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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合式教学在大多数高校已经开始进行混合式实践,但是不同层级高校采用混合式教学的历
史时长不同,成效也不同；我院的某些专业课也已经开始进行实践与探索。本文是在公共基础课中充分
将线上资源(自建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及现有的网络资源)与线下的信息化教学手段深度融合,利用“在线”
“共享”
“头脑风暴研讨”等方式,打破时空限制,增加学习机会,学生学习方式变革；有力推进课程、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探索全方位的教学评价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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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 of Public Basic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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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ended teaching has been practiced in mos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the history of blended
teaching in different level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different and the results are also different. Some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our college have also begun to practice and explore. This paper fully integrates online
resources (self-built online open course resources and existing network resources) with offline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methods in public basic courses, using "online", "sharing", "brainstorming seminars"
and other methods, to break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increas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nd reform
students' learning methods; vigorously promotes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explores a comprehensive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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