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级数学科学学院的李

泽昊，是2020年度本科生国家奖

学金的获得者。上半年，他刚刚

修完数学科学学院教授谢启鸿的

《高等代数》课。用他的话来说，

这是他“在复旦上过最好的一门

课”。

“我有幸来到复旦，有幸认识

了谢老师。”这不仅是李泽昊，这

也是许多数学学院同学的心声。

近五年来，教育部大力推动

慕课（MOOC）的建设与发展。

2017年，复旦大学教师教学发展

中心启动了“混合式教学改革”的

试验，组织一批已有在线课程的

老师，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的探索。作为最早一批参与到该

项目中的老师，谢启鸿有自己的

考虑。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是

数学人一贯的原则。”在数学学

院，谢启鸿是第一个实行混合式

教学的老师。而实施这一改革的

初衷，起源于他对转专业学生的

关怀。

近十年来，由于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高新科技的异军突起，数

学专业变得越来越热门，不仅高

考录取分数线是复旦理科的最高

线，而且每年都会有 30-40 名学

生转专业到数学学院。由于转专

业学生需要补修大一基础课程

《高等代数》，然而这却与他们的

大二专业课时间冲突，因而只能

申请初选免听（注：即可不上课，

只须最后通过考试即可），导致学

习效果很不理想——“就好比搭

房子一样，基础没有打好，整个房

子都会塌掉。”谢启鸿说。

《高等代数》课程的混合式教

学，通过合理分配线上与线下学

习时间，不仅加强了对学生学习

过程的管理，也增进了师生之间

的交流与互动，最终完美地解决

了转专业学生初选免听的问题。

事实证明，改革的效果非常好。

“期末成绩分析，把转专业学生单

独拿出来看，发现其中有超过

50%的学生得到了A类，这在以前

是从来没有过的。”谢启鸿说。

教学模式的改革只是一个

方面，教学质量和育人效果的提

高，还需要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

法上进行创新。2014 年初谢启

鸿创建了一个关于高等代数的

博客，那里成为了学生们交流高

代难题的乐园。每个学期，谢启

鸿都会在博客上定期发布高等

代数“每周一题”，这些题目大

多来自他的原创，学生们必须依

靠自己独立思考。而谢启鸿编

写的高代“白皮书”，早已成为

学生们最爱的学习方法指导书。

“谢老师会紧密结合课堂内

容来出题，题目都很新颖，也很

有挑战性，有时候要做一两天才

能答出来。”2019 级数学学院的

卞诗瑞说。他和同班的厉茗，都

会经常参与“每周一题”活动。

他们把问题解答上传到在线课

程平台上，谢老师会认真地批

改、写评语，连小笔误都会仔细

地画出来。这项工作，谢启鸿已

经持续了七年。

登上谢启鸿的博客，会看见

许多学生的留言。有人说，“谢

老师代数和几何相互转化的思

维 ，打 开 了 我 学 习 高 代 的 大

门。”有人亲切地

称呼他为“谢帅”，

说“ 谢 帅 的 高 代

课，连没有基础的

同 学 都 能 够 完 全

听懂”。

谢启鸿喜欢跟年轻人打交

道，喜欢去尝试年轻人感兴趣的

东西。疫情期间，他还录制了高

等代数习题课教学视频，上传到

了 B 站。在有更多年轻人参与

的平台上开放自己的《高等代

数》课程，这是他下一步想做的

事情。

谢启鸿说：“数学的未来在年

轻人身上。我很感恩那些曾经教

导过我的老一辈复旦老师们，我

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去精心培养

新一代的复旦数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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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代数》：这是一门每个人都能听懂的数学课

走进
“金课”

《全球卫生导论》：

拥有全球视野，讲好中国故事
《全球卫生导论》课程由公

共卫生学院陈文、钱序两位教

授主持开展，聚焦传染病、妇幼

保健、老龄化与慢性病等全球

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旨在让学

习者了解全球疾病负担、健康

决定因素和全球多学科合作的

应对策略。

2018 年 1 月，该课程成功入

选教育部首次推出的 490 门“国

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之一，截

至目前共开课 11 次，在线选课

人数近2万人。

实际上，早在 2016 年，这门

课 便 在“ 中 国 大 学 慕 课 ”和

“coursera”平台上线。而此前，全

球卫生作为一门新兴课程，开设

的学校较少。新冠疫情爆发后，

这门课的重要性更为凸显。

“我们希望复旦的师资团

队能够通过打造这门线上课

程，帮助外校同学了解全球卫

生领域。”陈文说。

《全球卫生导论》采用“翻转

课堂”的教学模

式，即学生课前

观看慕课视频，

自学知识点，实

体课上进一步

拓展知识，并进

行答疑和讨论。在陈文看来，这

种教学模式能够促进学生的自

主学习。“课前接触知识，学生既

可以查找资料进行延伸性学习，

也可以带着问题到课堂上来，提

升师生互动的效果。”陈文说。

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老师

们边摸索边尝试。他们首先学

习慕课的制作经验，经过多次

研讨和精心组织，将每堂课的

内容浓缩为十五分钟左右的视

频。“每个视频我们都撰写了详

细的脚本，精确到每个知识点

要花多长时间、用什么样的语

言来陈述。”陈文说。

而在实体课上，老师们则

引入了案例讨论和小组汇报环

节 ，以 提 高 学 生 参 与 的 积 极

性。例如在“健康对宏观经济

发展的影响”案例讨论中，学生

需要运用实证数据分析健康对

宏观经济的影响，深化对知识

点的理解。2017 级预防医学专

业的蒲佳璐同学认为，课上讨

论丰富充实，老师们会引导话

题，最后进行补充和总结，一点

也不枯燥。

陈 文 表 示 ，《全 球 卫 生 导

论》课程既能让学生从全球视

野来学习公共卫生的相关理论

方法，又能让中国经验走向国

际。有些海外同学来上这门

课，和不同领域的教授进行交

流，很好地开阔他们的视野。

上过这门课后，非洲留学生古

丽娜表示：“中国改善妇幼健康

的经验，是非洲国家特别是我

的祖国马拉维，值得学习的。”

“全球卫生是动态发展的，

因此课程内容也在不断更新调

整。”陈文说。新冠疫情爆发以

来，疫情相关议题就成为了《全

球卫生导论》课程讨论的重要主

题。“尽管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

响还不能下定论，但我们会使用

以前类似传染病的研究数据，让

讨论的焦点和现实结合起来。”

蒲佳璐记得，在学习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应对时，老师还组织同

学们观看了流行病的相关电影，

帮助学生理解新现传染病是如

何从零号病人开始传播。

陈文表示，未来教师们将

考虑学生们的反馈意见，适当

调整课程内容，并结合各个专

题的最新进展更新课程，争取

覆盖更多专题。“让同学了解全

球卫生的最新进展，是我们最

重要的授课目标。”

文/金雨丰

简讯
第十二届“学术之星”新鲜出炉

复旦大学第十二届“学术

之星”各学科终审答辩会分别

于4月27日下午（理工科场）、4

月 28 日下午（医科场）、4 月 29

日下午（文社科场）圆满结束。

经学生自主申请、院系推

荐、专家评审等环节，综合各

类申报情况，最终从 63 名候选

人中评选出 31 名“学术之星”

称号获得者。后续将根据答

辩综合情况从各学科选出若

干名同学进行“学术之星”特

等奖答辩。

来源：《复旦研究生》

2021年度西部计划开始选拔
面向2021届应届毕业生和

在读研究生的 2021-2022 年度

西部计划开始选拔，5月14日笔

试，5月18日面试及公示。

申请人可登陆西部计划官网

http://xibu.youth.cn/了解详情。

此次计划紧紧围绕实施乡

村振兴有关部署，实施乡村教

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

基层青年工作、乡村社会治理、

服务新疆、服务西藏等 7 个专

项。农、林、水、医、师、金融、法

学类专业者优先。

来源：西部计划项目办

《预防医学（上）》：

一门“非典型”的医学专业课
测试危险度评估软件、制定

营养食谱、体验看病全流程……

回忆起自己在《预防医学（上）》

课程中的经历，2016级临床医学

五年制本科生傅敏杰笑称：“这

是一门‘非典型’专业课。”

在许多人印象中，临床医学

和预防医学是两个独立的学科

体系。但早在1928年，上海医学

院创始人颜福庆老校长就组建

公共卫生科，对临床医生开展预

防教育。这一理念为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传承，经过近百年的

积淀，已发展为一门面向复旦大

学临床专业所有学生的精品课

程《预防医学（上）》，努力“弥合

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裂痕”。

为了让预防医学的思维和

技能真正融入临床工作中，《预

防医学（上）》课程在傅华教授指

导下，主讲教师、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郑频频带领教学团队以基

于系统论的健康生态学模型为

主线，精心设计了临床预防服

务、社区预防服务和卫生系统三

大教学模块。课程采用多元丰

富的教学形式，如翻转课堂讨论

汇报、营养课堂实践、卫生服务

体系小论文等，最大程度提升了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我印象最深的是翻转课堂

的小组汇报环节。”2016 级临床

医学五年制本科生敖永强说，

“原本觉得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展

示，但大家会通过小视频、舞台

剧或者主题歌曲等不同形式来

呈现。”课堂还设计了抢答环节，

以启发同学们的批判性思考。

汇报完成后，老师会进行总结和

点评，将零散的知识点梳理成完

成的体系。“翻转课堂中，课堂是

学生的，老师充当的是引导者。”

丰富有趣的教学形式赢得

了学生的一致好评，也让学生们

在实践中对医生承担的社会责

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傅敏杰

还记得，他在期中作业的田野调

查中遇到了一位行动不便、孤身

前来就诊的老先生，老先生就诊

中遇到的困难让他切实感受到

医院社区携手建立弱势群体协

助机制的必要性。这样的总结

反思正是郑频频希望看到的：

“学生们必须有思考、有体验、有

反思，不断增强对患者的人文关

怀。”

为了将预防医学教育让全

国更多的临床医学生受益，预防

医学教学团队曾多次举办面向

全国医学院的师资培训，共培训

了来自不同高校七十多名预防

医学师资。十几年过去，当初参

与培训的不少年轻老师已成为

各地医学院的教学骨干，而预防

医学教育也日益成为全国临床

医学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如

今，借助在线课程平台，《预防医

学（上）》课程得到了更为广泛地

传播。慕课平台上线 5 年来，参

与人数已达8万人。

随着课程影响力不断提升，

《预防医学（上）》教学团队也更

加重视教学内容的动态调整和

更新。教学团队每学期都会开

展教学会，将公共卫生最新纲领

性文件、前沿科研动向纳入讲授

之中，以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

疫情之后，课程还特别强化了

“全球卫生”讲授部分，着重培养

学生们的全球卫生健康共同体

意识。

临床医学生的预防教育内

容和形式随着时代发展不断革

新，但郑频频觉得，这门课的教

学目标始终不会变。“我们要努

力让临床医学生深刻理解影响

患者健康的决定因素，掌握预防

医学的技能，并时刻保持为人群

健康服务的初心。这是我们始

终会坚持的。” 文/张思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