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五点多，城市还没有完

全苏醒，淅淅沥沥的小雨中，青

浦高级中学的高一学生冯俊佳

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地铁，来到了

复旦大学，兴奋地与校门拍了一

张合影。他对即将开始的课程

充满期待，“昨晚几乎激动得睡

不着觉。”

3 月 27 日，“先修学堂”开

课，来自上海 144 所高中的高一

学生们在复旦上课、用餐，这一

天，他们提前成为“复旦人”。

课堂：经济学竟然可以这么上

“如果你请朋友去高档餐厅

吃饭，却只点了一份薯条，是不是

不太合适？这就是经济学研究的

内容之一。”张军说。一早，坐得

满满当当的邯郸校区第六教学楼

6112 教室，文科资深教授、经济

学院院长张军带来了“如何像经

济学家那样思考”课程。

他讲解了精心挑选的涵盖

经济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的方

面”的科斯定理、MM 定理和萨

缪尔森定理。在讲MM定理前，

他提问：“如果你想卖披萨，应该

切4块还是切8块？这其实讨论

的 是 一 个 公 司 资 金 构 成 的 问

题”，同学们的求知欲与好奇心

瞬间被激发，纷纷屏息思考；在

通过萨缪尔森定律讨论国家之

间的贸易关系时，同学们表现十

分积极，奋笔疾书，还有同学把

自己的观点与困惑记在了纸上，

期待课后请教。

市西中学的卢雪莹坦言课

堂效果出乎了她的意料，“之前

一直觉得经济学原理是存活在

书本上的东西，通过老师的分

享，我了解到经济原理其实与生

活息息相关。”共同开设这门课

程的还有田素华、寇宗来、陈钊、

樊潇彦等经学老师，张军希望

“这门课程能消除高中生们对经

济学殿堂的神秘感，知道经济学

其实是很落地的，要把世界变得

简单，可以琢磨，可以触摸，然后

也可以量化。”

当天上午，三门课程在第六

教学楼同时开设，哲学学院教授

杨泽波，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地

理研究中心教授姚大力也分别

在“先秦诸子”“中西文化交流

史”的课堂上激情澎湃地授课。

备课：教授们是认真的

张军花了半个多月来备课，

尽可能找寻合适的故事或案例

来帮助高中生理解日常生活现

象如何引发经济学家的理论思

考。

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备课

时，姚大力思考，这门课的意图

主要在于“展示”，“把有强烈兴

趣的中学生带去学科前沿地带

走一走，感受一下那里的风光和

气氛，向现有认识边界以外的神

秘空间张望一番。”设计课程时，

他采取“复线式教学”，让线上交

流和堂上讲评方式辅导下的课

外阅读，与课堂上的全面讲授并

行推进。“两条线，从两个不同角

度观察中西文化交流史。”

28日开讲的物理学系沈健、

临床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陈世耀、

微电子学院院长张卫等教授也

力求呈现出最好的课堂效果。

沈健给自己出了一个“难

题”，在“物理学的新启示”课程

中选取了凝聚态物理与信息技

术的交叉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

作为主要内容。“单纯的理论或

者公式比较枯燥，高中生们也

难以理解，因此我决定采用图

片和动画为主的方法”，他做了

近百张图片和动画，几乎每张

PPT 都是通过图像或者动画的

形式呈现出来；此外，他选择从

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引入，比如

为什么手机和电脑尺寸不变，

但功能和存储信息却能越来越

大？这样的发展达到极限后应

当如何寻求突破？磁铁的磁性

是如何产生的？这种磁性的形

成与我们将要寻求的新的信息

载体间有怎样的关联？以好奇

带动兴趣，以兴趣引导钻研。

除了高中生和医学生，陈世

耀认为，对临床医学有一定的了

解是每个人都应该上的一节“必

修课”，这也是他在此次备课过

程中一直秉持的理念。他讲授

的“内镜境界与消化系统疾病”

听起来非常神秘，同学们却一定

或多或少听说过，“胃肠镜”就是

其中的典型代表。从管子到胶

囊，从看表面到能看内部结构和

周围脏器，从单纯诊断到可以进

行治疗，内镜技术已经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很多人可

能并不了解。他认为，这既可以

增加同学们对于医学的兴趣，也

是一堂重要的科普，毕竟“对医

学多一些了解就是对健康多一

些了解”。除了消化内镜技术

外，影像技术、妇产科、儿科、内

分泌、眼科等都与健康生活息息

相关，他协力合作的五位专家分

别深耕于这些领域且卓有建树，

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团队合作描

绘出更全面的临床医学图景。

他把医疗风险、卫生资源、社会

保障等社会问题穿插进授课内

容中，“用医学来引导大家形成

健康的世界观、价值观，也是我

在这次课程中对于自己的一个

要求。”

在“改变世界的芯片技术”的

课上，张卫带来道具——额温枪，

“大家几乎每天都要跟额温枪打

交道，但是它的原理，它里面的几

个芯片的作用，却很少有人清

楚”。白天要上课、工作，张卫就

晚上备课，连续半个多月忙到半

夜；精心挑选的三位教学团队成

员各有专长且都有学界与业界的

双重经历，他认为这样的用心与

付出很值得，“芯片是现代工业的

粮食，是我们国家高科技强国建

设的重要一环。兴趣与能力的培

养也要从高中便开始”。

未来：帮助高中生培养基础
学科学习的志趣

复兴高级中学的傅妍清一

直对医学很感兴趣，先修学堂报

名一启动，她毫不犹豫抢了“临

床医学探秘”这门课。她说复旦

打开了一扇窗，让自己有机会在

高 中 阶 段 触 摸 到 感 兴 趣 的 学

科。南汇中学高一学生吴瀚从

小喜爱信息、芯片等领域，报名

了“改变世界的芯片技术”，他非

常开心在先修学堂中上了喜欢

的“芯片”相关课程，拓展知识

面！

自 2014 年起，学校便与部

分沪上中学试点合作，通过课

程与教学改革探索创新人才早

期培养的新模式，力求建构创

新人才早期培育机制。先修学

堂更进一步，“希望给予高中生

自由选择、自主探索、自我体验

大学优质教育的机会，帮助学

生在高中阶段更好地培养基础

学科学习的志趣，树立远大的

目标，将个人的规划和国家的

需求紧密结合。”教务处处长蒋

最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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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学堂力求建构创新人才早期培育机制

全市144所高中高一学生提前体验复旦生活

助力中学教育，增强学

生综合素质，培育学生创新

思维，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是复旦大学一

如既往、积极履行的社会责

任和使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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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门‘网游课’。”体验过

《环境科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

课后，2017级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本科生裴璐瑶形容“能在有限的时

空间内带来无限的体验”。

这门课是“流域水环境生态

安全评估仿真教学实验”项目（以

下简称“项目”）中的一环。在完成

实验之前的在线学习后，打开电

脑，登录网站，键盘操控行动，鼠标

调整视角，同学们既可以像“打游

戏一样”，按照系统的指引，操控角

色完成水样采集等任务，也可以

“采取上帝视角”，通过上海市、长

江口、海岛等虚拟的区域模型，模

拟生态演变等环境变化。

虚拟仿真教学实验采取沉浸

式和半沉浸式两种虚拟仿真技术，

一方面搭建包括头盔显示器、VR

眼镜、3D摄像头在内完整虚拟现

实系统的沉浸式实验室，一方面搭

建线上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由此，

一台电脑、一根网线，足不出户，同

学们就能完成上课和实验。

“以虚补实，一台电脑就可以

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教学服务

团队负责人、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

授王祥荣介绍，这门课程的特色在

于用虚拟仿真弥补传统课堂的不

足。

王祥荣希望以此突破传统课

堂教学的时空限制，使学生从不同

的方向和角度感受认知复杂的环

境，但传统课堂往往以知识讲授为

主，一旦遇到实验，往往面临成本

高、危险性大以及可重复度低的难

题：一方面，许多现实的环境灾害

案例难以再现；另一方面，实地调

研项目则会浪费巨大的财力物力，

并伴有不可测的风险。而有了虚

拟仿真技术，师生可以随时随地进

入虚拟实验室和模拟环境，操作仪

器，获得数据。

“这种自由度和可重复性，有

利于削弱传统课程的紧张感。”裴

璐瑶说。时至今日，她对大一做实

验时的种种失误仍然历历在目，而

虚拟仿真技术帮助她通过一个个

任务熟悉实验流程和原理，终于克

服了“实验恐惧”。

实验任务的多样化，得益于

平台的完善和优化。项目配有2

个子平台、4个子系统，可以实现

数据分析、水力模拟、态势推演、应

急预警与管理等功能。只要进入

网站，同学们不仅可以练习水样的

采集、还可以检测海岛的潮起潮

落、模拟灾害的发生、推演气候的

变化。配合线下的沉浸式实验室，

同学们还能参观虚拟的污水处理

厂、扑救虚拟实验室的火灾。

“学习形式的多样化和趣味

化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在完成

类似于游戏的学习任务的同时，把

知识点融会贯通。”在裴璐瑶看来，

这种“游戏”一样的课堂拓展了教

学的边界，使得课堂变得丰富多

彩。而 2017 级本科生倪壹瑶认

为，虚拟仿真实验把之前在传统课

堂中学习过的知识，通过可视化的

三维模型、动态数据、地图等形式

展示出来，使知识更生动形象，有

利于加深理解。

“未来的路要从广度和深度

两方面走。”团队成员、环境科学与

工程系博士后方雷总结，从广度

上，要进一步扩充系统内的各项要

素，提高系统整合度，从而尽可能

逼真的模拟现实环境；从深度上，

要探索虚拟仿真与慕课、面部识别

等技术的结合，提高教学软件的智

能化。 文/张晋川

走进
“金课” 2020 年末，教育部推

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

程。以学生为中心、聚焦内

涵发展，复旦一贯高度重视

本科教育，将本科教育放在

核心地位，致力发挥课堂育

人主渠道，打造新时代优质

本科课程。今天，让我们走

进王祥荣老师的国家级虚

拟仿真实验一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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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在做仿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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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网游课”

以虚补实 身临其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