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将军告诉你一个强大的中国

《军事理论》《超级大课堂》

“东西部联盟的《军事理论》慕课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高校学生都愿意去学，这是因为中国

高校与中国著名将军的联合，这些优质教学资源精彩的演绎了中国视角、中国力量、中国精

神。”

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国防大学等9校的军事名师携手中国著名将军，在这里埋下中国军事教育创新的萌芽

教育部体卫艺司长王登峰

在教育部体卫艺司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下

2015年秋冬学期《军事理论》共享课程教学改革试点学校征集中

黄荣国-复旦大学

房   兵-国防大学

王洪福-国防大学

林建忠-国防大学

刘云飞-东北大学

徐泽平-贵州大学

等15位授课教师

2015年4月14日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12月2日 

2014年11月4日 2014年10月14日   2014年9月23日 

杨利伟将军

“勇于担当、共筑梦想”

尹卓将军

“中国的海上安全

    与钓鱼岛问题”

孙南京将军 

“中国梦、将军梦、

人生梦”

乔松楼将军

“战争、国情与使命”

黄培义 将军

“中国国防和军事战略”

朱成虎 将军

“国家安全形势”



《艺术与审美》《超级大课堂》

中国式慕课，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美育之路

课程总策划

叶   朗

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

现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

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任，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

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教育部普通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第九

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正在征集试点学校，欢迎联系

党中央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美育教育
国家把美育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作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方
面、作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

 “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

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

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

——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2014年10月15日

——刘延东 ［推动艺术教育以美育人以文化人］2015年4月19日

——袁贵仁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会议］2015年3月2日

 “要面向全体学生，将艺术教育贯穿各级各类教育，开齐上好艺术课，坚持课堂教学、课外活

动、社会实践三位一体，让每个学生都享有接受艺术教育的机会。要多渠道解决师资短缺特别是

农村“缺师少教”问题，不拘一格聘请名家大师进课堂。要利用信息化手段，使农村、边远、贫

困和民族地区学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美育是心灵的教育，是提升一个人、一个学校、一个社会基本素质的重要途径。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学校美育，要深刻认识加强学校美育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以

更加自觉的行动、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快推动学校美育工作明显改观。” 



《超级大课堂》

教是微分，学是积分，高数慕课引你走进微积分！
《高等数学》A、B、C、D尽在高数慕课，凭你所需，任你所选

郑志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副校长

方新贵

北京大学

副教务长

吴泉水

复旦大学

上海数学中心常务副主任

彭联刚

四川大学

数学院院长

林亚南

厦门大学

数学院院长

柳  彬

北京大学

数学副院长

杨小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冠香-北京大学             庄平辉-厦门大学             朱   瑞-四川大学             周  杨-四川大学  

朱慧敏-复 旦 大 学            金    路-复旦大学             林建华-厦门大学             闵心畅-四川大学            陈  丽-四川大学

策划团队精心遴选来自5所大学的优质数学名师，信得过的选择，看得见的品质。

来自 教育部高等学校数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6位专家、学者共同指导、策划

《高等数学》



《超级大课堂》

彭裕文
复旦大学教授
知名解剖学家

杨  震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副主任医师

陈勤奋
上海华山医院血液科

副教授

闻玉梅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医学，是人的学科，属于全人类；
且听院士、哲学家、教育学家、医生对医学中人文因素的解读，共同探索中外医学中的哲学智慧，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生

命的意义。

向2015年春夏学期中多位在这里付出过的院士、终身荣誉教授致敬!

课
程
原
创
团
队 俞吾金

复旦大学教授
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

4月11日第一次直播课 闻玉梅院士主讲《实践·

坚持》

4月25日第二次直播课 戴克戎院士与胡庆澧先生

共同探讨《医学伦理与理念》

5月16日第三次直播课 闻玉梅、秦伯益两位院士

将携手带来《呼唤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

《人文与医学》



《超级大课堂》

中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德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印度科学院外籍院士

“五院”院士诠释基因组学的奥秘，推演人

类生命进化

让我们的生命更多彩
人类基因图谱、遗传病因的根源、人体器官的克隆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类生命科学领域的探索

里程碑中，基因组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

人类对基因深入的研究，与人伦、道德牵绊逐渐凸

显。

《基因组学与人类未来》彰显院士心中的对生命科

学的发展期许与人文情怀

《基因组学与人类未来》

杨焕明院士



《超级大课堂》 《食品安全》

识“食物”者为俊杰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国内食品安全“乱象”信息充斥每天的生活。国人对“吃”之一字的关注不仅再是吃的营养，更要吃的健康、安全。日

用饮食的安全相关知识成为了当代人必备技能。在虚假信息中吃得“恐慌”，不如学一门课，让自己吃得惬意。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等14所知名大学

18位食品安全领域的知名专家、学
者

联合打造中国普及性的“食品安全”
知识，让你成为餐桌上的明白人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继续学习参加考核，

［国家食品安全员］

执业资格证书。



大学生的第一堂人生
“基础课”
驾驭理想、追逐自由，活出生命的质地
没有枯燥的道理、没有灌输的讲授

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人民大学
10校共同策划、建设

主讲教师:
陈大文 上海理工           陈金华 复旦大学
陈  果 复旦大学            施索华 上海交大
王  易 中国人大            等23位老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超级大课堂》

高国希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课程策划团队

万人“思修”大课堂



《超级大课堂》

生命,刻不容缓！

适当提升国民的医学知识和素质

          呼唤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

                    树立面对事故现场进行急救的信心

                              让每一个珍贵的生命都都多一分希望

《灾难救援》

黄钢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副院长

陆斌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教务处副处长

课程策划团队:

从医学院到医院，十数名经验丰富的临床专家亲自授

课，希望帮你涉险时能自助、自救、救人

上 海 交 大 医 学 院       上海市中山医院
上 海 市 仁 济 医 院       上海市瑞金医院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跟着历史学家学历史，感受历史背后的“历史”！跟着历史学家学历史，感受历史背后的“历史”！

《欧洲文艺复兴启示录》《超级大课堂》

欧洲“文艺复兴”是“古典文

化的再生”，还是“近代文化

的开端”；

是“复兴”，还是“创新”；

文艺复兴的许多巨人，在“万

马齐喑”的封建高压下，用

笔、舌或剑同封建制和天主教

会展开了怎样的殊死斗争，才

创造出了崭新的光辉灿烂的精

神文明？ 

欧洲“文艺复兴”是“古典文

化的再生”，还是“近代文化

的开端”；

是“复兴”，还是“创新”；

文艺复兴的许多巨人，在“万

马齐喑”的封建高压下，用

笔、舌或剑同封建制和天主教

会展开了怎样的殊死斗争，才

创造出了崭新的光辉灿烂的精

神文明？ 

带领你迎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暴风雨, 观赏文艺复兴掀起的惊涛骇浪！带领你迎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暴风雨, 观赏文艺复兴掀起的惊涛骇浪！带领你迎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暴风雨, 观赏文艺复兴掀起的惊涛骇浪！

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

朱孝远

留美历史学博士
欧洲中世纪史专业方向博士生导师



沟通，链接世界的力量沟通，链接世界的力量

《职场沟通》《超级大课堂》

数千位职场精英的“沟通技术”
提升教练

国内知名职业培训师，毕业于华东师范
大学心理学系。专职“职场沟通”培训
11年。

700余家“世界500强”名企、知
名跨国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选择

沃尔沃、大众、西门子、美的、华为、
联想、百度、三菱日联银行，中国交通
银行⋯⋯

《职场沟通》“百里挑一”等你
来战

1. 通过课程学习，成绩优异者有机会参

与该活动

2. 通过活动，学生将有机会直接对话知

名企业人力资源经理组成的面试团

学员感受：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通过生动的小故
事，得出正确的思维和剖析。
                              ——中石化学员
比较生动，剖析力较强，有启发性。
                     ——诺基亚西门子学员

今年大学生毕业人数突破749万，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
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大学生们该何去何从？
未入职场先学沟通，提升职场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