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61号 

 

（请将本通知及附件 1.2 张贴，并通知到相关教师、学生，本通知可于教

务处网站主页公告通知栏下载查看） 

 

各学院、教学部： 

根据学校安排，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拟面向 2017 级

本科生、2018 级本专科学生及 2018 级“3+2”专业学生开设全

校性通识教育选修课，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课时间 

1.初次选课：7 月 8 日 12:00--7 月 9 日 15:00； 

2.二次选课：7 月 10 日 9:00—24:00（根据选课情况具体



另行通知）。 

二、开课时间 

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通识教育选修课自开学第一周

（9 月 2 日起）正式上课，第十六周结束课程讲授，进入复习考

试阶段，第十八周提交成绩，请及时通知教师与学生。 

三、拟开设课程 

1.普通通识教育选修课：我校教师开设的课程，详见附件 1； 

2.网络通识教育选修课：我校引进的 32 门超星平台尔雅通

识教育网络课程、2门智慧树平台通识教育网络课程，学生根据

网络课程归属登录学习平台，在辅导教师指导下进行网络在线学

习，学习过程包括观看课程视频、提交作业、参与课程讨论、参

与课程答疑、参加课程考试等环节。网络通识课不设固定上课时

间及上课教室（为实现学生选课，系统需设置虚拟的时间和地

点），课程中的线下讨论、答疑、考试由辅导教师在学习平台

上发布通知。网络通识课选课成功后请于开课第 2 周登录在线

学习平台，查看课程学习重要通知。学生上课过程中有问题可

直接与课程辅导教师联系，具体课程情况及辅导教师联系方式详

见附件 2。 

四、选修要求 

1.按照教学计划，截至毕业前所有选修期间，本科毕业生须

修满 10 个学分，专科毕业生须修满 6 个学分，专升本毕业生须



修满 4个学分； 

2.2020 年应届毕业生选修课学分未修满的学生，仅限本学

期选课，毕业学期不再对其开放； 

3.每位同学每学期最多可选 2 门课程，多选的课程会被系

统自动退回。所选课程不得与已修课程雷同； 

4.多选课程考试学分不计入总学分； 

5.普通通识教育选修课一般最少开课人数一般为 30 人，网

络通识教育选修课一般最少开课人数一般为 60 人，以选课先后

为序，额满为止。如学生所选课程因不足规定人数未能开设，教

务处将下发可改选课程目录，经由各学院通知相关学生于补选时

间重选，学生也可放弃重选； 

6.同学们选课时请注意查看该门课程的学分，避免因学分未

达到学校要求影响毕业； 

7.请各位同学选课前确认自己的专业课课程表，选课一旦

完成，不再安排退补选； 

8.由于选课期间服务器运行压力大，请同学选课后再次登入

系统核实自己选课情况，以免出现漏选现象！ 

五、教学管理 

1.通识教育选修课纳入正常的教学管理，学生选课后必须准

时上课，自觉遵守课堂纪律。凡学生缺课 1/3 课时以上者，不得

参加该课程考核； 



2.各授课教师要认真备课、授课，并做好课后辅导、加强课

堂教学纪律管理。所需教学设备等由所在学院协调解决； 

3.严格教学管理，加强教风建设。对教师迟到、早退、无故

旷课、上课随意放电影等不负责任的行为，一经发现将进行严

肃处理。学生可向学校主管部门举报，举报电话：3786792，举

报地点：7 号行政楼教务处。 

4.通识教育选修课教材由教师指定版本，学生自愿订购，严

禁任课教师向学生推销教材并私自收取教材费； 

5.通识教育选修课学生名单由任课教师凭教师编号和密码

登陆教务管理系统打印。课程授课结束后要进行考核，考核及成

绩统计应在第 18周之前完成； 

请各学院及时通知相关学生到枣庄学院教学综合服务平台

参加选课，并通知相关教师登录系统填写课程信息及教师个人信

息，同时做好上课准备（通识教育选修课拟开设课程见附件，选

足 30 人即可开课）。学生选课时用户名为学号，初始密码为身

份证好后六位（如密码遗忘，找本学院教学秘书初始化），教师

登录时用户名为教师编号，新生登录时用户名是学号，密码是身

份证号后六位，不明事宜请咨询各学院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管

理员。选课系统严格根据规定时间开放，请各学院务必将责任落

实到人，通知学生根据要求按时选课。 

各学院应进一步加强通识教育选修课教学管理、课程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改革研究，严肃教学纪律，切实提高通识教

育选修课教学质量！ 

 

附件： 

1.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通识教育选修课拟开设课程

一览表 

2.网络通识教育选修课选课须知 

 

 

 

枣庄学院教务处 

2019 年 7月 8 日



附件 1： 

序号 课程 学分 教师 上课方式 上课时间 教学地点 开课部门（课程资源） 

1 基础韩国语 1 2.0 金正美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7-8 节{1-16 周} 多 8403 外国语学院 

2 基础韩国语 1 2.0 金正美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9-10 节{1-16 周} 多 8403 外国语学院 

3 基础韩国语 1 2.0 金正美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1-16 周} 多 8403 外国语学院 

4 基础韩国语 1 2.0 金正美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1-16 周} 多 8403 外国语学院 

5 基础韩国语 1 2.0 金正美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1-16 周} 多 8403 外国语学院 

6 基础韩国语 1 2.0 金正美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1-16 周} 多 8403 外国语学院 

7 基础韩国语 1 2.0 金正美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1-16 周} 多 8403 外国语学院 

8 基础韩国语 2 2.0 金正美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9-10 节{1-16 周} 多 8403 外国语学院 

9 世界语口语 2.0 佐藤隆介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9-10 节{1-16 周} 多 8402 外国语学院 

10 世界语口语 2.0 朴基完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1-16 周} 多 8402 外国语学院 

11 篮球 2.0 王海滨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1-16 周} 篮球馆 A 体育学院 

12 龙舟（女队） 2.0 高鹏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5-6 节{1-16 周} 东湖训练基地 体育学院 

13 龙舟（男队） 2.0 韩建阳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5-6 节{1-16 周} 东湖训练基地 体育学院 

14 基础波兰语 2.0 检马奇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1-16 周} 多 8402 外国语学院 

15 健美运动 1.0 任昭君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1-16 周} 体操馆 C 体育学院 

16 汽车原理与维修 2.0 刘彩军 面授讲课 星期三第 9-10 节{1-16 周} 工程训练中心 光电工程学院 

17 乒乓球 2.0 张林营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1-16 周} 乒乓球馆 体育学院 

18 拓展运动 2.0 刘志国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7-8 节{1-16 周} 体 3107 体育学院 

19 汽车构造与驾驶技术 2.0 刘彩军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1-16 周} 工程训练中心 机电工程学院 

20 汽车构造与驾驶技术 2.0 刘彩军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1-16 周} 工程训练中心 机电工程学院 

21 钢琴作品欣赏与演奏 2.0 余璐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1-16 周} 实 S102 音乐与舞蹈学院 

22 钢琴演奏与艺术鉴赏（初级） 2.0 郑甜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1-16 周} 实 S102 音乐与舞蹈学院 

23 多元化沟通 2.0 王健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7-8 节{1-16 周} 多 8402 大学英语教学部 

24 茶学与茶艺 2.0 孔祥波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1-16 周} 多 8402 食品科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25 建国 70 年中国钢琴作品赏析 2.0 潘大铭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1-16 周} 多 8204 音乐与舞蹈学院 

26 女大学生健康和安全教育 2.0 张春侠等 面授讲课 星期三第 9-10 节{1-16 周} 多 8402 学生工作处 

27 女大学生恋爱和家庭教育 2.0 孔祥波等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1-16 周} 多 8402 学生工作处 



序号 课程 学分 教师 上课方式 上课时间 教学地点 开课部门（课程资源） 

28 女大学生礼仪与审美教育 2.0 张春侠等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9-10 节{1-3 周} 多 8402 学生工作处 

29 枣庄历史文化概论 2.0 司艾华等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1-16 周} 多 8203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30 枣庄历史文化概论 2.0 司艾华等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1-16 周} 多 8203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31 幸福心理学 2.0 赵英芳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1-16 周} 多 8103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32 走进心理学 2.0 孙斐斐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1-16 周} 多 8204 机电工程学院 

33 中国匠心文化 2.0 李吉东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1-16 周} 多 8103 文学院 

34 走进微生物的世界 2.0 王红妹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1-16 周} 实 8404 生命科学学院 

35 女大学生生涯发展与综合素养 2.0 顾静等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1-16 周} 多 8204 学生工作处 

36 军事与地理 2.0 赵全科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1-16 周} 多 8103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37 外国文学经典电影选讲 2.0 张爱民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1-16 周} 多 8103 文学院 

38 化学与生活 2.0 张伟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1-16 周} 多 8503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39 数字化生存的必修课 2.0 蒋秀英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9-10 节{1-16 周} 多 82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40 玉石鉴定与质量评估 2.0 张治国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1-16 周} 多 8502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41 中国传统家训十六讲 2.0 朱红莉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9-10 节{1-16 周} 多 81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4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0 徐敏等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7-8 节{1-16 周} 多 8303 学生工作处 

4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0 徐敏等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1-16 周} 多 8303 学生工作处 

44 气候变迁和王朝兴衰 2.0 郭育红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1-16 周} 多 8502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45 气候变迁和王朝兴衰 2.0 郭育红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1-16 周} 多 8502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46 日本流行文化解读 2.0 安佰洁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7-8 节{1-16 周} 多 8502 外国语学院 

47 日本流行文化解读 2.0 安佰洁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1-16 周} 多 8502 外国语学院 

48 婴幼儿家庭教育 2.0 朱梅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9-10 节{1-16 周} 多 8202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49 投资理财与生涯规划 2.0 张伟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1-16 周} 多 8503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50 趣谈日韩文化 2.0 张振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1-16 周} 多 8303 外国语学院 

51 零基础韩国语口语一点通 2.0 张振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1-16 周} 多 8303 外国语学院 

52 绘画读心术——绘画心理分析与个人成长 2.0 郑文莉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9-10 节{1-16 周} 多 8501 初等教育学院 

53 转基因与食品安全 2.0 明东风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1-16 周} 多 8203 生命科学学院 

54 摄影欣赏 2.0 董亚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1-16 周} 多 8302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55 唐诗宋词专题 2.0 李思华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1-16 周} 多 8103 文学院 

56 经典作品与影视改编 2.0 裴争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7-8 节{1-16 周} 多 8204 文学院 

57 明清小说欣赏 2.0 杨玉军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1-16 周} 多 8202 初等教育学院 

58 《论语》智慧与人生幸福 2.0 谢狂飞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1-16 周} 多 82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序号 课程 学分 教师 上课方式 上课时间 教学地点 开课部门（课程资源） 

59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 2.0 任辉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1-16 周} 多 8301 文学院 

60 记忆的秘诀 2.0 贾继奎 面授讲课 星期三第 9-10 节{1-16 周} 多 8401 光电工程学院 

61 日语入门及留学指南 2.0 冯振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1-16 周} 多 8501 外国语学院 

62 西方建筑流派 2.0 孙法印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1-16 周} 多 8202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63 中国教育家史话 2.0 李春保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7-8 节{1-16 周} 多 8202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64 走进韩国文化 2.0 张欣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1-16 周} 多 85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65 墨子与人生智慧 2.0 张玲玲 面授讲课 星期三第 9-10 节{1-16 周} 多 85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66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2.0 李梦伟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1-16 周} 多 8501 光电工程学院 

67 酒与中国酒文化 2.0 张立华等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7-8 节{1-16 周} 多 8301 食品科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68 科学饮食与健康 2.0 徐本燕 面授讲课 星期三第 9-10 节{1-16 周} 多 8301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69 中国药业史话 2.0 李春保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9-10 节{1-16 周} 多 8301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70 合唱指挥 2.0 乔相钧等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1-16 周} 音乐楼报告厅 音乐与舞蹈学院 

71 西方文化通论 2.0 司艾华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72 现代大学与科学 2.0 刘春华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73 中华民族精神 2.0 王壮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74 数学的思维方式与创新 3.0 房永磊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75 数学文化 2.0 刘振宇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76 数学大观 2.0 张艳伟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77 科学启蒙 2.0 张士英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78 物理学与人类文明 2.0 李爱云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79 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的宇宙 2.0 张兴坊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80 化学与人类 2.0 朱洪龙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81 创业精神与实践 2.0 魏淑伟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82 食品安全与日常饮食 1.0 崔旭海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83 口才艺术与社交礼仪 2.0 王唯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84 女子礼仪 2.0 韩笑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85 星海求知：天文学的奥秘 2.0 凌娟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86 领导学 2.0 马宏茹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87 音乐鉴赏 2.0 郑晓丹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88 美学原理 2.0 厉相帅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89 书法鉴赏 2.0 赵平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序号 课程 学分 教师 上课方式 上课时间 教学地点 开课部门（课程资源） 

90 项目管理学 2.0 徐迎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91 当代中国经济 2.0 韩科峰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92 情感哲学与情感教育 2.0 何芳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93 影视鉴赏 2.0 徐虹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94 辩论修养 2.0 马宏茹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95 公共管理导论 2.0 张宗海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96 从“愚昧”到“科学”-科学技术简史 2.0 左艳蕊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97 中西文化比较 2.0 许士密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98 中国哲学概论 2.0 陈炜晗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99 老子论语今读 2.0 孔亭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100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0 孙佩锋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101 突发事件及自救互救 1.0 韩茜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102 儒学与生活 1.0 陈饴媛 网络教学     超星平台 

103 图说人际关系心理 2.0 王旭林 网络教学     智慧树平台 

104 西方文明史导论 2.0 刘吉国 网络教学     智慧树平台 

105 审计学 2.0 俞淼 网络教学     智慧树平台 



附件 2：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丰富学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共享校外

优质课程资源，学校引进了通识教育网络课程资源，学生网络选课，课程学习，

在线提问、提交作业及结课考试均在网络上完成。现将课程选修的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课程情况及辅导教师（具体可见在线学习平台通知公告）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学分 课时 
辅导 

教师 

辅导教 

师职称 
所在学院 联系电话 

1 现代大学与科学 李工真 武汉大学 2 41 刘春华 教授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13589610236 

2 中华民族精神 杜志章等 华中科技大学 2 30 王壮 副教授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13963291313 

3 西方文明通论 丛日云等 中国政法大学 2 34 司艾华 讲师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13562220338 

4 
从“愚昧”到“科学”-

科学技术简史 
雷毅等 清华大学 2 35 左艳蕊 讲师 机电工程学院 13863253690 

5 科学启蒙 李俊 南京大学 2 42 张士英 副教授 光电工程学院 15380925775 

6 物理与人类文明 叶高翔 浙江大学 2 34 李爱云 讲师 光电工程学院 13963201075 

7 
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的宇

宙 
赵峥 北京师范大学 2 31 张兴坊 副教授 光电工程学院 18763219660 

8 星海求知：天文学的奥秘 苏宜 南开大学 2 31 凌娟 讲师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13589600163 

9 口才艺术与社交礼仪 艾跃进 南开大学 2 30 王唯 助教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18263767725 

10 音乐鉴赏 周海宏 中央音乐学院 2 28 郑晓丹 讲师 音乐与舞蹈学院 13676322052 

11 美学原理 叶朗 北京大学 2 27 厉相帅 讲师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18206535885 

12 书法鉴赏 刘琳等 中国艺术研究院  2 32 赵平 副教授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13963230167 

13 项目管理学 戚安邦 南开大学 2 28 徐迎 讲师 经济与管理学院 13906370116 

14 当代中国经济 陈享光 中国人民大学 2 38 韩科峰 副教授 经济与管理学院 15866219988 

15 中西文化比较 辜正坤 北京大学 2 32 许士密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475205078 

16 中国哲学概论 陆建猷 西安交通大学 2 32 陈炜晗 讲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676328904 

17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透视 尚重生 武汉大学 2 32 孙佩锋 讲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963200979 

18 情感哲学与情感教育 杨岚 南开大学 2 26 何芳 教授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13561153046 

19 食品安全与日常饮食 陈芳 中国农业大学 1 15 崔旭海 副教授 生命科学学院 13969476600 

20 儒学与生活 黄玉顺 山东大学 1 18 陈饴媛 讲师 文学院 13290220976 

21 领导学 常健 南开大学 2 31 马宏茹 助教 经济与管理学院 13963289196 

22 公共管理导论 黄健荣 南京大学 2 26 张宗海 教授 继续教育学院 187666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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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学分 课时 
辅导 

教师 

辅导教 

师职称 
所在学院 联系电话 

23 数学的思维方式与创新 丘维声 北京大学数学系 3 50 房永磊 教授 数学与统计学院 15163235955 

24 数学文化 顾沛 南开大学 2 26 刘振宇 教授 经济与管理学院 15206449699 

25 数学大观 李尚志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2 27 张艳伟 讲师 数学与统计学院 13589613851 

26 化学与人类 刘旦初 复旦大学 2 25 朱洪龙 讲师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

学院 
15266298190 

27 辩论修养 史广顺 南开大学 2 29 马宏茹 助教 经济与管理学院 13963289196 

28 创业精神与实践 李玲玲 同济大学 2 35 魏淑伟 讲师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

学院 
15864451132 

29 女子礼仪 周季平 中华女子学院 2 28 韩笑 副教授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13706322220 

30 老子论语今读 陈怡 东南大学 2 29 孔亭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306328786 

31 影视鉴赏 陈旭光 北京大学 2 26 徐虹 教授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13863216736 

32 突发事件及自救互救 费国忠 上海市医疗急救

中心 
1 20 韩茜 助教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15263248335 

33 图说人际关系心理 叶泽川 重庆大学 2 28 王旭林 助教 经济与管理学院 15165891879 

34 西方文明史导论 朱孝远 北京大学 2 32 刘吉国 讲师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15063269886 

35 审计学 俞淼 枣庄学院 2 32 俞淼 讲师 经济与管理学院 15006726045 

二、选课方法 

1.学生需登录枣庄学院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http://210.44.232.56）

进行选课。本学期开设 35门课程； 

2.每门课程限选人数为 160人，选满为止，学生须在选课结束后登录枣庄

学院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查看选课结果； 

3.选中课程的学生名单将被导入学习平台，选课成功的同学可凭用户名和

初始密码登录在线学习平台进行网络在线学习（选择超星平台的课程可以在我

校教务处主页下方点击“网络通识在线开放教学平台”进入，也可以下载学习

通 APP在线学习；选择智慧树平台的课程可以在我校教务处主页下方点击“智

慧树网络学习平台”进入，也可以下载知到 APP在线学习），用户名为学生学

号，初始密码为 123456，学生登录后请及时修改密码； 

4.选课成功后开课第二周登入在线学习平台，查看课程学习相关通知，按

时参加课程开课会议、线下讨论、线下答疑、线下考试。 

三、网络通识课上课要求 

1.网络通识课各教学环节考核占比一般为：视频听课 40%，作业 20%，答

疑 5%，讨论 5%，期末考试 30%，最终得出课程最后的总评成绩； 

http://uzz.tsk.erya100.com/indexCourseShowAction


2.视频：视频听课进度不达到 70%者不允许参加考试； 

3.作业：一般每 3课时安排一次作业。 

4.答疑、讨论：课程网上答疑、讨论各不少于 5次。按时参加授课老师组

织的线下答疑讨论。每学期线下集中讨论课至少一次。 

5.考试：不参加最后的线下考试将无法取得课程成绩，总评成绩按缺考计。 

四、网络通识课上课注意事项 

1.平台可从教务处主页下方链接进入； 

2.由于系统要求，学生在枣庄学院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中选课时看到的

网络通识课上课时间地点是系统随机安排的，实际学习是在网上全程进行的，

实际线下讨论答疑和线下考试时间地点由辅导老师安排后在系统中发布公告

通知； 

3.学生进入系统后应尽快完善个人信息，特别是邮箱和手机全号，便于系

统发通知提醒。辅导老师与学生联系的主要方式是在系统中发通知； 

4.学生上课期间应经常登录平台查看系统通知，及时完成辅导老师安排的

学习任务，按时参加线下讨论课程和课程线下考试； 

5.学生如有问题或疑问，可直接在系统中提问或发布讨论。如有其它问题

也可随时联系辅导老师。各课程辅导老师联系方式见上表。 

6.学生如对课程、平台或教师有相关意见和建议，也可联系学校教务处，

邮箱 zzxyjxk@163.com，电话 3786792（867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