，目前访问量已突破 100 万；2009 年提出

基于教育二重性的教学设计过程模式，2011 年提出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2012

年提出知识嫁接学说，2014 年提出新建构主义教学法，2015 年出版专著《碎片

与重构：互联网思维重塑大教育》，该书入选《2015 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推展

第一季》榜单和多个图书排行榜。新建构主义与加拿大学者西蒙斯的关联主义被

一些学术刊物并列为网络时代两大学习理论，有学者称之为“21 世纪以来中国

远程教育理论创新花圃中的‘一枝红杏’”。广东省政协第九、十、十一届委员，

第十一届广东省政协教育界别发言人；致公党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作家协会会

员。医学出身，历任中山医科大学实验生理科学教研室主任、中山医科大学教育

技术中心主任等职。2005 年转入中山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专职从事教育

技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被称为“我国富有原创性思考的教育学者”。

2.王毅

王毅，超星集团副总经理，1996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在教育信息化领

域从业近 20 年。曾在中国教育科研网、国际知名教学平台公司、高教社等单位

供职，有丰富的教学信息化建设及运营经验。

3.孔鑫凯

孔鑫凯，超星集团慕课编辑部课程运营总监，湖北和广西编辑部的主编，视

频资源创意中心主任。负责过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

工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的将近 70 门慕课课程、300 集公开课、1000 余集教育

视频的开发建设工作。负责视频开发建设的 16 门课程被评为 2017 年国家级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17 门课程被湖北省教育厅建设立项。从 2013 年慕课席卷中国以

来，先后去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广西大学等高校进行慕课为主题的汇报多达百

余场，足迹遍布重庆、四川、山东、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浙江、陕西、新

疆等地高校，参与人数近万人。

4.刘学莘

刘学莘，男，博士研究生，FAST 教学法创始人，福建农林大学材料工程学

院家具工程系讲师，福建省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会木作技艺创工坊主任，主要从事

木家具设计与制造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所负责的《中国古典家具》MOOC 课

程被评为首批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首批福建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主持

了《匠心与创新——家具行业创新创业》国家级创业类 MOOC；《明清家具品鉴》

福建省继续教育网络课程；《传统家具文化与艺术》超星尔雅通识课，近三年来



累计主持国家、省级教改项目 3项，各种类别课程建设项目 8项。曾获得福建省

高校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福建省移动教学大赛二等奖、福建农林大学青年教师

教学技能竞赛一等奖、福建农林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福建农林大学“最受学生

欢迎的教师”等荣誉，2017 年 5 月入选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者”优秀教学人

才之“青年教学之星”。

5.阮高峰

阮高峰，浙江师范大学网络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助理、博士、教授。2012 年

以色列教育部对外交流与发展署“奥法利研修中心”（orfi Center,MASHAV）交

流学者、2013 年美国西伊利诺大学访问教授，近三年来承担了数十项教育部“国

培计划”及各省教师专业发展培训项目的专题教学任务，对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规划与申报有很深入的研究，擅长各类教学常用软件的讲解，常用理论+案

例+实操+讨论的方式与教师进行教学研讨，主讲的“微课设计与制作”、“移动

教学设计与实施”等系列讲座累计听众已超过 2万人。

6.张小来

张小来，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授,在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任护理教师

10 余年间，主持厅级以上课题 7项，主持教研项目 1项，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12

篇。主持国家级精品课程 1门，主持国家级资源共享课程 1门，主持省级精品课

程 2门，主持省级视频公开课程 1门。主编正式出版教材 11 部，其中 3部被立

项为“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1部是省级规划教材。获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 2项，2次获得安徽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14 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全国护理技能大赛“一等奖”指导教师，省级教学名师、安徽省模范教

师、安徽省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校级护理专业带头人、安徽医专十佳人

物（教学之星）。《传染病护理》，2017 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7.蒋爱民

蒋爱民博士，华南农业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万人计划”国家级教学名师、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和南粤优秀教

师。还承担国家科技奖、长江学者、杰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评委。主编出版

《乳制品工艺及其进展》等中英文论著和教材 10 余本，主编出版的《食品原料

学》被评为“国家级精品教材”，主持建设的“畜产食品工艺学”被评为“2007

年国家级精品课程”、“2009 年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2012 年国家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2013 年混合教学移动慕课”和“2015 共建共享混合教学

移动慕课”，主持完成的教学成果 1项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3项获得省

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近年在教育部及省级重点教改等 6个项目支持下，解决“共建共享混合教学



移动慕课”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 8大瓶颈，建成了第一门“共建共享混合教学移

动慕课-畜产食品工艺学”，满足的“移动互联网”大环境下“学生随时随地学

习”和“老师随时随地引导学生学习”的要求，累计访问量超过了 160 万次，2017

年被认证为“首批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获得“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并

被推荐申报 2018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五、研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8 年 3 月 30 日上午 9：00-2018 年 4 月 1 日下午 12：00

地点：武汉（具体地点报名后详细告之）

报到时间和地点：2018 年 3 月 29 日 9：00-20：00，待定

六、研修准备

1.请携带笔记本电脑。建议电脑配置为：内存 4G 以上、硬盘空间 100G 以

上且安装 windows7（64 位）或以上的操作系统。

2.请未建设课程的参会教师准备一门即将建设的课程：一份多媒体课件

（PPT）、一份课堂作业及相关的参考资料。

七、研修费用

研修费用为 1580 元/人。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费用委托北京红鸽网嘉科技有限公司代为收取，并开具相应的发票。

八、报名方法

1.请填写回执表，建议提前一周将报名表电邮至会务组，以便会务组收到报

名表后，及时通知具体报到地点和乘车路线。

2.培训结束后由主办方根据学习情况，颁发学时证明。

3.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媛媛 联系电话：13027183830

报名邮箱：chenyuan@chaoxing.com

武汉轻工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018 年 3 月 7 日



附件：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案例解析暨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研修班议程

研修时间 研修主题 主讲人 研修形式

3月 30 日

周五上午

8:00-9:00 学员入场

9:00-12:00
主题：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案

例分享及运行注意事项

孔鑫凯

超星集团

课程运营总监

案例分享

模拟开发

午餐+午休

3月 30 日

周五下午

14:00-15:00
主题：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推广模

式介绍

王毅

超星集团

副总经理

主题报告

15:00-17:00

主题：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设计

与建设

案例：《创新思维训练》国家级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

王竹立

中山大学

主题报告

案例分享

晚宴

3月 31 日

周六上午
9:00-12:00

主题：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视频资

源开发与制作

阮高峰

浙江师范大学

讲练结合

模拟开发

午餐+午休

3月 31 日

周六下午
14:00-17:00

主题：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设

计与开发

案例：《中国古典家具》国家级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

刘学莘

福建农林大学

主题报告

案例分享

晚宴

4 月 1 日

周日上午
9:00-12:00

主题：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建设

应用模式：“共建共享、混合教学、

移动慕课”

案例：《畜产食品工艺学》国家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蒋爱民

华南农业大学

主题报告

案例分享

午餐+返程

注意事项：

1.此次培训议程较紧，请参会学员严格遵守会场纪律。

2.培训期间，授课专家根据时间安排现场提问、答疑，内容如有变化，以现场安排为准。

3.培训一共 2.5 天时间，以上议程安排有详细的时间安排，参会代表根据时间请提前定好往

返车票以免耽误行程。

4.主办方保留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