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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须  知 

 

一、会议地点 

河西学院河西讲堂，甘肃省张掖市北环路 846 号 

二、住宿地点 

张掖宾馆、小辣椒酒店金座店、小辣椒酒店丹马店； 

具体按代表注册报名时自选情况安排。 

三、就餐地点、时间 

早餐：07:00—08:00 各宾馆餐厅； 

午餐：12:00—13:00 各宾馆餐厅； 

晚餐：18:00—20:00 各宾馆餐厅； 

备注：穆斯林代表另行安排。 

四、乘车地点、时间 

张掖宾馆→河西学院：张掖宾馆主楼门前乘车；河西学院→张掖

宾馆：河西学院河西讲堂门前乘车；具体时间详见后附乘车安排表。 

小辣椒酒店住宿的代表，因距离近且道路封闭施工等因素，请会

议代表步行前往会场或返回宾馆，给您带来的不便请各位代表谅解。 

五、注意事项 

1.会议将安排志愿服务人员为会议代表提供会务服务，志愿者

将会与代表短信沟通安排接机、接站和其他会务服务工作，请各位

代表理解配合。 

2.会议食宿、乘车由会务统一安排。参会代表在各自宾馆注册



 

2 
 

报到后，持本人身份证在宾馆总服务台办理入住手续并领取房卡入

住，费用自理； 

3.请参会人员遵守会务安排，妥善保管好个人物品和会议资

料； 

4.请参会人员提前 10 分钟进入会场，遵守会场纪律，维护会

场秩序，并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状态，保持会场安静； 

5.参会人员如需订票等服务，请提前与会务组或志愿服务人员

联系； 

6.会议不统一安排考察，如有需要，请与会议推荐的有关旅行

社自行协商安排。 

7.会务组设在各宾馆一楼大厅，联系人： 

辛  星 13909360656(张掖宾馆） 

宋雯霞 13993611669(小辣椒金座店) 

杨  彬 13830693655(小辣椒丹马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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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复旦大学创新教与学研讨会 

互联·共享·发展 

the Conference of Innovat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nnecting, Sharing and Developing 

议  程 

7 月 16 日 

8:30-12:10 开幕式及主题报告（地点：河西学院河西讲堂观众厅） 

8:30-9:15 开幕式及揭牌仪式 

主持人：陆  昉（复旦大学） 

议  程： 

河西学院校长刘仁义致欢迎辞 

甘肃省教育厅领导致辞 

教育部高教司韩筠副巡视员讲话 

河西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揭牌 

9:15-12:10 主旨演讲与专题讨论 

9:15-10:45 主题报告 

主持人：王  颖（复旦大学） 

1. 高校课程教学信息化发展的大趋势与攻坚战 

（南京大学 桑新民） 

2. 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运行情况分析及启示 

（厦门大学 范怡红） 

10:45-11:00 会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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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10 专题讨论：信息化时代的教师教学发展 

主持人:陆 昉(复旦大学) 

嘉  宾：高  捷（上海交通大学）、吴军其（华中师范大学）、 

 李赛强（山东大学）、王远均（西南财经大学） 

12:15-13:30 午餐 

13:30-15:30 考察河西学院育人环境及教学成果 

河西学院艺术创意中心（高清敦煌壁画展、敦煌壁画学

生临摹作品展）、河西学院图书馆（校史馆、钱学森纪

念馆、复旦学者文库及贾植芳藏书陈列馆）、河西学院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文科实训楼八、九楼）、河西讲堂

（复旦大学对口支援成果展） 

15:00-15:30 河西学院教学成果展示（河西讲堂观众厅） 

对口支援专题展播、敦煌壁画欣赏与临摹 MOOC 片段、

艺术教育成果展示等） 

15:40-17:40 圆桌会议与分会报告 

会场一:圆桌会议(限邀请代表参加) 

地  点：河西讲堂二楼 1号会议厅  

主持人:陆 昉(复旦大学) 

15:40-17:40 中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协作与共赢 

会场二：分会报告 

地  点：河西讲堂观众厅 

主持人: 蒋玉龙（复旦大学） 

 15:40-16:10 移动互联时代下的教师发展实践探索 

（超星集团 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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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6:40  混合式教学的实施策略与效果研究 

（复旦大学 蒋玉龙） 

16:40-17:10 基于“体验”的艺术人文实践类课程的慕课化设计

与教学方法经验分享      （复旦大学 许肖潇） 

17:10-17:40   在线课程设计、评估与质量保证 

（Quality Matters 高亚萍） 

18:00-20:00  晚餐 

7 月 17 日 

9:00-11:30 分享与研讨 

不同学科在线课程建设与混合式教学，分设四个分会场 

A.文科教学分享会（地点:河西学院第三教学楼-学术报告 1厅） 

主持人：田宏杰 （中国人民大学） 

9:00-9:30  慕课平台模块构建与翻转教学互动实践 

（四川大学 丁淑梅） 

9:30-9:50  基于“互联网+”理念的物权法课程教学改革 

（北京交通大学 王世海） 

9:50-10:10 深化教学范式改革，探索混合式教学的新路--以

“数学文化”课程为例    （西南财经大学 涂晓青） 

10:10-10:30 中学语文课程的小步频、参与式、翻转式设计与教

学实践                  （西北师范大学 靳  健） 

10:30-11:30 自由研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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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理科教学分享会（地点：河西学院信息传媒实验楼三楼演播

大厅） 

主持人：章天金 （湖北大学） 

9:00-9:30  高等数学 MOOC 制作、SPOC 实践及教师发展与提高  

（哈尔滨工业大学 尹逊波） 

9:30-9:50  移动互联时代公共数学课程的改革与创新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 潘小东） 

9:50-10:10 MOOC 课程建设及混合教学（力学和应用光学）  

（西安交通大学 刘萍 刘丹东） 

10:10-10:30 基于慕课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翻转教学改革 

（河西学院 赵 柱） 

10:30-11:30 自由研讨交流 

C.工科教学分享会（地点：河西学院第三教学楼-学术报告 2厅） 

主持人：何聚厚（陕西师范大学） 

9:00-9:30  基于 MOOC+SPOCs 的翻转课堂教学方法  

（哈尔滨工业大学 战德臣） 

9:30-9:50 “计算机多媒体应用基础”等课程混合式教学实践

探索                     （复旦大学 张向东） 

9:50-10:10 开发“操作系统”课程数字化资源，服务该课程的

信息化建设            （陕西师范大学 孙增国） 

10:10-10:30 “电工与电路实验”翻转课堂的思考  

（湖北大学 黄敬华） 

10:30-11:30 自由研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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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医科教学分享会（地点：河西学院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主持人：孙利军（复旦大学） 

9:00-9:30 “儿科学”混合式教学案例分享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郑珊) 

9:30-9:50  “解热镇痛抗炎药”的混合式教学尝试  

(第二军医大学 王志斌) 

9:50-10:10 “医学生理学”慕课课程建设探索与实践  

(山东大学 刘传勇) 

10:10-10:30 在线课程建设和混合式教学实践体会  

(北京大学医学部 许雅君) 

10:30-11:30 自由研讨交流 

11:40-13:00 午餐 

13:00-15:00 拓展培训与工作坊 

13:00-15:00 拓展培训（地点：河西学院河西讲堂观众厅） 

主持人：肖  月（超星集团） 

13:00-13:40 网络课程如何建设与迭代应用 

（超星集团 秦波涛）  

13:40-14:20 移动互联时代的网络课程共享与运行 

（超星集团 潘守东） 

14:20-15:00 数字教育的魔法——课程的数字化制作 

（超星集团 于露明） 

13:00-15:00 工作坊（地点：河西学院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基于对分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实践（复旦大学 张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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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务 指 南 

一、会议住宿 

（一）张掖宾馆，甘肃省张掖市滨河新区滨河大道，电话：

0936-8269988； 

（二）小辣椒酒店金座店，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欧式街北段（近

北环路），电话：0936-5992777； 

（三）小辣椒酒店丹马店，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欧式街（马克波

罗什字向西，与小辣椒金座店相距约 150M），电话：0936-8866001。 

二、会议报到 

（一）7月 15 日全天，地点：张掖宾馆主楼一楼大厅，小辣椒酒

店金座店一楼大厅，小辣椒酒店丹马店一楼大厅。 

（二）会议将安排在张掖机场、张掖站、张掖西站接站，请会议

代表按照引导员的安排统一乘车，因为参会人员多，火车车次密集，

需要等候车辆时请各位耐心等候。 

三、会场安排 

会议主会场设在河西学院河西讲堂（张掖市北环路 846 号），分

会场地点见下表，具体位置详见后附学校地图。 

A.文科教学分享会 河西学院第三教学楼-学术报告 1厅 

B.理科教学分享会 河西学院信息传媒实验楼三楼演播大厅 

C.工科教学分享会 河西学院第三教学楼-学术报告 2厅 

D.医科教学分享会 河西学院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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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会场设在河西学院河西讲堂二楼一号会议厅（201），限

邀请代表参加，现场请凭“圆桌会议邀请函”进入。其他代表自主请

参加分会报告。 

四、交通安排 

入住张掖宾馆的代表，请按乘车安排表统一乘坐摆渡车前往河西

学院会场，发车时间如下表。入住小辣椒酒店的代表，请跟随引导员

步行前往。 

日期/地点 张掖宾馆→河西学院 河西学院→张掖宾馆 

7 月 16 日 首班 7:30;二班 8:00 首班 12:10; 二班 12:30 

 首班 13:00;二班 13:30 首班 18:00; 二班 18:20 

7 月 17 日 首班 8:00;二班 8:30 首班 11:30; 二班 11:50 

 首班 12:20;二班 12:50 首班 15:00; 二班 15:00 

因旅游旺季，大巴车辆有限，分乘两班，敬请代表支持和谅解 

五、会议用餐 

（一）宾馆住宿含早餐，请在宾馆指定地点用餐； 

（二）15 日晚-17 日中午会议提供自助餐（宾馆含早），请代表

在各自住宿酒店餐厅凭餐券用餐； 

（三）17 日晚餐，拟自助考察的代表请与旅行社联系确定，其他

代表可在住宿宾馆自行点餐，费用自理。 

六、网络服务 

（一）河西学院无线校园为本次会议提供专属 SSID 供各位代表

免费使用，实时分享会议感受。 

SSID：CITL2016；密码：2016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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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扫描两侧二维码或直接访问以下链

接查看会议日程安排及相关资料。 

http://cfd.fudan.edu.cn/  http://jwc.hxu.edu.cn/citl2016/ 

（三）会议资料请在会后通过复旦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网

（http://cfd.fudan.edu.cn/huiyi/1297.html 或河西学院教师教

学发展中心 http://jwc.hxu.edu.cn/citl2016/下载。 

七、河西学院校园参观点 

河西学院艺术创意中心（高清敦煌壁画图片站、河西学院学生临

摹作品展）、河西学院校园景观（勤学园、尚美园、祁连广场、明理

湖、崇文湖）、河西学院图书馆（校史馆、钱学森纪念馆、贾植芳藏

书陈列馆、复旦学者文库等）、河西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文科实

训楼八、九楼）、河西讲堂（复旦大学对口支援成果展）。 

八、联系方式 

1.复旦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通信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904  

电话：021-55664497（曾勇 15801801182）、021-65642275

（钱榕 13818286694）E-mail：jxcj@fudan.edu.cn 

2.河西学院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通信地址：甘肃省张掖市北环路 846 号，河西学院教务处 

电话：13830693655（杨彬）、15009366225（时进） 

E-mail：jwcjxglk@hxu.edu.cn, hxctld@163.com 

3.会议期间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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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位、职务 联系方式 联系宾馆 

辛  星 河西学院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13909360656 张掖宾馆 

宋雯霞 河西学院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小辣椒金座店

杨  彬 河西学院教务处副处长 13830693655 小辣椒丹马店 

樊  斌 河西学院教务处教务科科长 13830662848 张掖宾馆 

葛  斌 河西学院教务处实践科副科长 15193448612 小辣椒金座店

闫  峰 河西学院教务处教学科副科长 15293612105 小辣椒丹马店 

九、天气信息 

 

十、地理位置 

张掖市位于丝绸之路黄金段、甘肃河西走廊中部，东邻武威和金

昌，西连酒泉和嘉峪关，南与青海省毗邻，北和内蒙古自治区接壤，

面积 4.2 万平方公里，人口 131 万。张掖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

商埠，西汉时以“张国臂掖，以通西域”而得名。后亦称甘州。素有

“塞上江南”、“金张掖”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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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掖市区简图（张掖宾馆至河西学院大约 4km, 10Min；小辣

椒酒店至河西学院约 500-1000M， 10min） 

 

 

 

 

 



 

13 
 

（二）河西学院地图 

河西学院位于丝绸之路黄金段、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的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张掖市，是兰州至乌鲁木齐近 2000 公里范围内唯一一

所综合性普通本科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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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学院概况 

河西学院是一所甘肃省属普通本科院校。杰出校友、著名科学家、中

科院院士李灿任名誉院长。 

战略地位重要 河西学院位于丝绸之路黄金段、河西走廊中部的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城张掖市，是兰州至乌鲁木齐近 2000 公里区域内唯一一所

综合性普通本科院校，学校服务区域拥有敦煌、张掖、武威三座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毗邻新疆、青海、内蒙、宁夏四个少数民族省区，在国家高

等教育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对促进河西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和安全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办学历史悠久 河西学院前身是 1941 年成立的甘肃省立张掖师范学

校，历经张掖师范学院、张掖师专，2000 年并入原张掖农校和张掖职业中

专， 2001 年升格为河西学院；2014 年，并入原张掖医专、张掖市人民医

院，组建新的河西学院；已有 70 多年的办学历史。 

办学定位准确 河西学院坚持“立足河西、服务河西（甘肃）、借东

之势、向西发展”的办学定位，坚持“以人为本、知行合一、止于至善”

的治校理念，坚持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服务社会为使命”的办学宗

旨，确立了“做河西文章、出特色成果、建丝路名校”的办学发展目标，

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已初步建成河西及周边地区应用

型人才培养基地、科学研究与应用技术开发基地、地方文化传承创新基地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中心。 

学科专业齐全 设有 18 个二级学院，51 个本科专业，涉及文、理、农、

医、教育、管理、艺术等 12 个学科门类；有国家级特色专业 1 个（种子

科学与工程），省级特色专业 8 个（小学教育、旅游管理、数学与应用数

学、化学、电器工程及其自动化、工商管理、护理学）；省级重点学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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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历史文献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后工作站

1 个（微藻工程）；有省级教学团队 5 个、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 门、省

级精品课程 18 门，校级精品课程 78 门；全日制在校本专科学生 20000 人，

近年就业率保持在 90%以上。 

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实施“祁连学者”工程，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现有教职工 2480 人，其中专任教师 980 人，有教授 128 人（含主任医师），

副教授 422 人（含副主任医师），博士 105 人，硕士 680 人；近百名国内

外专家学者受聘学校兼职教授；有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专家 6人，省级

优秀专家 14 人，省级教学名师 5 人，甘肃省“333”“555”创新人才工

程学术带头人 9人，甘肃省领军人才 3 人；中科院院士杨玉良受聘学术委

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受聘应用真菌工程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主任。 

办学条件优越 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1564 亩，实验农场 2200 多亩，校

舍面积 48.4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13 亿元，实验仪器设备总值 1.6 亿

元，多媒体教室座位 9570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5 个；馆藏纸质图

书 119 万册，电子图书 110 万册；校园网功能先进，运行高效；附属医院

是甘肃省会以外第一个三级甲等医院，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力量，

占地 190 亩，床位 1300 多张，年接诊 60 多万人次；校园环境优美、布局

合理，被誉为甘肃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 

科研成果丰硕 学校重视科研平台和智库建设，努力提高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现设有 14 个研究院(所、中心)，已建成甘肃省应用真

菌工程实验室、甘肃省微藻工程技术中心、河西史地与文化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等 10 余个省级以上科研服务平台；与复旦大学共建“复旦-甘肃丝绸

之路经济带协同发展研究院”，与陕西师范大学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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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走廊智库”；学校是甘肃省农村人才教育培训基地、现代农业技术培训

基地，全国护理专业人才培养培训基地、甘肃省“全科医学”培训基地和

乡村医生培训基地。2011 年以来，先后承担或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 37 项，国家部委项目 13 项，省市科研项目 145 项；出版

著作和教材 220 部，发表论文 2430 篇，其中发表在 SCI、SCIE 来源期刊

上的论文 200 篇， 70 多项成果获省市科技进步奖、社科成果奖, 获得 45

项发明专利。 

对口支援成效显著 复旦大学对口支援我校以来，在教师进修深造、

学术交流合作、互派干部挂职、教学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了实质性交流合

作，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大密度、高水平”的工作格局和“对口支

援+”的新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果；三年来，双方真诚合作，共同推进，

不断丰富支援内容，延伸支援半径，双方均有超过 400 人到对方学校参观

访问、学术研讨、考察交流；对提升河西学院办学实力、扩大学校社会影

响力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疆支教扎实有效 作为距离新疆最近的大学，学校坚持支教援疆，

向西发展，自 2009 年以来，已派出 14 批 6000 多名师范生到新疆进行为

期一学期的顶岗实习，有力地支援了新疆基础教育，学校支教工作两次被

新疆自治区教育厅表彰；学校鼓励毕业生到新疆就业，建立就业创业基地，

拓展就业渠道，2015 年有 1140 多人到新疆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就业。 

展望未来愿景美好 面向未来，学校将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深化

高等教育改革为契机，不断推进“转型、提升、发展”战略，努力创建具

有区域特色的学科专业体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持和

科技支撑；努力打造河西学院升级版，力争早日建成河西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