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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文科计算机基础课程改革的新进展

刘志敏，唐大仕，钱丽艳，龙晓苑 

（北京大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针对北京大学文科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特点，阐述 “以应用为导向、突出文科特色”的教学理

念、“分层次+模块化”课程体系以及教学改革与实践活动，提出课程教学与竞赛有机结合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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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北京大学文科计算机基础课的教学对象来自

人文及社会学科等十几个专业的学生，具有学生

人数多、专业多、基础差异大的特点。如何因材

施教，让文科学生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提高其对课程的兴趣，培养其自学能力及创

新能力，是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为有效保证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学

校成立了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团队，并设立了一

位课程主持人负责制订教学大纲、实施教改内

容、定期组织教学研讨等。团队中的教师具有较

强的科研及教学背景，近几年，随着学校对本科

生教学工作重视程度的提高，更多的具有博士学

位年轻教师加入教学团队，保证了师资队伍稳定

及持续发展。

自 2006年开始学院开展了计算机基础课程

教学情况调研，内容包括新生计算机应用水平情

况、文科各专业对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要求、

国内外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情况等 [1]。借助教学

团队中有教师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计算机

基础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机会，加强与其他院

校的教学情况交流。在此基础上，教学团队确立

了“以应用为导向、突出文科特色”的教学理念，

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分层次 +模块化”课程体系，

从教学模型、教学手段、教学网站建设等方面开

展课程教学改革。近年来，教学团队围绕培养学

生计算机应用能力这一目标，对课程的教学内容

及教学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1 建立“以应用为导向、突出文科特

色”的教学理念

计算机学科理论体系庞大，技术发展迅速，

根据对学生需求的调查以及长期的教学实践，教

学团队逐渐明确了以应用为导向进行知识的选取

和学生能力的培训。选讲的知识点着眼于学生所

在专业的实际应用。如在讲授文字处理时，不仅

要讲文字处理的基本技术，更要讲在企业、机关

的实际工作中如何使用文字处理，能够处理正规

的、职业的文档。又如在讲软件的使用时，不仅

要讲传统教材所介绍的 Offi ce软件，还要讲常用

的工具软件，教会学生典型软件的使用方法，培

养其应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根据

需要来选择软件和学会自学使用新软件的能力。

进一步要介绍计算机在企事业中的应用，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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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生学习和就业后的工作平台，如数字校园、

ERP、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以便让学生能够

适应社会对学生计算机素质的要求。

充分体现文科生的特色，注意将形象思维、

逻辑思维与计算思维相结合，让学生掌握利用计

算思维和计算工具解决专业领域问题的思路，培

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与能力。文科计算机应用基

础，就应该考虑到文科学生的思维特点，在知识

的讲解和举例时，应尽量贴近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需要。少列举一些纯技术细节的例子，多举一些

能发挥文科学生的形象思维特长的生动活泼的实

例，多举一些他们在学习、生活、毕业设计中以

及到企业中真正会用到的例子。另外，充分发挥

文科学生的形象思维、发散思维的特点，在图像

处理、程序设计创意方面多加引导，以完成具有

特色的作业或作品。

2 建立“分层次+可选模块”的课程体系

在北京大学文科计算机课程的课程体系基础

上 [1]，建立了“分层次 +可选模块”的课程体系

（见表 1），确立了各知识层次及培养目标。其特

点是第二学期的课程分为网络、多媒体、数据

库、程序设计、网页设计、动态网页设计等多个

模块，全校同学可以根据自身专业需要和兴趣爱

好来选择；在第三个层次，通过北京大学计算机

设计大赛、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

该课程体层包括 3个层次，基础层、专业层

及领域层。

在基础层设置文科计算机基础（上）课程，

包括文科各专业学生都需要的计算机应用基础

知识，如计算机组成与结构、信息的表示、操作

系统、文字处理、演示文稿、电子表格、网络基

础、网络应用等。

而在专业层设置文科计算机基础课（下）课

程，包括 6个可选模块。

模块 1：多媒体技术。包括平面设计图像处

理、二维动画、数字音频处理、数字视频编辑，

常用多媒体处理软件的实用及其技巧。

模块 2：程序设计。掌握程序设计的基本

概念和基本方法以及某种编程语言，如 VB、

HTML、JavaScript 等。通过程序设计提高对

Offi ce等常用软件的应用能力。

模块 3：网络技术。掌握网络的基本知识、

WWW与 HTML的运作机制。

模块 4：网页设计。掌握网页素材收集及

制作的方法，使用软件进行网页设计，修改和维

护源代码，学习建立网站以及网站信息发布的方

法。

模块 5：动态网页。掌握程序设计基础以及

数据库基础知识，掌握动态网页的设计方法及

技能。

模块 6：数据库。掌握关系数据库的基本原

理，学习 SQL，掌握开发小型网络数据库应用系

统的方法及过程。

学生可自主选择课程及任课教师。这一方式

极大地丰富了课程的教学内容，扩大了学生的选

择空间；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可以及时增加新模

块，如 JavaScript网页编程、Android手机编程

与应用等。

这种可选模式从教学组织实现了因材施教，

满足了不同专业、不同基础学生的需要；提高了

学生的自主性、积极性；促进了课程体系与内容

的不断建设与完善。

表 1 北京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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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层次的重点是扩展学生的知识面，侧

重于利用计算机技术，在平面设计、动画设计、

学习平台设计等应用领域内，针对相关主题，开

展竞技性项目。通过举办北京大赛计算机应用

设计竞赛、邀请任课教师、研究生助教、高年级

有专长的学生举办专题技术讲座等形式，在学生

中掀起一股学习、掌握计算机应用设计知识的热

潮，促使学生在业已来临的信息时代中具备更加

全面的综合素质。

3 改革教学模式

3.1 采用“课堂讲授 +网络课程 +上机及平

时练习”的立体教学模式

作为北京大学覆盖面最广的文科课程之一，

文科计算机基础课程涉及的知识范围广，强调对

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仅靠课堂教学难以获得良

好的教学效果。多层次立体教学模式能将理论与

实践紧密结合，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在课堂上讲授核心的理论知识和关键的

技术及方法；

（2）利用具有不同内容特色的网络课程扩展

知识范围，利用教师提供的各种资源进行自主学

习和练习；

（3）每周进行上机练习，进一步理解和实践

课上内容。

3.2 采用多种考核方式，促进计算机应用能

力的培养

在课堂上教师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利用

多媒体动画课件和网络教学资源等开展教学，在

教学过程突出典型实例应用。同时我们对学生

成绩考核方法作了改进，更加注重对实践能力的

考核。期末总成绩中，平时上机实验及作业占

40%，计算机应用技能的上机测验占 20%，而期

末笔试仅占总成绩的 40%。平时的小作业以练习

课堂讲授内容为主，大作业则注重综合实践能力

的训练；利用自主研发的上机考试系统 [2]开展应

用能力测试，促使学生重视计算机应用能力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

3.3 展示优秀学生作品，促进学习交流及创

新能力培养

在各个教学班定期开展优秀学生作品展示活

动，由作品作者在全班讲解，展示独特的解决方

案、优秀的作品设计理念等。这不仅是对作者的

锻炼，同时拓展了听众的思维，激励他们自主学

习和实践。

4 加强教学网站和教学资源的建设

借助“北京大学教学新思路”教改课题，通

过教学培训及交流，教师掌握 Blackboard建设网

络课程的方法、技巧 [3]和交流课件设计的经验。

教师制作了内容丰富形式生动的 PPT教案；还通

过收集和整理相关的 Internet资源、Flash课件等，

尽力将枯燥、抽象的理论以直观形象的方式进行

讲解，并根据学生的程度和兴趣提供资源，满足

个性需求；制作了网络教学视频课件供学生课后

边看边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集结了大量典型案

例、典型作业、典型实验等供学生交流。

每一届学生学完本课程都会提交一些非常

优秀的作品。教师将这些优秀作品进行收集、整

理、展示和点评，不仅给其他同学学习借鉴这些

好的作品提供了机会，同时也方便教师将它们融

入后续的教学中，做到教学相长。教学团队成员

相互交流学习，不断完善网络课程。

5 将教学活动与“计算机应用设计大

赛”结合，突出创新能力的培养

学校创立了“北京大学计算机应用设计大

赛”，与“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接轨 [4]。

学院举办竞赛专题技术讲座，提高学生应用技能

及水平，激发学生学习计算机技能的兴趣和潜

能。教师参与大赛的组织、作品评选以及作品的

指导工作，将课堂从教室、机房扩展到整个校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jyjs201317014&LinkType=RE&Index=2&LKText=%5B2%5D%E9%92%B1%E4%B8%BD%E8%89%B3%2E%E5%9F%BA%E4%BA%8EBlackboard%E5%B9%B3%E5%8F%B0%E7%9A%84%E5%8C%97%E5%A4%A7%E6%95%99%E5%AD%A6%E7%BD%91%E5%9C%A8%E4%B8%8D%E5%90%8C%E8%A7%84%E6%A8%A1%E8%AF%BE%E7%A8%8B%E4%B8%AD%E7%9A%84%E5%BA%94%E7%94%A8%E4%B8%8E%E5%AE%9E%E8%B7%B5%5BJ%5D%2E%E8%AE%A1%E7%AE%97%E6%9C%BA%E6%95%99%E8%82%B2%2C2010%282%29%3A94%2D97%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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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jyjs201317014&LinkType=RE&Index=4&LKText=%5B4%5D%E5%88%98%E5%BF%97%E6%95%8F%2C%E9%A9%AC%E9%83%93%2E%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5%A4%A7%E5%AD%A6%E7%94%9F%E8%AE%A1%E7%AE%97%E6%9C%BA%E5%BA%94%E7%94%A8%E8%AE%BE%E8%AE%A1%E5%A4%A7%E8%B5%9B%E7%BB%84%E7%BB%87%E7%BB%8F%E9%AA%8C%E6%B5%85%E8%B0%88%5BJ%5D%2E%E8%AE%A1%E7%AE%97%E6%9C%BA%E6%95%99%E8%82%B2%2C2012%2822%29%3A53%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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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在全校学生范围内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结

合竞赛主题及形式布置课程大作业，便于学生积

极参与竞赛。教师通过竞赛掌握了学生的计算机

应用情况，也提高了自己的教学水平及能力。

“北京大学计算机应用设计大赛”已成为校

园品牌，学生参赛累计人数达上千人。2008—

2012年期间，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中国大学生

计算机设计大赛”中取得了 2个一等奖、5个二

等奖和 4个三等奖。

6 结 语

实践证明，上述改革措施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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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志敏, 马郓. 北京大学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设计大赛组织经验浅谈[J]. 计算机教育, 2012(22): 53.

 （编辑：彭远红）

及潜能，增强了学生的信息素养、实践能力以及

创新能力。来自北京大学文科院系的本科一年级

学生，多次参加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他

们以富有创意的大赛作品、娴熟的综合技术运用

以及较全面的解决方案，获得大赛一等奖。课题

组的教师曾多次参加全国性文科计算机基础教学

研讨会并介绍课程改革方案，得到来自其他院校

教师的良好反馈。下一步我们将以培养学生计算

思维能力为目标，探究一种具有文科学生特点的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方案。

行时间、内存开销、编译速度等方面的比较，更

能激发学生优化编译器的热情。

4 结 语

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计算机硬件和系统平

台，我们在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编译实习

课程中进行创新探索，并在实践过程中获得一些

经验，同时还解决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希望

能与各高校承担编译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进行广

泛交流，也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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