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惜线上教学每一分钟，精心设计教学过程 

——谈疫情期间《临床医学概论》妇产科学线上教学体会 

第二临床医学院  朱丽红 

 

2020 年春季学期，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延

迟开学，“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成为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在线教学成为备

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疫情之下，如此大规模、整建制的在线教育，既缺乏经验

可供借鉴，也无现成的模式可沿用，对师生来说都是一场大考。 

对习惯了传统学校课堂教学模式的教师来说，打通在线教学的每一环都像是

“闯关”。虽然平时“机不离手”“课不离机”，但在“隔空”背景下，教学效

果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结合本学期我带教的 2017 级营养专业《临床医学概论》妇产科部分，点滴

体会整理如下： 

一、深刻认识在线教学，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 

◆2020年 1月 29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是当前头等重要的大事，各级教育部门正按教育部和当地党委政府统一

部署要求，全力防控，坚决防止疫情在学校蔓延，延期开学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

措。与此同时，各地教育部门也为服务保障防控疫情期间中小学校“停课不停教、

不停学”做了大量工作„„ 

◆2020年 2月 12日，教育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

于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对“停课不停学”

工作提出明确意见。 

◆2月 5日，教育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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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采取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的方式，

共同实施并保障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

学”。《指导意见》指出，各高校应充分利用上线的慕课和省、校两级优质在线

课程教学资源，在慕课平台和实验资源平台服务支持带动下，依托各级各类在线

课程平台、校内网络学习空间等，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

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二、珍惜线上教学每一分钟 

2016年，成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推出全国最大的妇产儿科医师学习平台“i 

Baby”（2019年更名为“呗呗医生”，注册人数超过 80万），我作为主讲教师，

面向全国数十万妇产儿科基层医务人员讲授妇产科专业知识，从最初的自我选题

到后期的系列课、根据调查热点预约授课，4 年的线上教学历练，已主讲 28场，

这期间积累了一定的线上“隔空”教学经验： 

1、PPT务必重点突出，强化知识点，同时力求精美，从“吸睛”到“入脑” 。 

2、调整语速，务必“慢慢讲”，“耐心讲”，避免语病，摈弃口语化。 

3、将“隔空”讲课做成“品质声音”、“品质课堂”。 

4、鼓足勇气，听回放，找问题，找缺陷，做自己声音的“粉丝”。 

 

 



5、榜样力量：任志宏（演播艺术家，《国宝档案》主持人，中国电视节目

榜最具人文气质解说奖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这就是中国》）、

朱广权（一本正经、字正腔圆的段子手，《共同关注》）、何冰（国家一级演员）

《后浪》„„ 

 
三、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体现思政目标 

（一）精心设计，整体设计 

◆基本思路：在线开课、未教先培；掌握学情、有的放矢；完善资源，取长

补短。 

◆总体目标：以岗位胜任力为医学人才培养导向；更好地教，有效地学，实

现线上线下“实质等效”；一切“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

中心”。 

◆思政担当：将医学人文、医德价值观渗透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各环节；

培养医学生的敬业、正直、自信、责任、医德、担当、岗位胜任力、创新精神，

塑造医学生的价值观；将“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精神传授给学生，使之成为“专

业有高度，做人有温度”的医务工作者，激发献身医学的精神。 

（二）使用“迅捷图画”软件，在线绘制思维导图 



 
（三）突出重点，思政担当 

1、企业微信直播课（学校统一建设管理的教学平台，二级学院建立教师播

课交流群供不同课程教师间交流学习，各教研室建立教师交流群供各代课老师交

流互鉴，各教学班有相应的课程播课群供教师直播上课并无限回放）+教师自建

专业知识资源库（电子版，可随时在线发布）+教师整理积累课程思政素材库（教

学中适时运用，润物细无声）+班级微信学习群。 

 

2、课前发布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教学计划表，公布每节课教学重点、难

度、预习内容；课中及课后观看相关课程视频；提供课程资料下载。 

3、集体备课+教师个性化讲授相结合，一课一案与一师一案相结合。 



4、随堂测验、病案讨论等促进师生互动。 

5、通过平台直播授课方式进行试题讲解（以 PPT形式）。 

6、线上答题与线下作业相结合，选择 1-2节重点内容，书写线下作业。 

7、体现“分层分类”、“一课一策”，针对营养专业，区别于临床医学专

业，在教学内容、重点上区别对待。 

（四）结合疫情，改革创新 

1、教师制作学习内容思维导图。 

2、积极践行疫情期间教学改革与创新：申报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 2020年

“疫情防控专项研究课题”：“疫情防控背景下突出整合课程特色的医院实时疑

难危重病例资源库建设——以产科为例”。 

 

 

 



    汇报人 : 朱丽红 

第二附属医院/第二临床医学院 
西咸新区中心医院 



朱丽红 交流时间：2020-5 

陕西中医药大学线上教学经验交流 

第二附属医院/第二临床医学院 
西咸新区中心医院 



交流内容 

2    珍惜线上教学每一分钟 

3   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体现思政目标 

1    深刻认识在线教学，从乌龙中反思 



Part  1 

1    深刻认识在线教学 



从3月9日的乌龙讲起 



乌龙事件后的反思 

1、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2020年1月29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是当前头等重要的大事，各级教育部门正按教育部和当地

党委政府统一部署要求，全力防控，坚决防止疫情在学校蔓延，延期

开学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与此同时，各地教育部门也为服务保障

防控疫情期间中小学校“停课不停教、不停学”做了大量工作…… 

◆2020年2月12日，教育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联合印发

《关于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对“停课不停学”工作提出明确意见。 



◆2月5日，教育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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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采取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社会

参与的方式，共同实施并保障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实现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指导意见》指出，各高校应充分利用

上线的慕课和省、校两级优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在慕课平台和实验资

源平台服务支持带动下，依托各级各类在线课程平台、校内网络学习空

间等，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保证疫情防控期

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乌龙事件后的反思 



◆中国大学MOOC、学堂在线、智慧树网、学银在线、超星尔雅网

络通识课平台、人卫慕课、优课联盟、好大学在线、融优学堂、华

文慕课、中国高校外语慕课平台、高校邦、优学院、人民网公开课、

智慧职教、高校一体化教学平台、正保云课堂、浙江省高等学校在

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安徽省网络课程学习中心平台、重庆高校在

线开放课程平台、实验空间——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

台、EduCoder在线实践教学平台…… 

乌龙事件后的反思 



◆疫情本身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大书”，

是静下心来“读”疫情、“读”社会、

“读”自己的好时机。 

◆响应党的号召，学生宅家，在线教学，

就是为国家做贡献！ 

◆平时“机不离手”，“课不离机”，

但“隔空”条件下，效果如何？ 

乌龙事件后的反思 



Part  2 

2    珍惜线上教学每一分钟 



一、从“i Baby”到“呗呗医生”，4年的线上教学历练，28讲： 

2 珍惜线上教学每一分钟 



一、从“i Baby”到“呗呗医生”，4年的线上教学历练，28讲： 

2 珍惜线上教学每一分钟 



二、“隔空” 教学的点滴体会： 

2 珍惜线上教学每一分钟 

1、PPT务必重点突出，强化知识点，同时力求精美，从“吸睛”  

      到“入脑” 。 

2、调整语速，务必“慢慢讲”，“耐心讲”，避免语病，摈弃口语化。 

3、将“隔空”讲课做成“品质声音”、“品质课堂”。 

4、鼓足勇气，听回放，找问题，找缺陷，做自己声音的“粉丝”。 



二、“隔空” 教学的点滴体会： 

2 珍惜线上教学每一分钟 

5、榜样力量：任志宏（演播艺术家，《国宝档案》主持人，中国电视节目榜最具人文

气质解说奖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这就是中国》）、朱广权（一

本正经、字正腔圆的段子手，《共同关注》）、何冰（国家一级演员）《后浪》 



Part 3 

3    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体现思政目标 



一、精心设计，整体设计 

◆基本思路：在线开课、未教先培；掌握学情、有的放矢；完善资源，取长补短。 

◆总体目标：以岗位胜任力为医学人才培养导向；更好地教，有效地学，实现线上

线下“实质等效”；一切“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 

◆思政担当：将医学人文、医德价值观渗透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各环节；培养医

学生的敬业、正直、自信、责任、医德、担当、岗位胜任力、创新精神，塑造医学

生的价值观；将“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精神传授给学生，使之成为“专业有高度，

做人有温度”的医务工作者，激发献身医学的精神。 

3    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体现思政目标 



二、使用“迅捷图画”软件，在线绘制思维导图 

3    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体现思政目标 



三、突出重点，思政担当 

1、企业微信直播课（学校统一建设管理的教学平台，

二级学院建立教师播课交流群供不同课程教师间交流

学习，各教研室建立教师交流群供各代课老师交流互

鉴，各教学班有相应的课程播课群供教师直播上课并

无限回放）+教师自建专业知识资源库（电子版，可随

时在线发布）+教师整理积累课程思政素材库（教学中

适时运用，润物细无声）+班级微信学习群。 

3    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体现思政目标 



三、突出重点，思政担当 

出版日期 名称 出版社 

2017.10 《中国人 你要自信》 中信出版社 

2017.05 《中国话语丛书 文明型国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10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梦》 学习出版社 

2016.07 《中国震撼三部曲 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超越》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 

2015.04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梦》 学习出版社 

2015.03 《中国超越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03 《中国触动 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03 《中国震撼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8 《中国超越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04 《中国自识 中国崛起的文化自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06 《中国触动 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01 《挑战与展望 著名学者聚焦中国热点话题 英文》 外文出版社 

2012.01 《挑战与展望 著名学者聚焦中国热点话题》 外文出版社 

2011.05 《英汉同声传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01 《中国震撼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10 《中国触动全球 邓小平资深翻译走访百国后的思考》 新华出版社 

1999.10 《英汉同声传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3    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体现思政目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9%87%8D%E8%A7%86%E8%A7%92%E4%B8%8B%E7%9A%84%E4%B8%AD%E5%9B%BD%E6%A2%A6/238172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9%99%85%E8%A7%86%E9%87%8E%E4%B8%8B%E7%9A%84%E4%B8%AD%E5%9B%BD%E9%81%93%E8%B7%AF%E5%92%8C%E4%B8%AD%E5%9B%BD%E6%A2%A6/2415754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B6%85%E8%B6%8A/176284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A7%A6%E5%8A%A8/120879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9%9C%87%E6%92%BC/60693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B6%85%E8%B6%8A/176284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87%AA%E8%AF%86/123440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A7%A6%E5%8A%A8/120879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91%E6%88%98%E4%B8%8E%E5%B1%95%E6%9C%9B/125018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91%E6%88%98%E4%B8%8E%E5%B1%95%E6%9C%9B/12501847


三、突出重点，思政担当 

2、课前发布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教学计划表，公布每节课教学重点、难度、预习

内容；课中及课后观看相关课程视频；提供课程资料下载。 

3、集体备课+教师个性化讲授相结合，一课一案与一师一案相结合。 

4、随堂测验、病案讨论等促进师生互动。 

5、通过平台直播授课方式进行试题讲解（以PPT形式）。 

6、线上答题与线下作业相结合，选择1-2节重点内容，书写线下作业。 

7、体现“分层分类”、“一课一策”，针对营养专业，区别于临床医学专业，在教

学内容、重点上区别对待。 

3    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体现思政目标 



四、结合疫情，改革创新 

1、教师制作学习内容思维导图。 

2、积极践行疫情期间教学改革与创新：申报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

2020年“疫情防控专项研究课题”：“疫情防控背景下突出整合课

程特色的医院实时疑难危重病例资源库建设——以产科为例”。 

3    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体现思政目标 



四、结合疫情，改革创新 

3    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体现思政目标 



线上教学特色做法 

3    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体现思政目标 



督导教师董正华、张登本老师 

营养1701播课群群主张锦老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教师发展中心 

陕西中医药大学企业微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