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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27 日,江苏省高校“金课”工作坊第二次工作研讨

会在南京召开。本次会议主要内容是在 2019 年 3月 9 日第一次工作

研讨会后首批进入工作坊推进计划的 20 门课程（附件 1）建设交流

研讨基础上，结合第二批 34 门课程（附件 2），围绕 54 门课程建设

的启动、开展、落实进行了深度交流、研讨，以期尽快形成与完善各

自课程的建设计划方案，推进课程建设。54 门课程团队的主要成员

以及课程所在高校教务处负责同志共 340 多人参加研讨。江苏省教育

厅高教处徐庆副处长、江苏省高教学会丁晓昌会长、吴立保秘书长出

席会议。

20 分钟的简短开幕式，河海大学总会计师张兵、江苏省高教学

会会长丁晓昌、江苏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徐庆先后代表会议承办单

位、“金课”工作坊共建方与支持方致辞，致辞中充分肯定和看到“金

课工作坊”在提升江苏高校课程建设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

正起到的积极作用，高度评价工作坊构建的“金课”建设培育、孵化

机制。徐庆副处长在讲话中特别结合刚刚公布的《中国慕课行动宣言》

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19 年工作要点》，对“金课”工作提出了具

体的希望。徐庆表示：将在结合江苏省实际工作的基础上，一如既往

为“金课”工作坊提供支撑、做好服务，助力江苏省“金课”建设工

作有序、扎实、高效、迅速展开，助力一流专业“双万计划”和一流

课程“双万计划”的有效、高效实施。研讨会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上午是有针对性的四个专家报告，下午是有实效的按课程项目分组研

讨和研讨总结。

一、专家报告

上午的专家报告主要内容来自 3 月 9 日“金课”工作坊第一次研

讨会上 20门课程主持人的踢好头三脚、迈实新三步的报告，从中遴

选出南京大学李向东教授、东南大学孟桥教授与南京审计大学董必荣

教授三位报告人，凝练出 27日上午交流报告。

南京大学“普通天文学”课程主持人李向东教授在其《普通天文

学》建设构想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普通天文学”课程的目标定位是培

养德才兼备的未来天文学家，从教师需要建设什么样的课程和学生需

要学习什么样的课程的研究分析入手，把立德树人理念与专业、课程

教育目标深度融合体现在课程知识点和知识体系的分析研究中，注重

从聚焦知识向聚焦知识的创造过程转变，从关注科学向更关注科学文

化转变，从以知识为核心向以问题为核心转变，以问题牵引知识、以

问题强化基础、以问题激发思考、以问题驱动创新、以问题体现价值，

创新教学内容、提炼思维方法、体现立德树人的育人价值。

东南大学孟桥教授在题为“融合贯通”——电子信息系列基础课

程“金课群”建设的报告中，提出了“金课”需要“金部件”（金教

材、金课程、金案例、金实验、金线上资源等)，而“金部件”构成

“金项链”（“金课群”）的建设思路与建设理念。孟桥从电子信息“金

课群”建设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出发，指出建设“金课群”的关键在于

“融合贯通”，“金课群”不仅仅是课程内部各个“部件”的相互联系，



也是课程与课程之间的相互联系，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知识、能力、素

质培养的一种融合贯通。孟桥还特别以学生的标准阐释了“金课”的

内涵——有使用价值、给学生更大的发展空间、让学生终生难忘、学

生爱听的课程，才是学生心中的“金课”。

南京审计大学董必荣教授在其题为《会计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

课建设构想的报告中立足于会计行业的“真实与公允”准则，聚焦“实

事求是”与诚信原则，尤为注重专业与思政有机结合、传统与现代有

机结合、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校内与校外有机结合。董必荣在报告

中向到会老师介绍了他与课程团队在建设中以知识体系为“明线”，

以课程思政为“暗线”，明暗交织，将会计学传统授课内容进行分解

与重构的研究与建设方案。方案上层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旨，下层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

现代科技为支撑，同时兼顾产教融合、共建共享，力图打造一门引领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结合的会计学

“金课”。

三位课程主持人的报告内容展现了江苏高校“金课”工作坊设立

以来，推进江苏高校“金课”建设工作的思路、模式、方法以及成效。

上午的第四位报告人教研分会理事长杨祥在其题为高校“金课”建设

的问题、分析与思考的报告中，简要地回顾在江苏省教育厅的大力支

持下，教学研究分会与江苏省高教学会、江苏省高校教学管理研究会

从形成江苏高校“金课”建设共识，共同设立江苏高校“金课”工作

坊以来，推进江苏高校“金课”建设的简要历程与初步成效。上午的



三位课程主持人如何踢好头三脚，迈实新三步的示范交流报告，既彰

显“金课”工作坊植根课程、立德树人的设立宗旨，也体现了工作坊

着力推进金课建设的工作方法、工作模式、工作目标和工作特色：立

德树人抓课程（课程思政元素），课程研究抓方法（头三脚、新三步），

共建共享创机制（一个学校建不了，一个学校建不好）。杨祥理事长

围绕着为什么要建设“金课”？怎么踢好头三脚、迈实新三步问题，

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分析与思考。他认为，在深入研讨“金课”建设

的“两性一度”标准与要求的同时，尤应注重“挤水炼金”，头三脚、

新三步既是“挤水炼金”的真实写照，也是凝练课程思政元素的不可

或缺过程，无论是李向东教授、孟桥教授、董必荣教授的报告，还是

实际课程建设都表明“金课”建设首先应聚焦课程思政，着力凝练课

程思政元素。杨祥理事长在发言中总结了他与李向东、孟桥、董必荣

等课程主持人在课程研究中聚焦课程思政，凝练课程思政元素的两点

体会与一点注意。

体会一：

课程思政元素应有明确内涵，课程思政元素与课程建设目标是密

切相关的，课程思政元素与课程的知识点和知识体系是紧密相连的。

体会二：

课程思政元素是“金课”建设的“两性一度”的重要基因。从课

程研究入手凝练课程思政元素，课程思政元素与课程知识点和知识体

系的紧密相关，使得“金课”建设的创新、高阶、挑战紧密相关、一

体相连。



一点注意：

“金课”工作坊的凝练课程思政元素的“金课”课程研究是基于

“互联网”+教育、面向互联网的原住民——当代大学生的线上“金

课”与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现有的南京大学的“宇宙简史”，南京

审计大学的“会计学”和东南大学的电子信息系列基础课程“金课群”

等建设案例都是如此。基于“教材+互联网”的新形态教材以及数字

课程出版等数字化产品如何凝练课程思政元素尚待研究。杨祥理事长

认为，互联网+教育（课程）时代课程、教材的内涵与模式以及建设

思路、方法发生了革命性变化。5 月 26 日在福州举办的第二届中国

大学课程教材报告论坛，将聚焦“金课”课程教材展开深入研讨，杨

祥理事长将在其“金课”课程教材的认识与思考报告中就“金课”课

程团队、课程教材、课程教材中的课程思政元素等讲述自己的分析与

思考。

二、分组讨论与会议总结

下午的分组研讨将 54 门课程分三组交流研讨。分组会上，各课

程团队结合上午的专家示范报告，交流了各自课程项目建设进展现状、

存在问题和建议要求。分组讨论后，杨祥理事长在代表“金课”工作

坊所做的会议总结中衷心感谢会议承办单位河海大学的周到服务，感

谢江苏省教育厅的有力指导与大力支持，感谢江苏高校和教师的积极

参与和全情投入。随后，介绍了下一阶段“金课”工作坊的主要工作：

1.落实。推进列入工作坊的 54 门课程建设方案落实、完善、实施。

2.示范。推荐南京大学李向东教授、东南大学孟桥教授和南京审计大



学董必荣教授代表江苏“金课”工作坊在第二届中国大学课程教材论

坛（福州）做大会报告，汇报和介绍“金课”工作坊的阶段性成果。

3.管理。54 门课程方案汇总至“金课”工作坊，既推进“课”的建

设，也加强“程”的管理。

4.研讨。改变研讨方式，已列入“金课”工作坊的 32所高校 54 门课

程主持人和未列入工作坊的高校和课程主持人均可与工作坊秘书处

联系与申请，组织研讨。

联系方式：

东南大学教务处 朱 明 025-83792408 101004115@seu.edu.cn

教研分会秘书处 张秀芹 010-58581673 zhangxq@crct.edu.cn

5.增项。以 54 门课程及所在高校为基础，以课程群及专业系列课为

重点，继续滚动、增加课程项目，推动江苏省“金课”建设使用工作

稳步持续发展。

“金课”工作坊秘书处



附件 1：首批纳入推进计划的 20门课程

序号 学科专业 项目名称 主持人 学校

1 哲学
以立德树人为宗旨的哲学通识

慕课“金课”建设团队
张 亮 南京大学

2 心理学
心理咨询基本专业素养课程体

系建设
陈昌凯 南京大学

3 金融学 金融学 卞志村 南京财经大学

4 工商管理
《会计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平台
董必荣 南京审计大学

5 物理学
文化物理精品在线课程群平台

建设的创新与实践
施大宁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6 天文学 《普通天文学》课程建设 李向东 南京大学

7 地理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课程”金

课建设
汤国安 南京师范大学

8 大气科学 数值天气预报 陈海山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9 机械

面向新工科机械类创新人才培

养的“设计原理与方法”金课

群的建设与实践

倪中华 东南大学

10 电子信息
电子信息系列基础课程“金课

群”建设
孟 桥 东南大学

11 土木
新工科背景下土木类“金课”

课程体系建设探索与实践

邱洪兴、

陆金钰
东南大学

12
化工与制

药

知行合一信息融合构建《化工

原理》金课
钟 秦 南京理工大学

13
环境科学

与工程

南京大学“生命演化与环境”

通识课
姜宝玉 南京大学

14 植物学
植物学在线开放课程提升与应

用
强 胜 南京农业大学

15 中药学
线上线下混合式《中药学》金

课建设
唐德才 南京中医药大学

16 医学 影像诊断学核心课程群建设 居胜红 东南大学

17 创新创业 《创业管理》交互式云课程 梅 强 江苏大学

18 化学 分析化学“金课”建设 胡效亚 扬州大学

19 管理学 管理信息系统金课 任 南 江苏科技大学

20
新闻传播

学
影视广告设计

丁雪伟

巢乃鹏

南京大学金陵学

院



附件 2：第二批纳入推进计划的 34门课程

序号 学科专业 项目名称 主持人 学校

1
线下线上“大学物理”混合式

教学课程金课建设与研究
周雨青 东南大学

2
面向交通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科

学课程群建设
陈淑燕 东南大学

3 电工电子实践“金课”建设 胡仁杰 东南大学

4
集成创新·设计未来——建筑

设计主干课程群建设
韩冬青 东南大学

5 跨校共建纺织材料学 潘志娟 苏州大学

6 吴文化史课程群 王卫平 苏州大学

7 城乡规划与设计 杨新海 苏州科技大学

8

新兴应用型大学专业“金课群”

的构建及应用研究—以材料科

学与工程（智能材料与视觉光

学设计）专业方向为例

郝凌云 金陵科技学院

9
《国际贸易实务》线上线下+虚

拟仿真课程
杨智华 南京财经大学

10
服务国家战略的新工科“土水

交融”核心课程群建设

沈扬、刘

云
河海大学

11

共建共享的工科《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线上线下混合式“金

课”的探索与实践

朱永忠、

蒋辉、孔

告化、杨

洲木

河海大学

12 生物制药工艺学 高向东 中国药科大学

13 药物分析“金课” 柳文媛 中国药科大学

14 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建设
王伟、严

新
盐城工学院

15
基于精品课程、精品教材和虚

拟仿真的《工程热力学》
王 谦 江苏大学

16 花卉学 田如男 南京林业大学

17 人造板工艺学 周晓燕 南京林业大学

18
“讲共性、强工程、重创新”

《食品工艺学》“金课”建设
夏文水 江南大学



19
中国古典诗词的解读与诵读视

频课程建设
陈 洪 江苏师范大学

20 船舶与海洋工程导论金课
尹群，王

自力
江苏科技大学

21
《电路分析基础》金课平台建

设与实践
刘 陈 南京邮电大学

22
不忘初心，烽火相传——南邮

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
张玲华 南京邮电大学

23 《中国古代文学纵横》 许芳红 淮阴师范学院

24 “作物 栽培学 ”金课建设 戴其根 扬州大学

25 淮扬特色美食文化 陈惠惠 淮阴工学院

26
面向新工科的机电工程基础课

程群建设
郁汉琪 南京工程学院

27
依托优势学科 建设新时代基

础力学系列金课
陈建平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28
航空航天材料课程群金课平台

建设
梁文萍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29
“创意写作”线上线下混合式

金课建设
方 忠 盐城师范学院

30 揭秘大气污染 朱 彬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31
复合型麻醉解剖学教学平台的

创建与应用
张励才 徐州医科大学

32
“一带一路与全球健康”课程

体系建设
沈洪兵 南京医科大学

33 地球流体力学 杨修群 南京大学

34 《采矿学》金课建设 万志军 中国矿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