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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高校台湾教师：

相约“云端”
盼“春”来
一个也不能少

最近，莆田学院台湾教授
崔立有过得忙碌而充实。他一
边为“药理学”
“医院药学”
“医
药经济学”等几门网课做准
备，一边检查学生提交的线上
作业，通过直播为大家解疑释
惑。
“疫情防控期间，同学们

都能认真上
为保证“空中课堂”的教
根据意见改进教学方案，并联
网课。这种情
学效果，在学校安排下，崔立
络药企合作开课……”学生陈
况下，我更要
有等几十位台湾教师早早参
丽云抢先在学习平台答题，
赢
加倍努力，精
加了网课技术培训，并通过
得了互动分。
心备课，不能
了线 上 教 学 技 能 考 试 。“掌
如何增强网课的互动性？
耽误了同学
握了新技术，上起网课来越
在崔立有看来，提高学生参与
们的学习。” 来越娴熟，即使每周要录制
度，不让一个人从网络课堂
自学校通知
十几个小时的专业课和选修 “掉线”是关键一环。“上网课
上网课以来， 课视频也能得心应手。”崔立
时要增加提问次数，设置的问
人在台湾的
有说。
题可以分为统一回答、抢答，
崔立有便添
“下面开始抢答，前 20 名
或者抽点等方式，增加师生交
置了直播设
答题的同学有加分！请以
流互动频次，做到线上学习一
备，同步实现“空中教学”
。
PDCA 过程，说明医药企业管
个也不少。”
来自台北的崔立有博士
理这门课的质量如何改进。”
为了提升线上教学质量，
在一节“医药企业管理”网课
每周崔立有还会参加一场线
毕业后，
又到台湾大学医学院
上，崔立有为了使直播课堂
下教学沙龙，与闽南师范大学
从事博士后研究。看好大陆的
发展前景和诸多惠台利民政 “动”起来，频频向学生发问。
台湾教授施沛琳等几位同样
策，
2019 年，崔立有应聘成为
“P 策划阶段，收集学生
在福建执教的老师相约，在台
莆田学院药学与医学科技学
意见和药企的管理需求，
灵活
北一起探讨网课制作的方法、
院副教授。
制作网课；D 执行阶段，老师
直播授课的经验等。

锅碗瓢盆
“交响曲”
几节竹子、几口空锅、三
五个塑料瓶子……按照音阶
规律排好，用擀面杖一敲，极
富节奏感的旋律与和声随即
响起，让人心头一震。表演者
是人还在台湾的闽南师范大
学教授詹金娘。由于延期开
学，她的“小型乐队合奏”课程
在网络上开课了。
“太有趣了，没想到在家
没有锣鼓，利用锅碗瓢盆也能
打出如此美妙的节奏。”第一
堂课开始，学生就“弹幕”不
断。“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努力
学习成为‘网红’，
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让大家觉得上网课一
样有趣。”詹金娘表示，30 年
前，她曾在台湾偏乡教学，学
校只有 22 个学生，家里都没
有乐器，于是她就让学生利用
自家的锅碗瓢盆练习打击乐。
没想到，这个创意在疫情防控
期间又派上了用场。
由于所教的学生主要为
师范生，他们毕业后，将进入

中小学成为老师。詹金娘说，
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买得起钢
琴、小提琴，如果老师可以用
最简单的方法，带领孩子们进
入音乐殿堂，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她决定利用线上课堂，
激发学生的创意，把身边废弃
的瓶瓶罐罐改造成打击乐器，
在家也能练习。
由于是第一次上网课，詹
金娘除了观摩其他老师的在
线课程外，还观察“网红”如何
进行在线互动，甚至到菜市
场，她也不忘留心学习摊贩们
的叫卖方式。“在线上课毕竟
不像课堂，如何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进行有效互动，是老师
的新挑战。”詹金娘坦言，每次
上课前，她都会花很多时间准
备图文并茂的 PPT；
上课过程
中，
常常她先演奏一段，
再让几
个学生接着演奏下去，最后大
家一起对演奏的优缺点进行讨
论，
课堂气氛一下子活跃了。
下课后，詹金娘要求每名

学生录一段作业视频发给她，
她希望他们把自己当成镜头
下的艺术家。很多学生往往录
了几遍，达到最佳效果后，才
把视频发给老师。“对他们来
说，这是个巩固和自我修正的
过程。不仅可以通过对比发现
自己的进步，
也能提升艺术修
养和自我要求。”
在詹金娘看来，尽管网络

授课没法享受合奏的乐趣，
但
也收获了不少意想不到的效
果，比如，体验平时很少用的
教学方式，对师生双方都是新
的尝试和能力拓展。等疫情过
后，她还打算亲手打造一套打
击乐器送给学生，让他们未来
可以用这套有趣的教学方法，
把音乐的种子播撒到每一个
孩子心中。

做好复课准备
福建工程学院是福建省
引 进 台 湾教 师 较 多 的 院 校 。
自今年 2 月启动网课教学以
来，为了让学生的居家学习更
有效，台湾教师们各显神通、
创意十足。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我会提供不同的学习资
料。比如女生喜欢 P 图，我会
给 一 些 Photoshop 等 教 学 软
件，教她们怎么 P 图；男生喜
欢玩游戏，我会教他们如何
3D 制图。”台湾教师唐国泰在
福建工程学院互联网经贸学
院教授电子商务课程。
在唐国泰看来，网课改变
了传统课程的教学方式。“由
于不知道学生在网络另一边
做什么，一开始我有些不适

应。后来，我发现一问一答的
抢答方式挺有效，就把许多知
识点变小，
每个难点都设置提
问，答对了还有奖励。”唐国泰
说，为了把知识点细化，原本
一周一个章节的课程，他写了
100 多页教案，加上要准备三
门新课，工作量大了，但线上
课堂讨论氛围更热烈了。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
我们也在为开学复课做准备。”
唐国泰说，目前除了为常规课
程备课外，他还在线上指导几
个同学练习路演。
“我带的几个
学生在校内的‘互联网 +’
比赛
中入围，
希望自己能尽快回校，
面对面指导，
争取好成绩。”
已在福建成家的台湾教
师吕英志，春节前迎来了自己

的小宝贝，因此留在福州过
年。由于孩子刚出生以及疫
情的影响，上学期一结束，他
就开始了新学期的备课，连电
子版教材及课件都提前备妥。
“开网课前一周，我就将
学习任务布置给学生，
目前线
上学习效果不错。”身为福建
工程学院交通运输学院副教
授、交通运输研究所所长，吕
英志承担了多个交通安全方
面的课题，也带了一批交通
运输、交通工程等专业的学
生。
“此次疫情，让我更加关
注公共交通的社会责任与义
务。比如，
公共交通如何兼顾
乘客出行需求以及司乘人员
的健康安全问题。”在研究生

的第一堂网课上，吕英志交给
学生一个任务——
—寻找疫情
中公共交通安全问题并提出
解决方案，师生的讨论热烈且
深入。
对于吕英志来说，眼下最
关心的是 7 月即将毕业的学
生，要指导他们顺利完成毕业
论文。“时间紧、任务重，现在
又只能在线指导，所以，我规
定他们每周必须交毕业实践
进度给我。”
吕英志说，在目前
居家学习的环境下，论文中的
调研部分还无法进行，但可以
将基础理论方法写得更扎实，
并将各项事前计划备妥，等疫
情过后他们能立刻进行调研
及后续工作。
（据台海网报道）

在闽高校台生的
战“疫”
生活
“虽然已经宅在家里 50 多天，
但是除了不
能出门外，
一切都没什么改变。”
每晚睡前，就
读于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的台生吴
品宗都会通过微信向辅导员黄林奇汇报当
日体温、活动情况；黄林奇总是叮嘱他，要按
时上网课，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第一时间告诉
学院。
今年春节，由于父母在武汉工作，吴品
宗留在武汉过年，没想到武汉因疫情“封
城”。“一开始，我们还有些担心，但后来看
见大家都很自觉，不仅主动居家隔离、做好
各项防护，而且民生物资供应十分充足，大
家的生活依然井然有序。”吴品宗说，留在
武汉的日子，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因为从
2 月 5 日起学校便带领学生开启 了在线学
习。
吴品宗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居家生活：
2 月 5 日开始，学校启动个性化在线培训，他
在慕课网上挑选了生活医学与生活药学两
门课程，学习防治疫情、自我保护的知识；2
月 17 日起，按照新学期课表，开展线上课程
学习，每天他都会准时线上打卡、听课、做练
习，闲暇时间则在家看书看剧、做做运动，一
日的时间过得很快。
“虽然突发疫情，但我看到大陆上下齐
心、高效有力、科学精准防控疫情，一个个感
人的战‘疫’故事在传送。大陆能在如此短时
间控制住疫情的扩散和蔓延，真是让人钦
佩。目前疫情防控正发生积极向好变化，相
信离‘春天’不远了。”
吴品宗告诉记者，他姐
姐准备今年在大陆考研，
“ 因为这里的舞台
更大、机会更多。这场疫情更让我们感受到
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祖国做后盾是多么重
要”
。
“藿香 10 克、紫苏 9 克、桔梗 12 克、葛根
15 克、麦冬 15 克……”这是台湾姑娘黄燕文
为大陆亲友开的中医保健汤药。黄燕文告诉
他们，以汤当茶饮，可以提高免疫力，预防未
病。
就读于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的
黄燕文是一名中医爱好者。今年春节，她留
在嫁到福州的姐姐家中过节，本想体验福州
的春节民俗，不料一场疫情打乱了原本的计
划。
不过，宅在家中的日子，黄燕文却有意
外的收获。“中医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老师在线授课时，经常鼓励我
们要活学活用，为身边亲友科普中医药知
识。”用艾草熏香、喝中医保健汤药……在黄
燕文的带动下，姐姐、姐夫也对中医产生了
兴趣。
“现在疫情防控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每
一个好消息的背后，都是医护人员、科研人
员夜以继日的担当与付出。很荣幸我是一名
医学专业学生，我会努力学习，将来也像他
们一样救死扶伤。”一场疫情，让黄燕文对所
学的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她把这份心得发
到了班级群中。
与黄燕文一样，今年春节，厦门大学金
融学专业的台生吴汉娜选择留在泉州的外
公外婆家过年，辅导员郑淑真成为与她联系
最密切的人。“老师除了询问我们的生活起
居、健康状况外，还鼓励我们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就近开展志愿服务。”吴汉娜说，响
应学校号召，她主动报名成为一名社区志愿
者。
这段时间，吴汉娜穿着志愿者背心，驻
守在社区岗亭里，提醒居民戴口罩、勤洗
手、不串门，并向大家普及防护知识。
“大陆
的疫情防控成效显著，曙光就在前头。能为
这场抗疫出一份力，我非常开心。”吴汉娜
说。
（据福建日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