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协教育发[2021]7号 

关于举办2021年全国旅游院校数字化教学能力建设 

骨干师资培训班（第1期）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旅游院校： 

随着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科技进

步与疫情防控要求进一步推动教学的转变，数字化教学能力成为教师

教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教育部提出的“一流课程”建设中线上

金课和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的评选，对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为此，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将于2021年5月28日—

30日举办“2021年全国旅游院校数字化教学能力建设骨干师资培训

班”，此次培训由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承办。结合目前疫情防控

形势，培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线上学员通过腾讯会议平

台参与培训。 

一、培训时间 

2021年5月28日—30日（28日报到） 

二、培训方式 

线上培训：通过腾讯会议平台进行，会议号将通过培训班微信群

通知。如培训期间腾讯会议遇到问题，将切换至飞书会议平台。请线

上学员提前下载“飞书”应用作为备用。  

线下培训：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同砚路

38号） 

三、培训费用 



培训费用为线上999元/人，线下1999元/人（包括培训费、资料

费、实践教学费、证书工本费等，不含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

线下限报80名，报满为止。 

项目 线下培训费（元） 线上培训费（元） 

原价 1999 999 

*早鸟价 1799 899 

早鸟价转账 

截止时间 4月30日 4月30日 

四、培训日程 

培训课程体系分为两大内容，“数字化教育教学方法”模块侧重

于培养与提升学员的数字化教育教学综合能力；“学科建设”模块侧

重于强化学员针对旅游学科的理解，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日期 时间 
主讲/ 

发言嘉宾 
课程或活动 

5.28 
下午 学员报到 

晚上 欢迎交流会/实践教学慕课制作 

5.29 

9:00—10:30 保继刚 旅游一级学科建设探索与思考 

10:40-12:10 田卫民 旅游管理一流专业建设政策与方向 

14:00-15:30 易勇军 新文科背景下旅游院校课程思政建设探索 

15:40-17:10 李晓义 基于数字化旅游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 

5.30 

9:00-10:30 李川勇 南开大学本科教学创新与实践——以南开

40条为例 

10:40-12:10 姚延波 数字化时代旅游管理专业评估体系建设 

14:00-15:30 林德荣 后疫情时代数字化教学质量保障 

15:40-17:10 邱汉琴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旅游管理高质量发展 

17:20-17:40 结业仪式/合影留念 



五、师资团队（按授课顺序） 

1. 保继刚——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2. 田卫民——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 

3. 易勇军——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党委书记 

4. 李晓义——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 

5. 李川勇——南开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教务处处长 

6. 姚延波——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副院长 

7. 林德荣——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8. 邱汉琴——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院长 

六、专家简介 

【保继刚】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际旅游研究院会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专家。现任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管理与监测中心主任、中山大学旅游发

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会长。主要研究

领域为旅游地理、旅游可持续发展、主题公园、旅游规划。 

【田卫民】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国家级教学名师、

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旅游协会旅游

教育分会副会长。承担各类基金等项目30余项；出版著作教材等21部；

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获得各类奖励20余项；主持旅游发展规划、

旅游景区规划100余项。主要研究领域旅游经济、旅游效应。 

【易勇军】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党委书记、南开大学干部教育培训办公

室主任（兼），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课程思政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长期为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南开大学基地组织的全国党政干部

及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培训班授课。 

【李晓义】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旅游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南开大学）副主任、旅游信息系主任，天津市“三年一千人”高级

人才引进计划奖励获得者、天津市“131人才计划”第三层次人才。研

究方向为：大数据与信息不对称、实验与行为经济学，擅长使用实验

方法探讨个体和群体的博弈行为、网络行为与消费行为，在《经济学

（季刊）》、《南开经济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项、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项。参与创建了南开大学泽尔滕实验室，创建了

南开大学旅游市场实验室、智慧旅游与大数据实验室，是国内最早一

批在经管领域传播和推广行为与实验研究的青年学者。 

【李川勇】 

南开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教务处处长，教

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教指委委员，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生

物医学工程博士。近年来，李川勇教授积极推动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

本科教育，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设计和实施了基于物理学术竞

赛的素质教育新模式，获得各类教学奖项30余项，其中主持的教学研

究项目“衔接中学—大学物理综合素质教育新模式的探究与实践”，

获2018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19年，由其主导完成的

《南开大学一流本科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年）》，即“南

开40条”，正式实施，通过解决本科教育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动

一流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姚延波】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亚太旅游

协会（PATA）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委员、中国旅行社协会专家及监事



会监事、国家人社部全国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命题组成员。国家社

科基金、文旅部立项通讯评审专家；《旅游学刊》、《南开管理评论》

等核心期刊审稿专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旅部规划项目、

天津市重点调研项目等多项课题，以及由世界旅游联盟（WTA）、中

国旅游协会、中国旅行社协会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委托项目。主持起

草了我国首个《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国家行业标准。 

【林德荣】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旅游管

理与规划研究所主任；全国旅游管理专业学位(MTA)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旅游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

太平洋学会海洋旅游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旅游企业管理、旅

游市场及旅游者消费行为方面的教学与科研；任职以来，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原国家旅游局科研项目、福建省社科基

金项目、省市级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委托的横向课题60余项。已在国际

性重要核心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以及国内重要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

出版专著、合著与教材 7部。  

【邱汉琴】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南开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博士。现任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香港协会副会长，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南开大学

数字化教学研发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天津商学院、美国俄克拉荷马

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华南理工大学讲座教授、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荣誉

教授、中山大学教学管理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旅游需求分析、消费

者行为、中国入境及出境旅游、亚太地区旅游发展与政策，旅游教育

创新。 

七、课程简介 



1. 保继刚《旅游一级学科建设探索与思考》 

    当前学科评估日益成为体现一个学科发展前景和高校能力的标

准和品牌，而旅游学科如何提高影响力，推动旅游一级学科建设，促

进旅游领域的研究和现代技术的进一步融合。本课程将从旅游一级学

科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等方面进行分享。 

2. 田卫民《旅游管理一流专业建设政策与方向》 

课程深度解读一流专业建设的核心要义和工作要求，主要涉及一

流专业建设的政策解读、建设思路与规划；旅游管理一流本科人才培

养的探索与实践；旅游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高校一流专业建设等。 

3. 易勇军《新文科背景下旅游院校课程思政建设探索》 

当前，我国教育正进入构建高质量发展体系的新阶段，作为实现

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新文科背景下旅游课程思政建设

究竟该做什么？怎么做？如何破解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现

象问题？如何结合旅游教育的本质与特征创新课程思政的形式？本

课程将围绕以上方面的问题，结合南开旅游课程思政建设情况进行探

讨。 

4. 李晓义《基于数字化旅游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 

课程围绕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旅游实验教学中的应用，阐

述了南开大学旅游实验教学中心近些年来在实验教学改革领域所做

的课程研发与创新、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建设、自有知识产权形成与教

学专利申报等一系列工作的经验与教训。 

5. 李川勇《南开大学本科教学创新与实践——以南开40条为例》 

课程介绍“南开40条”，以提升教师的积极性和学生的主动性为

切入点，推动两个主体的高度协同，通过构建师师、生生两个小循环，

师生双向的大循环，打造课程内外、校园内外的师生共同体，培育“教

有幸福感，学有获得感”的教育教学质量文化，推动一流本科教育质

量的稳步提高，实现“公能兼备、引领未来”的培养目标。 



6. 姚延波《数字化时代旅游管理专业评估体系建设》 

当今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人类已进入一个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交

织融合的时代。南开大学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专门

成立数字化教学研发中心，推动在线课程研发和品牌课程建设。本课

程将分享南开大学在旅游管理专业评估体系建设上的实践。 

7．林德荣《后疫情时代数字化教学质量保障》 

    新冠疫情以来，教育从传统课堂教学迅速转变为在线教学。课程

介绍在线教学模式，分析在线教学的影响因素，结合旅游教育在线教

学的实施经验和存在问题，从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研发优质在

线教学资源、提升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等方面介绍后疫情时代旅游教育

质量保障的措施和建议。 

8．邱汉琴《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旅游管理高质量发展》 

新文科建设是实现旅游管理一流专业建设的新路径，是实现旅游

与酒店管理这一社会科学与数字革命交叉融合在旅游高等教育的实

践，课程以新型人才培养方向和专业发展为定位，打破传统专业界限，

发展跨专业、跨领域的交叉课程，充分体现数字旅游时代的特征，更

新传统的教学方法，以信息技术升级教学模式，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和教师的教学方法。 

八、实践教学活动（线下）介绍 

    5月28日及29日晚上（二选一，自行选择时间）组织学员参观学

院智慧教室，由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进行讲解，并配备一名

专业的技术人员随行，在集中参观讲解后，学员和讲解人员进行互动

交流，并可亲自体验慕课制作过程。 

九、报名与缴费 

1、报名方式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报名，上传报名回执、报名费转账单据扫

描件或照片、一寸免冠彩色照片电子版。线下报到时请携带一寸免冠



彩色照片两张，用于制作培训证书。 

 

 

 

 

               （报名二维码） 

报名截止日期：2021年5月14日 

2、缴费方式 

户名：南开大学 

开户行：交通银行南开大学支行 

账号：120066032010149600156 

转账时敬请注明“2021旅游师资培训+姓名”字样。 

十、联系方式 

1、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会务组 

联系人：孙睿睿老师   

电  话：022-23012836  13752578079  

邮  箱：sunruirui@nankai.edu.cn 

2、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联系人：田华  赵姗 

电  话：010-85959389   010-85951129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21年 4 月 19日     

 

附件：线下交通食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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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线下交通食宿信息 

一、交通服务（线下） 

此次培训不安排接站服务，请学员自行安排交通，详细交通指南

附后。 

详细交通信息如下： 

1、公交线路 

（1）天津站（天津东站）——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在天津站乘坐地铁3号线（南站方向），在营口道站下车，换乘

地铁1号线（李楼方向），在华山里站下车（C出口），乘坐613路公

交车（613路末班时间为20：30），在南开大学新校西门站下车。 

（2）天津西站（西站客运站）——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在天津西站乘坐地铁1号线（李楼方向），在华山里站下车（C出

口），乘坐613路公交车，在南开大学新校西门站下车。 

（3）天津南站——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在天津南站乘坐地铁3号线（小淀方向），在天塔站（B出口）下

车，步行500米左右，在天塔公交车站乘坐612快线（612快线末班时

间为21：00），在南开大学新校西门站下车。 

（4）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在滨海国际机场乘坐地铁2号线（曹庄方向），在天津站下车，

换乘地铁3号线（南站方向），在营口道站下车，换乘地铁1号线（李

楼方向），在华山里站下车（C出口），乘坐613路公交车，在南开大

学新校西门站下车。 

2、自驾路线 

高德导航——设目的地为“南开大学津南新校区（西门）”，此

门在雅深路上。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位于进入西门后左侧第一座



大楼。 

二、住宿服务（线下） 

基于疫情防控需要，校内住宿无法保障，建议学员住宿在南开大

学津南校区周边酒店。 

1、途客中国酒店（津南校区东门金益园24号楼 电话：022-65725555） 

大床房268元/天，标间288元/天，早餐18元。 

2、京基皇冠假日酒店（津南区八里台岭域路 电话：022-28728888）

大床房380元/天，标间430元/天，含早餐。 

3、学员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住宿。会务组提供咨询服务。 

三、餐饮服务（线下） 

就餐事宜由学员自理，会务组提供以下服务支持： 

1.校区内各饭店均正常营业。 

2.为学员提供校内就餐点导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