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英语教学部本科课程延迟开学期间在线教学安排 

 

各位同学： 

    在本学期延迟开学期间，公共英语教学部各本科课程在线教学具体安排如下，请

同学们认真阅读下表，明确所选课程的授课方式及授课平台，尽快入班，做好在线学

习的各项准备。 

 

推迟开学期间公共英语课程线上教学方式说明 

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教

师 

授课方式（可填写一种或多种） 

SPOC 

（请选择平台） 

直播授课 

（请选择平台） 

慕课学习 

（请选择平台） 

其他 

（填写具体方式） 

0517 基础英语Ⅱ C 肖雁 智慧树    

0518 基础英语Ⅱ C 宋扬  学堂云+雨课堂  iSmart 系统的慕课 

0519 基础英语Ⅱ C 肖雁 智慧树    

0520 基础英语Ⅱ C 李静 学堂云+雨课堂 学堂云+雨课堂   

0521 基础英语Ⅱ C 李静 学堂云+雨课堂 学堂云+雨课堂   

0522 基础英语Ⅱ C 程梅 学堂云+雨课堂    

0523 基础英语Ⅱ C 程梅 学堂云+雨课堂    

0524 基础英语Ⅱ C 谭福红  学堂云+雨课堂   

0525 基础英语Ⅱ C 谭福红  学堂云+雨课堂   

0526 基础英语Ⅱ C 肖雁 智慧树    

0527 基础英语Ⅱ C 肖雁 智慧树    

0528 高级英语综合技能 2-2 Armin 学堂云+雨课堂    

0529 高级英语综合技能 2-2 Armin 学堂云+雨课堂    

0530 高级英语综合技能 2-2 Michael 智慧树    

0531 高级英语综合技能 2-2 Michael 智慧树    

0532 高级英语综合技能 2-2 Ann 雨课堂    

0533 高级英语综合技能 2-2 Ann 雨课堂    

0534 高级英语综合技能 2-2 Ann 雨课堂    

0535 语言、文化及交流 2-2 Carlton 智慧树   QQ 

0536 语言、文化及交流 2-2 Armin 学堂云+雨课堂    

0537 语言、文化及交流 2-2 Carlton 智慧树   QQ 

0538 语言、文化及交流 2-2 Carlton 智慧树   QQ 

0539 语言、文化及交流 2-2 Armin 学堂云+雨课堂    



0540 语言、文化及交流 2-2 Armin 学堂云+雨课堂    

0541 语言、文化及交流 2-2 Carlton 智慧树   QQ 

0542 英语综合技能 2-2 Michael 智慧树    

0543 英语综合技能 2-2 Michael 智慧树    

0544 英语综合技能 2-2 Michael 智慧树    

0545 英语综合技能 2-2 Carlton 智慧树   QQ 

0546 英语综合技能 2-2 Carlton 智慧树   QQ 

0547 英语综合技能 2-2 洪薇 学堂云+雨课堂    

0548 英语综合技能 2-2 洪薇 学堂云+雨课堂    

0549 英语综合技能 2-2 Michael 智慧树    

0550 基础英语Ⅱ B 程梅 学堂云+雨课堂    

0551 基础英语Ⅱ B 谭福红  学堂云+雨课堂   

0552 基础英语Ⅱ B 林军  智慧树   

0553 基础英语Ⅱ B 胡阶娜 智慧树    

0554 基础英语Ⅱ B 吕英 学堂云+雨课堂    

0555 基础英语Ⅱ B 李玉平  学堂云+雨课堂   

0556 基础英语Ⅱ B 刘佳  学堂云+雨课堂  ismart 

0557 基础英语Ⅱ B 程梅 学堂云+雨课堂    

0558 基础英语Ⅱ B 谭福红  学堂云+雨课堂   

0559 基础英语Ⅱ B 林军  智慧树   

0560 基础英语Ⅱ B 胡阶娜 智慧树    

0561 基础英语Ⅱ B 吕英 学堂云+雨课堂    

0562 基础英语Ⅱ B 李玉平  学堂云+雨课堂   

0563 基础英语Ⅱ B 刘佳  学堂云+雨课堂  ismart 

0564 基础英语Ⅱ B 宋扬  学堂云+雨课堂  iSmart 系统的慕课 

0565 基础英语Ⅱ B 胡阶娜 智慧树    

0566 基础英语Ⅱ B 曹海陵 学堂云+雨课堂 学堂云+雨课堂   

0567 基础英语Ⅱ B 简悦 学堂云+雨课堂   高教社 ismart 平台 

0568 基础英语Ⅱ B 梁伟  学堂云+雨课堂   

0569 基础英语Ⅱ B 关琳 学堂云+雨课堂    

0570 基础英语Ⅱ B 张姮  学堂云+雨课堂   

0571 基础英语Ⅱ B 胡阶娜 智慧树 学堂云+雨课堂   

0572 基础英语Ⅱ B 曹海陵 学堂云+雨课堂 学堂云+雨课堂   

0573 基础英语Ⅱ B 简悦 学堂云+雨课堂   高教社 ismart 平台 

0574 基础英语Ⅱ B 梁伟  学堂云+雨课堂   

0575 基础英语Ⅱ B 关琳 学堂云+雨课堂    

0576 基础英语Ⅱ B 张姮  学堂云+雨课堂   

0577 基础英语Ⅱ B 宋扬  学堂云+雨课堂  ismart 系统的慕课 

0578 基础英语Ⅱ B 刘佳  学堂云+雨课堂  ismart 

0579 基础英语Ⅱ B 李玉平  学堂云+雨课堂   

0580 基础英语Ⅱ B 韩丽娜 学堂云+雨课堂    



0581 基础英语Ⅱ B 宋扬  学堂云+雨课堂  ismart 系统的慕课 

0582 基础英语Ⅱ B 刘佳  学堂云+雨课堂  ismart 

0583 基础英语Ⅱ B 李玉平  学堂云+雨课堂   

0584 基础英语Ⅱ B 韩丽娜 学堂云+雨课堂    

0585 基础英语Ⅱ B 吴楠 学堂云+雨课堂   ismart 

0586 基础英语Ⅱ B 韩丽娜 学堂云+雨课堂    

0587 基础英语Ⅱ B 曹海陵 学堂云+雨课堂 学堂云+雨课堂   

0588 基础英语Ⅱ B 简悦 学堂云+雨课堂   高教社 ismart 平台 

0589 基础英语Ⅱ B 林军  智慧树   

0590 基础英语Ⅱ B 韩丽娜 学堂云+雨课堂    

0591 基础英语Ⅱ B 曹海陵 学堂云+雨课堂 学堂云+雨课堂   

0592 基础英语Ⅱ B 简悦 学堂云+雨课堂   高教社 ismart 平台 

0593 基础英语Ⅱ B 林军  智慧树   

0594 基础英语Ⅱ B 关琳 学堂云+雨课堂    

0595 基础英语Ⅱ B 张姮  学堂云+雨课堂   

0596 基础英语Ⅱ B 李静 学堂云+雨课堂 学堂云+雨课堂   

0597 基础英语Ⅱ B 吕英 学堂云+雨课堂    

0598 基础英语Ⅱ B 梁伟  学堂云+雨课堂   

0599 基础英语Ⅱ B 关琳 学堂云+雨课堂    

0600 基础英语Ⅱ B 张姮  学堂云+雨课堂   

0601 基础英语Ⅱ B 李静 学堂云+雨课堂 学堂云+雨课堂   

0602 基础英语Ⅱ B 吕英 学堂云+雨课堂    

0603 基础英语Ⅱ B 梁伟  学堂云+雨课堂   

0604 基础英语Ⅱ A 吴楠 学堂云+雨课堂   ismart 

0605 基础英语Ⅱ A 马静 智慧树    

0606 基础英语Ⅱ A 吴楠 学堂云+雨课堂   ismart 

0607 基础英语Ⅱ A 马静 智慧树    

0608 基础英语Ⅱ A Scott 雨课堂，智慧树    

0609 基础英语Ⅱ A 王骥 智慧树    

0610 基础英语Ⅱ A Eric 智慧树    

0611 基础英语Ⅱ A Scott 雨课堂，智慧树    

0612 基础英语Ⅱ A 王骥 智慧树    

0613 基础英语Ⅱ A 马静 智慧树    

0614 基础英语Ⅱ A 崔晓红 雨课堂  南开慕校，中国大学慕课，TED I smart 

0615 基础英语Ⅱ A Eric 智慧树    

0616 基础英语Ⅱ A 吴静  智慧树  ismart 

0617 基础英语Ⅱ A 吴楠 学堂云+雨课堂   ismart 

0618 基础英语Ⅱ A 马静 智慧树    

0619 基础英语Ⅱ A 崔晓红 雨课堂  南开慕校，中国大学慕课，TED I smart 

0620 基础英语Ⅱ A Eric 智慧树    

0621 基础英语Ⅱ A 吴静  智慧树  ismart 



0622 基础英语Ⅱ A 王骥 智慧树    

0623 基础英语Ⅱ A 王骥 智慧树    

0624 基础英语Ⅱ A 崔晓红 雨课堂  南开慕校，中国大学慕课，TED I smart 

0625 基础英语Ⅱ A 吴静  智慧树  ismart 

0626 基础英语Ⅱ A Scott 雨课堂，智慧树    

0627 基础英语Ⅱ A 崔晓红 雨课堂  南开慕校，中国大学慕课，TED I smart 

0628 基础英语Ⅱ A 吴静  智慧树  ismart 

0629 基础英语Ⅱ A Scott 雨课堂，智慧树    

0630 学术交流英语 李学爱 智慧树    

0631 学术交流英语 李学爱 智慧树    

0632 学术交流英语 李学爱 智慧树    

0633 学术交流英语 李学爱 智慧树    

0634 学术英语写作 赵翼 智慧树    

0635 学术英语写作 赵翼 智慧树    

0636 学术英语写作 赵翼 智慧树    

0637 学术英语写作 赵翼 智慧树    

0638 公众演讲 陈丽虹 智慧树    

0639 公众演讲 陈丽虹 智慧树    

0640 公众演讲 陈丽虹 智慧树    

0641 公众演讲 陈丽虹 智慧树    

0642 实用英语语言学 洪薇    雨课堂 

0643 实用英语语言学 洪薇    雨课堂 

0644 实用英语语言学 洪薇    雨课堂 

0645 实用英语语言学 洪薇    雨课堂 

0720 高级英语 II 许莉萍 智慧树    

0721 高级英语 II 何玮 智慧树 智慧树   

0722 高级英语 II 何玮 智慧树 智慧树   

0723 高级英语 II 王艺欣 智慧树 智慧树 FutureLearn  

0724 高级英语 II 訾雪梅 智慧树    

0725 高级英语 II 史逢阳 智慧树   高教社 iSmart 

0726 高级英语 II 何玮 智慧树 智慧树   

0727 高级英语 II 王艺欣 智慧树 智慧树 FutureLearn  

0728 高级英语 II 訾雪梅 智慧树    

0729 高级英语 II 史逢阳 智慧树   高教社 iSmart 

0730 高级英语 II 史逢阳 智慧树   高教社 iSmart 

0731 高级英语 II 沈海波 学堂云+雨课堂    

0732 高级英语 II 王艺欣 智慧树 智慧树 FutureLearn  

0733 高级英语 II 秦妍    高教社 iSmart 

0734 高级英语 II 史逢阳 智慧树   高教社 iSmart 

0735 高级英语 II 王艺欣 智慧树 智慧树 FutureLearn  

0736 高级英语 II 秦妍    高教社 iSmart 



0737 高级英语 II 李蜜 智慧树    

0738 高级英语 II Eric 智慧树    

0739 高级英语 II 秦妍    高教社 iSmart 

0740 高级英语 II 李蜜 智慧树    

0741 高级英语 II 秦妍    高教社 iSmart 

0742 高级英语 II 许莉萍 智慧树    

0743 高级英语 II 刘萍 智慧树    

0744 高级英语 II 李蜜 智慧树    

0745 高级英语 II 刘萍 智慧树    

0746 高级英语 II 许莉萍 智慧树    

0747 高级英语 II 李蜜 智慧树    

0748 高级英语 II 訾雪梅 智慧树    

0749 高级英语 II 刘萍 智慧树    

0750 高级英语 II 许莉萍 智慧树    

0751 高级英语 II 何玮 智慧树 智慧树   

0752 高级英语 II 刘萍 智慧树    

0753 高级英语 II 訾雪梅 智慧树    

0754 英汉语言意识与翻译 卢玉卿 智慧树    

0755 英汉语言意识与翻译 卢玉卿 智慧树    

0756 英汉语言意识与翻译 卢玉卿 智慧树    

0757 英汉语言意识与翻译 卢玉卿 智慧树    

0758 超越文化——中西文化概览 李霞 智慧树 智慧树   

0759 超越文化——中西文化概览 李霞 智慧树 智慧树   

0760 超越文化——中西文化概览 李霞 智慧树 智慧树   

0761 超越文化——中西文化概览 李霞 智慧树 智慧树   

0762 英汉双向笔译实务 2 朱小凡 智慧树    

0763 英汉双向笔译实务 2 朱小凡 智慧树    

0764 英汉双向笔译实务 2 朱小凡 智慧树    

0765 英汉双向笔译实务 2 朱小凡 智慧树    

0766 思辨能力与英语表达 唐磊  学堂云+雨课堂 中国大学 MOOC  

0767 思辨能力与英语表达 唐磊  学堂云+雨课堂 中国大学 MOOC  

0768 思辨能力与英语表达 唐磊  学堂云+雨课堂 中国大学 MOOC  

0769 思辨能力与英语表达 唐磊  学堂云+雨课堂 中国大学 MOOC  

0770 留学与学术交流实用技能 时雨    雨课堂 

0771 留学与学术交流实用技能 时雨    雨课堂 

0772 留学与学术交流实用技能 时雨    雨课堂 

0773 留学与学术交流实用技能 时雨    雨课堂 

0774 商务英语-BECII 侯杰 智慧树    

0775 商务英语-BECII 侯杰 智慧树    

0776 商务英语-BECII 窦瑞金 学堂云+雨课堂    

0777 商务英语-BECII 窦瑞金 学堂云+雨课堂    



0778 商务英语-BECII 侯杰 智慧树    

0779 商务英语-BECII 侯杰 智慧树    

0780 商务英语-BECII 窦瑞金 学堂云+雨课堂    

0781 商务英语-BECII 窦瑞金 学堂云+雨课堂    

0782 雅思学术英语 沈海波 学堂云+雨课堂    

0783 雅思学术英语 沈海波 学堂云+雨课堂    

0784 雅思学术英语 沈海波 学堂云+雨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