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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类通识核心课程建设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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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理工科特别是信息类的通识核心课程缺乏系统的建设，普遍没有教学团队的支持，

JE_z．科教师在承担通识类课程的时候通常注重传授知识，而较少深入思考，缺少整体性、综合性和广

博性。文章在探讨跨学科的信息类通识核心课程组织、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指出教学模式应变“教”

为“导”，营造互动的课堂氛围，坚持将课程内容和现实问题相结合，以生动形象的影像资料配合课

堂教学，并使用动手实验强化学习效果，开设小班讨论扩展学生思维。结果表明：革新后的信息类通

识核心课程能有效增强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帮助学生领会信息技术所蕴涵的科学思想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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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particular core curriculum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in—

formation lack of systematic construction，and generally do not have the support of teaching team，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eachers bearing the liberal COUrses usually emphasize on impaaing knowledge I
and less deep

thinking ，lack of integrity-comprehensive and extensiv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re curric—

ulum organization and teaching aim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information-proposes that teaching mode should

transform from”Teaching”to”Guiding”-create an interactive classroom atmosphere。adhere to combines

the course content with the real problems-and use lively video data to match up with classroom instruction，

and apply hands—on labs to enhance learning effectiveness，open a small class discussion to expand students

’thinking．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core curriculum of

tively enhance the students’ability to think logically and

scientific though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eneral education of innovative information can effec-

Can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essential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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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的本科教育发展至今，在教育

模式、教育规模、教学体系和就业制度等方面发

生了深刻的变革。从教育模式来看，开始从苏联

模式变成模仿美国模式，采用了学分制、模块

化、个性选择等方式，慢慢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

和学习能力的培养。从教学体系来看，研究生制

度的建立使得本科的专业化教育需求大为降低，

对本科教育的基础性要求、特别是思维方式、学

习能力等大大增强。从就业制度来看，从早期的

包分配到当前的自主择业，需要本科生具有更宽

的知识面和更强的应对未来的能力。

从上述我国大学教育的变迁分析，本质上我

国大学教育开始向本科生的通识教育模式发展，

即本科教育给学生的是全面的、基础性的教育和

训练，而非单纯的专业教育或直接面向学生就业

的职业培训。从我国转型走向可持续发展、创新

性发展的角度看，通识教育需求既具有必然性，

也具有必要性。前几年我们的通识教育多处于结

构形式设计阶段，主要着眼于自上而下的框架制

度建立，具体讨论的也多是通识教育的定义与特

点、通识教育的实施方式(或模式)等。例如

在具体实施方式上，国内一般认为主要有下面3

种典型类别⋯：

第一类是通识教育对所有本科生统一要求的

大学，例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

等。

第二类是通识教育课程对文科生和理工科学

生区别要求的大学，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代表。一

般对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要求比较

高，但对文科生的自然科学要求则比较低。

第三类是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特别是麻省

理工学院(MIT)，其通识教育课程的特点在于

自然科学的要求不同：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

自然科学课程多为所谓的“非专业的科学课”

(以观念介绍为主的导论课)，而MIT的自然科

学通识课程则是专业性的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等课程，类似我国理工科大学的本科专业

课‘21。

复旦大学历史上就是以文理为主的大学，在

通识教育的尝试中更多类似普林斯顿大学区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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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和文科学生的安排(按大类招生学习)，这

主要是因为我国现在从高中开始就已分文理，短

期难以改变，因此至少在近期内，大学通识教育

课程以区别要求文科生和理工科学生比较实际。

一、信息类通识课程面临的问题

随着通识教育的普及和深人，如何提高通识

教育的质量、防止通识教育走样以及如何使通识

教育符合中国的实际等问题逐步显现。特别是理

工科的通识课程建设，碰到了很多实际的问题：

(一)发展空间受到公共必修课制约

仅从学分比例看，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

占总学分的比例已达到1／4～1／2，但具体来看，

占据大部分学分的通识教育必修课突出强调了思

想政治教育(“两课”)、工具技能掌握(外语、

计算机)以及服务于专业学习的自然科学基础

教育(数理化)，内容及学习形式过于单一，没

有很好地体现通识教育精神。各高校很难根据通

识教育理念和目标自主设计公共必修课，而是把

通识教育的重任交给了“通识教育选修课”旧J。

与必修课的强制性和专业课的有用性相比，

通选课的“选修性”和“无用性”直接影响到

它在师生心目中的地位。再加上通识教育选修课

学分不多，被必修课程挤压在一个小小的角落，

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无论是课程的质量、

分量还是地位，仅靠通识选修课都难以担负起实

现通识教育目标的重任。

(二)师资短缺现象突出

通识课程的“教化”作用使其看似容易，

实则对教师的知识结构、学术造诣、人文素养及

教学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高校的理工科

教师一般都有博士学位，因而也有自己的研究方

向和课题，不可避免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专长。

因此要开出跨学科、综合性、文理渗透的通识教

育课程，就需要教师先期突破知识结构单一的缺

点。尤其是颇需要加强人文教育的理工科大学，

人文师资匮乏的矛盾更为突出HJ53‘55，仅靠一两

个教师很难开设跨学科、综合性的通识课程。目

前各大学普遍没有专门机制将分散在不同学科专

业的教师整合起来，进行通识课程教学。由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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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原因，教师讲授通识教育课程的积极性普遍不

高。承担通识教育课程对教师的科学研究、职级

晋升、同行承认、经济收入等都很难带来益处。

因此，要想走出通识教育课程教学面临的师资瓶

颈，除了加强对教师队伍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外，

还须在政策激励和引导、制度保障上下功夫。

(三)建设与管理受到现行大学组织制度制

约

现代大学普遍形成了按照学科专业划分院系

的组织机构，学科专业教育在其中占有主导地

位。没有学科归属的通识教育如何在大学中占有

一席之地?通识教育何以得到重视和发展?这恐

怕是通识教育面临的根本性制度困境。以课程的

组织和管理为例，在本科课程体系的3大类课程

中，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教育主要由各专业院系组

织和管理，并为“自己的学生”讲授；而公共

基础课(通识课程)则由专业院系为全校各院

系的学生提供，一般由教务处进行组织和协调，

并根据各院系承担的教学工作量核算编制和经

费。在这样的课程管理机制中，显然亲疏有分，

内外有别。更何况在学科、专业占主导地位的大

学里，教师首先追求的是在专业研究领域的成就

和同行的认可，院系也更重视自身的学科专业建

设，很少花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来精心规划和执行

通识教育课程。目前，国内有的大学也建立了类

似组织，如清华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复旦

大学的复旦学院等。但如果让它们真正负起规划

和统筹通识教育课程的重任，既要赋予它们一定

的课程规划和管理权限，也要提供足够的课程建

设经费，以保证它们吸引到各专业院系的优秀师

资开设高品质的通识课程。即便如此，在专业院

系林立的大学里，没有学科专业归属的通识教育

机构还常常处于“无权无势”的尴尬位

置‘4]53—55。

总的来说，目前理工类的通识课程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

二、信息类通识核心课程的建设

基于上述思考，复旦大学的信号类教学团队

做了精心的布置，考虑到一般通识教育的核心课

程设计都以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为主，而在自

然科学中又主要围绕着传统学科展开，所以针对

工程应用类学科的特点开设感知社会的信号与图

像这一课程，研究工程应用类课程是否能够作为

通识教学的核心课程，课程的内容和教授方式应

该如何设计才能更好地体现通识教育的精髓?希

望从通识教育的底层元素——课程建设和内容设

计人手，以信息科学这一发展历程恰恰能够体现

当今学科发展两大趋势的应用学科，尝试在当前

通识教育普遍以人文、经典为主调的课程设置中

加入一些自然科学中的新鲜血液，让学生从一个

不同的角度审视人类知识体系的发展和科学思想

的发展，感受一下“博”与“专”相互统一对

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MJ。同时探索工程应用类

学科是否能够在通识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及若

要进入通识教育，此类课程应该如何设计的问

题。

我们希望把感知社会的信号与图像这一工程

应用领域为主的课程开设成一门文理交融、重视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通识教育课程。这门

课程属于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6大模块中

的“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模块”。同一模块中还

包括了其他11门自然科学领域的课程。分析后

我们发现，同一模块中已有的课程多属于自然科

学中的传统学科或相对“单一”学科，体现现

代科学发展特点(多学科交叉、人文自然学科

交叉)的“应用型”学科较少∞。7 J。因此，如

何让这门课符合通识教育的目的和精髓是我们探

索的主要目的。具体思路是：

(一)兼顾通识教育大方向和工程应用学科

自身特点确立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

课程以对信息学科感兴趣的本科大一学生为

对象，从信息处理的两个基本媒介——信号和图

像分析、处理的特性出发，以El常生活中的具体

实例形象地说明信号和图像是如何对社会进行

“感”和“知”的，旨在提高学生对信号和图像

分析处理等应用科学研究的兴趣，培养学生学术

探索和技术创新的精神，达到提高学生人文修

养、打开学生思想视野、提高其独立思考能力和

学术创新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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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从若干个目前的社会热点和与人类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人手，讲解有关的信息技术

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帮助学生领会信息技术

所蕴涵的科学思想要点。考虑到本科新生知识结

构和学习方法的特点以及通识教育的理念，在讲

授方式上主要侧重于介绍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基本

原理和科学思想，通过分析同一问题不同信号和

图像处理方法的特点，使学生了解信号和图像分

析、处理的方法论及其应用前景。

目前的教学内容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

信号和图像分析、处理的特性。通过图片、视频

概述生活中的信号和图像分析与处理方法，介绍

信号和图像分析与处理的发展史、核心思想和方

法论，构建信息大厦的基石。第二部分讲授如何

“感”社会。包括如何获取和采集各种基本信号

(包括声音、图像、体温、脉搏等)、图像、视

频以及通过最新的物联网例子讲解智能化、网络

化的信息采集方式和方法。第三部分介绍如何

“知”社会。包括语音识别及应用，生物医学电

信号，股票分析与人口预测中的信号分析，生物

特征识别(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医学诊断

中的图像分析与处理，机器人及其应用，心理学

模型建立和分析，社会行为学的模式识别和分析

等。

为了评估教学效果，采用课前问卷调查与课

后小组讨论报告相结合的方式了解学生在学习该

课程后思维方式上的变化。

(二)以通识教育思想为先、以人为本设定

课程的基本要求

具体要求学生了解：课程所介绍的信息论中

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信息发展史中一些重大发现

的内容和意义，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创新思维和突

出贡献以及一些信号、图像分析与处理的研究方

法。在上述基础上认真思考和体会在“感知社

会中的信号和图像”的重要意义，包括：思考

科学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推动和人类的需求对

科学技术的反推动的互动过程，著名科学家的成

功之路是什么?向他们学什么?思考人文科学中

的思想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以及自然科学

研究方法在丰富人文科学研究手段中的积极作
·90·

用，体会对真善美的追求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

的共同目标，消除两种文化隔阂的重要性等。

(三)教学方式上充分利用工程应用学科特

点虚实结合，由实际操作引导思想升华

具体的教学方式考虑以课堂讲授为主，配以

一定课时的实验讨论课，并穿插多媒体教学

(展示信号图像分析与处理技术在应用方面的精

彩资料，如图片、教学VCD等)，利用学校信息

学院电子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的优势，通过软硬

件相结合的课堂示范实验，激发学生动手能力，

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避免一般理论教学

中容易产生的“眼高手低”的毛病。课程的考

核方式则考虑兼顾平时的表现与最后知识的掌

握，总成绩按平时成绩和课堂互动(20％)、实

验和报告(30％)和开卷期末考试(50％)的

比例加权得出。

三、感知社会的信号与图像通识核心课程的

实践

在复旦大学书院对于通识核心课程的支持

下，利用了学院信号类课程教学团队的力量，包

含了来自电子工程、微电子、通信、光学等6个

学科十多位在信息领域长期授课的教师资源，群

策群力，精心设计课程内容，多方调研和准备，

于2012年开设了感知社会的信号与图像的课程，

并已进行了连续两个学期的授课实践。每周一次

课程，每次2个学时。选课人数达到86人，其

中包括新闻传播学类、自然科学实验班、电子信

息科学类、中国语言文学类、英语、哲学、数

学、法学、心理学、临床医学、软件工程、社会

科学实验班、经济管理实验班、技术科学实验班

等。我们在教学中进行了一些实践探索。

(一)面对学生特点，及时调整教学内容

学生大多是大一新生，对信息方面的科学家

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们在较为枯燥的信息论环节

添加了关于科学家的介绍，将科学家的理论和他

(她)本人的生平结合起来，学生非常感兴趣。

另外，一些来自文科的同学对于数学推导有畏难

情绪，但是在教授过程中为了达到目的，必须使

用数学语言，因此我们特制了图表和动画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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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让枯燥的公式运动起来。同时结合语音识

别和图像识别，组织学生进行了小规模的参与性

游戏，极大地调动了课堂的气氛。

(二)设置讨论课，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图像识别课程结束后，布置使用adobe专业

软件进行视频处理的实验，并组织小班讨论。讨

论课上，将学生分成大组，大组内再分成两三人

的小组。请助教将事先准备的复印件分发到小组

成员手中，请他们在规定时间内阅读，每个人提

炼出不超过50字的观点(作为总成绩的一部

分，占10％)，然后小组讨论，提炼出该小组的

综合观点。随后进行大组讨论，各选出一个主持

人在中间负责组织和整合各大组的综合观点，随

后分别在黑板上写下各大组提炼的观点。教师点

评两组观点的异同后，进行针对上述各种观点的

自由辩论。讨论班是基于实验开展的，是以成果

为基础的交流。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新鲜的体

验。我们希望学生敢于有理有据的在公众面前自

由表达内心的想法，以改变“填鸭”式的教学

模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进行论文写作培训，让学生学会充分

理解并尊重他人的思想

通识教育要强调人的“技性”，也要强调人

的“心性”，因此在强调学生知识富集的同时，

也要唤醒他们内心的创造力和宽容的天性。我们

在布置课后作业时，给学生一个写作的题目，请

他们自己找参考文献，阅读后提炼和整合别人的

观点。同时提供一个规范的学术论文范本，请他

们按照格式写作。目的是培养学生学会善于从自

己的分析中提炼最有意义的思想内容，然后以规

范的方式表达出来。

(四)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

在学校的通识核心课程网站上公开课件，便

于学生下载学习，并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进行课后

和考前的答疑；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录音，及时

进行教学总结和改进。在课堂上增加学生参与的

环节，采用游戏和体验实验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兴

趣，将较为枯燥的公式教学变成生动活泼的理念

学习。比如在讲解信息获取的时候，邀请学生上

台参与表演“你做我猜”的游戏，从实践中让

学生体会图像、文字和语音对人类获取信息的重

要意义。在物联网环节，增加了最新的“玻璃

的世界”的未来科技预测的演示，学生在未来

的信息科技改变生活的强烈震撼下，也把课堂的

知识和理念深深映人脑海。

四、总结

通过感知社会中的信号与图像这一新设通识

教育核心课程的教学实践，为工程应用这一类强

调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进行科学探索的学科进入

通识教育核心体系中自然科学模块积累经验。目

前达到了以下初步结果：

第一，利用工程应用学科贴近生活的独特优

势，从学生H常生活中的常见实例和最新热点

(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热点)出发

形象地说明信号和图像如何对社会进行“感”

和“知”，讲解信息技术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引发学生对信号和图像分析处理的兴趣

(包括文科学生利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帮助人文

科学研究和理工科学生从哲学思想的高度分析指

导应用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帮助学生领会信

息技术所蕴涵的科学思想要点，培养学生学术探

索和技术创新的精神，达到提高学生人文修养、

打开思想视野、提高其独立思考能力和学术创新

能力的目的。

第二，在课程讲授方法上，不仅与专业课中

以理论、原理、算法为核心的方式不同，而且也

区别于科普讲座中罗列现象、普及专业名词的做

法。主要侧重于介绍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基本原理

和科学思想，通过分析同一问题不同信号和图像

处理方法的特点，使学生了解信号和图像分析、

处理的方法论及其应用前景，加强学生从同一学

科的不同角度以及不同学科视角来观察生活中的

同一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

第三，针对工程应用类学科在科学探究过程

中强调实验观察和动手实践的特点，课程除了常

规课堂讲授外，还配以一定课时的实验讨论课，

通过软硬件相结合的课堂示范实验，激发学生、

尤其是文科类学生的动手能力，加深对所学各种

理论知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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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在助教人数的合理配置、助教作

用的进一步发挥、实验环节的多样化等方面，还

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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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设环境通识课程，培养学生环境素养，这

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只有人类真正了

解环境、掌握与环境和谐相处之道，在行动上符

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才能真正改变当今世

界污染加剧、环境恶化的困境。因此，环境通识

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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