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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医 科 大 学 文 件
南医大教﹝2020﹞1 号

关于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延期开学期间
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在线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直属单位、附属医院：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省政府、省教育厅和学校有关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文件精神，现就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延期开学期间（暂定 2 月 29 日

之前）的在线教学工作进行安排和要求，具体如下：

一、总体要求

1、各学院、教学单位按照学校统一部署，统筹谋划，精心

准备，稳妥推进，充分发挥我校医学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果优势，

积极组织开展线上学习和线上授课等在线教学活动。通过在线教

学，一方面组织好学生在假期延长期间开展自主学习，另一方面

做好因延期开学所致的教学内容调整和消化工作，保证疫情防控

期间的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教学不延期”，确保本科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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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学院、教学单位应结合教学目标和要求，在充分利用

校内“课程中心”（e-learning 自主学习中心）、临床教学平台、

网络教学平台（超星学习通 APP）和资源的基础上，整合利用校

外各类在线开放教学资源和平台（人卫慕课、中国大学 MOOC、

爱课程、超星尔雅、智慧树等），特别是立项建设的国家级、省

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精品资源共享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等优质课程资源，开展教学活动。教学资源的

选择和计划制定要切实可行，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

3、进一步深化医学教育信息化建设，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

方法。针对课程要求和学生特点，一课一策，建立适合我校学生

使用的网络课堂，精准施教。明确教学目标、考核要求，制定具

体的教学进度、学习计划，提供课程 PPT、音视频资料、重点难

点讲解，布置课后练习和作业，检查学习效果，听取学生反馈等。

确保面向学生无遗漏，确保备课、授课、作业、测验、辅导等主

要教学环节无遗漏。组织好教师在线答疑和辅导，建立有效的信

息发布途径和评价反馈通路。

二、工作安排和要求

（一）时间安排

1、各学院、各专业自校历原定开学日期（2020 年 2 月 17

日）起正式组织开展在线教学工作。

2、相关网络课程建设和测试 2 月 12 日前完成，2 月 17 日

起正式启用。



- 3 -

（二）组织安排

1、临床医学专业（含 5＋3 本科阶段）的见习、实习学生的

在线教学工作由教务处和第一临床医学院负责组织安排，各驻点

基地可协助完成，开学后进度做相应调整。

2、其他专业和临床医学专业 1-3 年级学生的在线教学工作

由所属学院、专业和课程承担单位负责组织安排。

3、如开设教学计划外课程，由各学院负责组织安排相应专

业的在线自主学习工作。

4、教务处负责安排公共选修课的在线教学。

（三）教学内容和形式要求

1、通过推荐阅读书目、布置作业、撰写综述等形式安排学

生线上自主学习通识、人文和相关专业知识，尤其是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和传染病防控知识，并要求学生关注疫情防控中涌

现出的感人事迹，不传谣、不信谣，融入医学人文和课程思政、

专业思政教育。

2、通过在线教学，做好因延期开学所致的课程教学内容调

整和消化工作。

（1）专业核心课程应按照课程原定教学进度准时开展在线

教学。可通过学校“网络教学平台”（超星学习通 APP）、QQ 等公

共通讯工具按原定教学进度安排开展在线直播教学，也可通过学

校“课程中心”、临床教学平台按进度开展学生自主学习、布置

作业、互动答疑、评价考核等，或利用校外平台开展在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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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专业核心课程原则上也应按照课程原定教学进度准

时开展在线教学。形式上可以多样化，侧重于学生自主学习，但

应及时考核评价学生学习效果。

3、针对有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要求的专业，相关学院应要

求论文指导老师布置文献阅读、综述撰写等任务，指导学生利用

返校前的时间开展自主学习。

（四）前期准备工作

1、教务处应做好在线教学平台建设、技术支持、资源配置、

教学培训和咨询服务工作。为教师和学生提供 PC、手机等多种

终端服务，确保线上直播授课、同步课堂、网上协作、自主学习、

考核评价等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2、各学院、教学承担单位应结合校内、校外在线教学资源

现状和原定教学计划安排，合理调整本学期教学形式，制定学院、

专业所承担教学任务的在线教学工作计划，并于 2 月 12 日之前

将电子版报至教务处教务科。

3、各学院、教学承担单位应组织学系（教研室）、课程组开

展网络课程建设、在线集体备课、在线教学培训等教学活动，为

按时开展课程在线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做好充分准备。

4、各学系（教研室）、课程组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好在线教

学网络课程准备工作并运行测试，包括课程教学大纲、教学课件

和/或教学视频、习题库、辅助教学资源等，有条件的课程做好

课程直播教学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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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有授课教师要充分认识在线教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和教学形式，优化教学内容，最大限度保证教

学效果，确保教学质量不打折扣、学生收获不打折扣。

6、各学院、教学承担单位负责审核所属学院、单位教师发

布的在线资源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确保无误后向学生开

放，实施在线教学。

（五）在线教学活动要求

在线教学可通过学校“课程中心”、“网络教学平台”（超星

学习通 APP）和临床教学平台开展，具体包括：

1、课前：发布学习任务，通知学生使用在线课程资源开展

线上学习。课前发布讨论议题、音视频、章节测验题、文档阅读

等材料和教学任务。

2、课中：有条件的课程开展直播授课，可利用超星学习通

APP 手机端发布 PPT，教师直播授课，并开展主题讨论、抢答、

测验等课堂活动；也可运用 QQ 等公共通讯工具直播授课。无条

件开展直播授课的，可利用课程中心网站布置学生自主学习，线

上指导、检查督促学生学习相关教学内容。

3、课后：课后可布置作业、发布讨论，各课程应组织课程

教学团队在线为学生答疑解惑。

三、实习生在线教学安排

（一）临床医学专业（含 5+3、儿科学、精神和全科医学）

1、临床诊疗思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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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托平台为“治趣”诊疗思维训练软件：手机应用商

店搜索“治趣”，下载治趣 APP。账号：学号@ks.edu；密码：学

号后 6 位。登录后首页点击“机构学习”，开始病例学习。

（2）任务要求：所有实习生完成内科、外科、妇产科、儿

科和传染科共 10 个病例的学习，并在线下手写完成 10 个病例对

应的 10 份完整格式的大病历。大病历完成后带至各教学基地科

教部门，由科教部门组织相应带教老师进行批改。

2、临床技能操作视频学习

（1）依托南京医科大学临床教学平台：登录南京医科大学

临床教学平台电脑端，首页点击其他，进入共享信息区。

（2）任务要求：学习所有临床技能操作视频及学习材料。

两项自主学习任务纳入毕业实习鉴定，未完成即视为实习不

合格。

（二）其他专业

由各学院分别下达具体学习任务和要求，并向教务处实习科

在线报备。

四、组织保障

1、学校成立由教务处牵头，学生工作处、医学教育研究所、

信息与网络中心、各学院与教学承担单位等参与的“疫情防控期

间本科生在线教学临时工作组”，组织、统筹、协调和督查在线

教学工作。

2、各学院、教学承担单位负责本学院、单位和专业的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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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组建课程在线教学团队，明确负责人、工作目标和要

求。

3、学校对疫情防控期间新建、已建并投入使用的网络课程

（含课程数据迁移）予以经费支持和教学激励分奖励，择优纳入

学校“金课”建设计划，课程运行情况作为推荐省级、国家级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的重要依据。

4、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的工作量按照正常课时核算，每

门正常开课的在线课程酌情予以 4-6 个教学激励分奖励。

5、疫情控制后，学校将组织课程在线教学效果评比（含非

课程教学计划学生自主学习项目），择优予以奖励。

6、医学教育研究所教学评估中心将对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

学工作进行专项检查督导，收集学生评价和反馈。无特殊理由延

误教学的，依据相关规定按教学差错或教学事故处理。

五、在线教学平台、技术支持和服务

1、校内教学平台

（1）南京医科大学课程中心——e-learning 自主学习平台

网址：http://elearning.njmu.edu.cn/Portal/CC#Index

课程中心 QQ 群：50835068

技术支持：黄新曲 13770528263 张怀平 13951681662

（2）南京医科大学临床教学平台

网址: http://mcgims.njmu.edu.cn

手机客户端：南京医科大学微门户-临床教学工作平台

http://elearning.njmu.edu.cn/Portal/CC#Index
http://mcgims.nj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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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孙茂才 13601581191 刘继永 13851667167

（3）南京医科大学网络教学平台——超星（“一平三端”）

网址：http://njmujf.fanya.chaoxing.com/portal

QQ 群：1038748616

技术支持：甄科研（超星）15651889320

季旻珺（教务处）13851711726

操作指南：

https://special.zhexuezj.cn/mobile/mooc/tocourse/20

4536545?appId=1000&t=1580910975802

2、校外教学平台

（1）人卫慕课（网址：http://www.pmphmooc.com/）

（2）中国大学 MOOC（网址：https://www.icourse163.org/）

（3）爱课程（网址：http://www.icourses.cn/home/）

（4）超星尔雅（网址：http://erya.mooc.chaoxing.com/）

（5）智慧树（网址：https://www.zhihuishu.com/）

3、教学计划、运行和服务

柏 平 13770969803 韩春红 13813926991

4、在线教学督查

钱文溢 15950536311 刘 莹 15895812288

5、联络协调

李 茜 13814074045 喻荣彬 13851545125

http://njmujf.fanya.chaoxing.com/portal
https://special.zhexuezj.cn/mobile/mooc/tocourse/204536545?appId=1000&t=1580910975802
https://special.zhexuezj.cn/mobile/mooc/tocourse/204536545?appId=1000&t=1580910975802
https://www.icourse163.org/
http://www.icourses.cn/home/
http://erya.mooc.chaoxing.com/
https://www.zhihui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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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第 1-2 周课程计划

附件 2：各平台可用 MOOC 清单

南京医科大学教务处 南京医科大学医学教育研究所

2020 年 2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