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学院本科生“开学不返校”期间课程线上教学安排公告表 

 

说明：1．本表按授课教师所在系/部区分，并以“排课班号”为序； 

      2．下表所列课程“线上教学群（QQ 群、微信群）”信息，请自行登陆雨课堂平台注册并进行身份绑 

定后查询获取； 

      3．加入课程微信群或 QQ 群，必须以“学号+姓名+专业名”形式验证入群，入群后须实名制修改本人 

在群内的姓名； 

      4．非本学院教师所开课程线上教学形式，须密切关注大学教务处网站（https://jwc.jnu.edu.cn/）或授 

课教师所在学院网站进行查阅。 

 

序

号 

教师 

姓名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排课班号 

线上教学形式 

具体形式 其他说明事项 

1 段婷婷 外国电影史 05043003 202021169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堂讲解+视频观摩为主。 

2 谢韩伟 影视摄影 05043038 202021171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讲解+课堂练习为主。 

3 张弢 影视剪辑 05043039 202021172 / 第 10 周开课。 

4 龚云洁 表导演基础Ⅰ 05043041 202021173 推迟授课 因疫情推迟上课，所缺课时后半学期补。 

5 罗丹 影视录音 05043040 202023036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程讲解＋回课讨论为主，结

合电影观摩。 



 

6 蒋励 
独立影像制

作 
05043050 202023037 

学堂在线国家精品课程 《影视导演艺

术》（中国传媒大学，潘桦）+微信群 

前四周布置观看学堂在线课程相关章节内容，并以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阅读+讨论为主。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next.xuetangx.com/course/CUC13031001051/

1080961 

7 罗丹 影视声音 05041023 202023045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程讲解＋回课讨论为主，结

合电影观摩。 

8 龚云洁 表演 05041117 202023049 推迟授课 因疫情推迟上课，所缺课时后半学期补。 

9 李学武 编剧Ⅲ 05043016 202024276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堂练习为主。 

10 郑伟 
导演创作实

践Ⅲ 
05043019 202024277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讲解+课堂练习为主。 

11 卫铁 社会实践 50029011 202024278 推迟授课 因疫情推迟上课，所缺课时后半学期补。 

12 龚云洁 毕业创作Ⅰ 05043051 202025036 微信或邮件 
一对一，1-9 周线上指导、10-18 周线下指导，具

体指导工作由指导老师负责。 

13 龚云洁 毕业创作Ⅱ 05043052 202025037 微信或邮件 
一对一，1-9 周线上指导、10-18 周线下指导，具

体指导工作由指导老师负责。 

14 龚云洁 毕业实习 50029002 202025038 推迟授课 
因疫情推迟，具体要求后续由所在系分别通知安

排。 

15 李学武 
动画剧本写

作 
05041108 202028089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观片+课堂练习为主。 

16 罗丹 
多轨录音与

混音技术Ⅱ 
05042131 202028213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程讲解＋回课作业点评为

主。 



 

17 郑伟 新闻采写编 05030063 202028248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讲解+课堂练习为主。 

18 郑伟 
电视节目制

作 
05032031 202028271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讲解+课堂练习为主。 

19 罗丹 
影视与动画

音乐 
05042133 202028272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程讲解＋电影观摩为主，结

合观摩讨论。 

20 蒋励 
类型电影研

究 
05013011 202028276 雨课堂+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阅读+影片观摩+讨论为主。 

21 
李鹏飞

马超 
素描Ⅱ 05040076 202021185 推迟授课 因疫情推迟上课，所缺课时后半学期补。 

22 胡杨 
动画运动规

律Ⅱ 
05041054 202021186 推迟授课 因疫情推迟上课，所缺课时后半学期补。 

23 李鹏飞 三维动画Ⅰ 05041056 202021187 
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线上教学《三维

动画》（暨南大学，李鹏飞）+微信群 

课程网站视频录播教学及论坛问答留言＋语音或

文字讨论，以课堂练习为主。 

 

在线课程网址：

http://3danimation.artsnode.com/#/home 

24 胡杨 
影视合成编

辑Ⅰ 
05041063 202021188 / 第 10 周开课。 

25 任姗 世界动画史 05041017 202023044 微信群 语音、视频或文字讨论，以阅读+观片+讨论为主。 

26 李鹏飞 三维动画Ⅱ 05041057 202023046 / 第 10 周开课。 

27 施佳欣 创作实践Ⅱ 05041090 202023047 腾讯课堂 
在线直播讲解+课后练习，作业反馈以语音一对一

讲解为主。 

28 施佳欣 
动画场景设

计 
05041100 202023048 腾讯课堂 在线直播讲解+课后练习。 

http://3danimation.artsnode.com/#/home


 

29 施佳欣 创作实践Ⅳ 05041098 202024283 腾讯课堂 
在线直播讲解+课后练习，作业反馈以语音一对一

讲解为主。 

30 周斌仲 
毕业创作

（下） 
05041115 202025043 微信或邮件 

一对一，1-9 周线上指导、10-18 周线下指导，具

体指导工作由指导老师负责。 

31 周斌仲 毕业论文 50019013 202025044 微信或邮件 
一对一，1-9 周线上指导、10-18 周线下指导，具

体指导工作由指导老师负责。 

32 周斌仲 毕业实习 50029002 202025045 / 
大部分学生已完成实习，待返校后根据专业要求提

交毕业实习材料。 

33 曾振伟 
色彩感觉与

色彩设计                                 
01009445 202026055 

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理性色彩 智

慧人生》SPOC 课程（暨南大学，曾振

伟） 

平台教学视频授课，线上测验题练习，平台互动讨

论答疑。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JNU-1002339009 

34 曾振伟 
色彩感觉与

色彩设计                                 
01009445 202026056 

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理性色彩 智

慧人生》SPOC 课程（暨南大学，曾振

伟） 

平台教学视频授课，线上测验题练习，平台互动讨

论答疑。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JNU-1002339009 

35 任姗 
中外动画历

史与文化                                 
01009583 202027589 因选课人数不足，撤班。 / 

36 周斌仲 西方美术史 01009585 202027590 
学堂在线国家精品课程 《西方美术史

十六讲》（湖北大学，王微曦等）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next.xuetangx.com/course/HUBU1301100107

9/1515507 

37 马超 
民间美术动

画研究 
05041034 202028062 腾讯会议+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学习心得短文微信提交。 

38 周斌仲 招贴设计 05041067 202028084 

中国大学 MOOC 国家精品课程 《图

形创意》（同济大学，林家阳）+ QQ

群 

图形创意设计是招贴设计的主体内容。教学以网络

资源慕课为主，另通过 QQ 群补充和共享部分教学

讲义，并组织在线讨论与作业点评。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TONGJI-100235

0001 

39 马丽娜 
动画风格研

究 
05041071 202028085 QQ 群 

在 QQ 群里发布教学任务，学生分组上传自己的每

周任务，得到反馈意见后修改。 

40 马丽娜 游戏创作 05041101 202028086 QQ 群 
在 QQ 群里发布教学任务，学生分组上传自己的每

周任务，得到反馈意见后修改。 

41 任姗 程序语言 05041109 202028087 推迟授课 因疫情推迟上课，所缺课时后半学期补。 

42 马超 
动画实践项

目 
05041112 202028088 腾讯会议+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学习心得短文微信提交。 

43 陈天硕 花鸟画技法 01009040 202021148 / 第 13 周开课。 

44 刘镇 中国书法史 05040070 202021152 雨课堂 语音、文字讨论，以课堂教学为主。 

45 朱圭铭 书法技法Ⅱ 05040071 202021153 微信群 
以学生书写并上传作品图片，老师语音或文字点评

为主，辅以老师的示范书写。 

46 谢光辉 汉印技法 05040110 202021154 QQ 群 图片、视频和语音讲授。 

47 柯鸿坤 线性素描Ⅱ 05040114 202021155 
在线课程中心 

（超星） 
语音或视频授课，以及观看视频。 

48 林春华 中国美术史 06010057 202021156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讲解+课堂练习为主。 

49 吕伟 古代汉语 05011132 202023018 雨课堂 语音或文字讨论，同时布置作业。 

50 陈天硕 中国画技法 05040010 202023019 / 第 13 周开课。 



 

51 柯鸿坤 
中国古代画

论 
05040065 202023020 

在线课程中心 

（超星） 
语音或视频授课，语音或文字讨论。 

52 蔡显良 
书画鉴定学

概论Ⅰ 
05040068 202023021 微信群+腾讯会议 微信群语音或文字讨论，辅助使用腾讯会议授课。 

53 朱圭铭 书法技法Ⅳ 05040072 202023022 / 第 13 周开课。 

54 陈志平 文献学概要 05040080 202023023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讲解+课堂练习为主。 

55 
刘镇 

谢光辉 
篆刻技法 05040111 202023024 微信群+雨课堂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堂技法练习为主。 

56 刘镇 
中国书画工

具材料史 
05040063 202024271 雨课堂 语音、文字讨论，以课堂练习为主。 

57 朱圭铭 毕业创作 05041051 202025029 微信或邮件 
一对一，1-9 周线上指导、10-18 周线下指导，具

体指导工作由指导老师负责。 

58 朱圭铭 毕业论文 50019006 202025030 微信或邮件 
一对一，1-9 周线上指导、10-18 周线下指导，具

体指导工作由指导老师负责。 

59 朱圭铭 毕业实习 50029003 202025031 推迟授课 
因疫情推迟，具体要求后续由所在系分别通知安

排。 

60 柯鸿坤 美术鉴赏                                           01009041 202026119 
在线课程中心 

（超星） 
阅读观片、语音或文字讨论。 

61 林春华 
中国美术作

品赏析 
05040008 202027802 微信群 

授课方式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讲解+课堂练习为

主。 

62 杨小玲 院体画研究 05040048 202028038 微信群 
通过图片、文字、语音授课、指导、答疑，辅以一

对一的方式指导。 

63 蔡显良 
书法流派与

风格 
05040090 202028039 微信群+腾讯会议 微信群语音或文字讨论，辅助使用腾讯会议授课。 



 

64 朱圭铭 行草创作 05040098 202028041 微信群 
以学生书写并上传作品图片，老师语音或文字点评

为主，辅以老师的示范书写。 

65 方楚乔 山水画创作 05040107 202028042 / 第 11 周开课。 

66 吕伟 
文学作品导

读 
05043021 202028050 雨课堂 语音或文字讨论，同时布置作业。 

67 宋扬 
曲式与作品

分析Ⅱ 
05042015 202023002 腾讯课堂 PPT 讲解，谱例分析，音视结合，作业批改。 

68 刘弋珩 
钢琴主科课

Ⅳ 
05042019 202023003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堂讲解+练习为主。 

69 孙璐莎 
作曲主科课

Ⅳ 
05042117 202023004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下完成的作品讲解为主。 

70 王桢 
声音设计与

音效制作 
05042132 202023005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作品点评为主。 

71 刘弋珩 
室内乐与伴

奏Ⅳ 
05042148 202023006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堂讲解+练习为主。 

72 王桢 
电脑音乐主

科课Ⅳ 
05042162 202023007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作品点评为主。 

73 陈志帅 
钢琴主科课

Ⅵ 
05042021 202024257 微信 

视频或语音、文字检验学生学习进度，给予指导和

讨论。 

74 欧阳菁 钢琴文献Ⅱ 05042025 202024258  微信群和腾讯会议
视频或语音、文字检验学生学习进度，给予指导和

讨论。 

75 孙璐莎 
作曲主科课

Ⅵ 
05042119 202024261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下完成的作品讲解为主。 

76 陈志帅 
室内乐与伴

奏Ⅵ 
05042150 202024262 微信 

视频或语音、文字检验学生学习进度，给予指导和

讨论。 

77 王桢 
电脑音乐主

科课Ⅵ 
05042164 202024263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作品点评为主。 



 

78 刘弋珩 
钢琴主科课

Ⅷ 
05042023 202025012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堂讲解+练习为主。 

79 孙璐莎 
作曲主科课

Ⅷ 
05042121 202025014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下完成的作品讲解为主。 

80 王桢 
电脑音乐主

科课Ⅷ 
05042128 202025015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作品点评为主。 

81 刘弋珩 
室内乐与伴

奏Ⅷ 
05042152 202025016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堂讲解+练习为主。 

82 刘弋珩 毕业音乐会 05042168 202025018 微信或邮件 
一对一，1-9 周线上指导、10-18 周线下指导，具

体指导工作由指导老师负责。 

83 

王桢 

孙璐莎

宋扬 

毕业作品 05042169 202025019 微信或邮件 
一对一，1-9 周线上指导、10-18 周线下指导，具

体指导工作由指导老师负责。 

84 王和松 音乐欣赏 01009158 202026054 因选课人数不足，撤班。 / 

85 陈志帅 
钢琴主科课

Ⅷ 
05042023 202028063 微信 

视频或语音、文字检验学生学习进度，给予指导和

讨论。 

86 陈志帅 
室内乐与伴

奏Ⅷ 
05042152 202028064 微信 

视频或语音、文字检验学生学习进度，给予指导和

讨论。 

87 宋扬 配器 05042114 202028101 / 虚拟排课。录入成绩之用，不上课。 

88 刘弋珩 
室内乐与伴

奏Ⅵ 
05042150 202028211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堂讲解+练习为主。 

89 刘弋珩 
钢琴主科课

Ⅵ 
05042021 202028212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堂讲解+练习为主。 

90 陈志帅 
室内乐与伴

奏Ⅳ 
05042148 202028214 微信 

视频或语音、文字检验学生学习进度，给予指导和

讨论。 

91 欧阳菁 室内乐与伴 05042148 202028215  微信 视频或语音、文字检验学生学习进度，给予指导和



 

奏Ⅳ 讨论。 

92 陈志帅 
钢琴主科课

Ⅳ 
05042019 202028216 微信 

视频或语音、文字检验学生学习进度，给予指导和

讨论。 

93 欧阳菁 
钢琴主科课

Ⅳ 
05042019 202028217  微信

视频或语音、文字检验学生学习进度，给予指导和

讨论。 

94 宋扬 
西方流行音

乐 
05042135 202028218 腾讯课堂 PPT 讲解，谱例分析，音视结合，作业批改。 

95 陈雪雨 
影视技术概

论 
05043036 202021170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优质资源、阅读学习为主。 

96 叶志海 艺用解剖 05041116 202021189 / 第 10 周开课。 

97 张璐 西方音乐史Ⅱ 05042008 202023001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堂讲解+课堂练习为主。 

98 刘星 视听语言Ⅲ 05043005 202023035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讲解+课堂讨论为主。 

99 吴偲 
中国书画收

藏鉴赏史Ⅱ 
05040067 202024272 雨课堂+微信群 

视频、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上讲解、课下练习为

主。 

100 叶志海 形势与政策 01010024 202025028 推迟授课 因疫情推迟上课，所缺课时后半学期补。 

101 杨金 
歌剧音乐剧

鉴赏                                     
01009569 202026064 雨课堂+QQ 群 

通过雨课堂布置欣赏任务、组织讨论，学生自由选

择视频平台完成观赏任务，并两周提交一次观后

感。 

102 杨金 音乐欣赏                                           01009158 202026065 
中国大学 MOOC《中外音乐欣赏》（北

京师范大学，郭兰兰）+QQ 群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NU-100324400

8 

103 陈雪雨 影视鉴赏                                           01009478 202026089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优质资源、影片观摩为主。 



 

104 周慧 音乐欣赏                                           01009158 202026134 
中国大学 MOOC 中外音乐欣赏》（北京

师范大学，郭兰兰等 5 人）+雨课堂 

线上优质课程资源学习为主，辅以雨课堂进行课前

引导及讨论、布置课下作业、教学互动。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NU-100324400

8?tid=1003476006 

105 周慧 音乐欣赏                                           01009158 202026136 因选课人数不足，撤班。 / 

106 张璐 音乐欣赏                                           01009158 202026137 
中国大学 MOOC《中外音乐欣赏》（北

京师范大学，郭兰兰）+QQ 群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NU-100324400

8?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iphoneShare&

utm_campaign=share 

107 吴偲 美术鉴赏                                           01009041 202026159 因选课人数不足，撤班。 / 

108 吴偲 书法鉴赏                                           01009268 202026160 雨课堂+QQ 群 视频、语音或文字讨论、学习为主。 

109 吴偲 美术鉴赏                                           01009041 202026161 雨课堂+QQ 群 视频、语音或文字讨论、学习为主。 

110 吴偲 书法鉴赏                                           01009268 202026162 因选课人数不足，撤班。 / 

111 尹靖 音乐欣赏                                           01009158 202026236 
中国大学 MOOC《中外音乐欣赏》（北

京师范大学，郭兰兰）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NU-100324400

8 

112 尹靖 音乐欣赏                                           01009158 202026237 
中国大学 MOOC《中外音乐欣赏》（北

京师范大学，郭兰兰）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NU-100324400

8 

113 尹靖 音乐欣赏                                           01009158 202026238 
中国大学 MOOC《中外音乐欣赏》（北

京师范大学，郭兰兰）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NU-100324400

8 



 

114 尹靖 音乐欣赏                                           01009158 202026239 
中国大学 MOOC《中外音乐欣赏》（北

京师范大学，郭兰兰）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NU-100324400

8 

115 刘星 影视鉴赏                                           01009478 202026240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课讲解+课堂讨论为主。 

116 祁静 音乐欣赏                                           01009158 202026278 因选课人数不足，撤班。 / 

117 彭宇欣 影视鉴赏                                           01009478 202026279 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以播放线上优质课程和讨论为

主。 

118 

胡翔

龙，赵

志清 

美术鉴赏 01009041 202026302 
中国大学 MOOC《书法课堂》（东北大

学，朱利）+腾讯会议 

通过雨课堂布置课程作业。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EU-100193300

4 

119 胡翔龙 书法鉴赏 01009268 202026303 
中国大学 MOOC《书法课堂》（东北大

学，朱利）+腾讯会议 

通过雨课堂布置课程作业。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EU-100193300

4 

120 周慧 音乐欣赏                                           01009158 202026356 
中国大学 MOOC 中外音乐欣赏》（北京

师范大学，郭兰兰等 5 人）+雨课堂 

线上优质课程资源学习为主，辅以雨课堂进行课前

引导及讨论、布置课下作业、教学互动。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NU-100324400

8?tid=1003476006 

121 周慧 音乐欣赏                                           01009158 202026357 
中国大学 MOOC 中外音乐欣赏》（北京

师范大学，郭兰兰等 5 人）+雨课堂 

线上优质课程资源学习为主，辅以雨课堂进行课前

引导及讨论、布置课下作业、教学互动。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NU-100324400

8?tid=1003476006 

122 彭宇欣 戏曲鉴赏                                           01009582 202027588 因选课人数不足，撤班。 / 

123 尹靖 
中外民族音

乐赏析 
05042103 202027801 

中国大学 MOOC《中外音乐欣赏》（北

京师范大学，郭兰兰） 

在线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NU-100324400

8 

124 吴偲 
民间美术考

察 
05040095 202028040 雨课堂+微信群 语音或文字讨论，课堂练习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