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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大，大学之大，大学之大，大学之大，

非大楼之大，非大楼之大，非大楼之大，非大楼之大，

乃大师之大。乃大师之大。乃大师之大。乃大师之大。

————————梅贻琦梅贻琦梅贻琦梅贻琦

            原清华大学校长原清华大学校长原清华大学校长原清华大学校长



                                评价一个学校的主要指标评价一个学校的主要指标评价一个学校的主要指标评价一个学校的主要指标————————师、资师、资师、资师、资

超星学术视频的目标是超星学术视频的目标是超星学术视频的目标是超星学术视频的目标是把所有的名师数字化把所有的名师数字化把所有的名师数字化把所有的名师数字化

 　　名师多集中在名校，受地区差异、就

读院校、所在专业等限制，很多学生无从领

略到更多名师风采及音容笑貌

　



一、超星学术视频的意义超星学术视频的意义超星学术视频的意义超星学术视频的意义



超星在位于美国普林斯顿的余
英时家中拍摄了4集《余英时

访谈录》



深受学生喜爱的名师深受学生喜爱的名师深受学生喜爱的名师深受学生喜爱的名师

叶朗叶朗叶朗叶朗            《《《《美学原理美学原理美学原理美学原理》》》》

　　中国著名美学家,北京大

学艺术学系系主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 全国政协常委。 

       

学生: “我是慕叶朗老师之名选的美学原理课程，叶朗老师的授课风格

是充满意境和意韵的，叶朗老师教会我们怎样用一双充满情充满

美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并且教会我们怎麽去构建充满情充满美

的人生，非常感谢叶朗老师开设的这门课。”



超星在位于美国普林斯顿的余
英时家中拍摄了4集《余英时

访谈录》  9999个月播放次数：
近30303030万次 



金开诚：金开诚：金开诚：金开诚：

     全国政协第七、八、九、十届常委，

九三学社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

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社会主义学

院、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超星学术视频拍摄名师介绍超星学术视频拍摄名师介绍超星学术视频拍摄名师介绍超星学术视频拍摄名师介绍

　金开诚先生为超星学术视频讲授

《“中和中庸”思想的古为今用》



深受学生喜爱的名师

    著名学者，中国共

产党的亲密朋友，金开

诚同志，因病于２００

８年１２月１４日在北

京逝世，享年７６岁。

                                



超星在位于美国普林斯顿的余
英时家中拍摄了4集《余英时

访谈录》

  9999个月播放次数：
近20万次 



人无法抵御自然规律，抢救式拍摄，意义重
大

    超星学术视频拍摄过，已经去世的大师有

五位：  金开诚、王桧林、卞孝萱、何兹全，

杨生茂。

                                



余英时余英时余英时余英时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师从

钱穆先生。曾任密西根大学、

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

副校长。

超星学术视频拍摄名师介绍超星学术视频拍摄名师介绍超星学术视频拍摄名师介绍超星学术视频拍摄名师介绍



余英时余英时余英时余英时 

    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

向余英时颁发“克鲁格人文与

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该奖

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

 　　超星在美国普林斯顿
余英时家中拍摄了4集
《余英时访谈录》





        二、二、二、二、超星学术视频的特点超星学术视频的特点超星学术视频的特点超星学术视频的特点



                为为为为高校高校高校高校量身定做的量身定做的量身定做的量身定做的学术学术学术学术视频数据库视频数据库视频数据库视频数据库

区别与传统光盘、电视、互联网来源的区别与传统光盘、电视、互联网来源的区别与传统光盘、电视、互联网来源的区别与传统光盘、电视、互联网来源的

视频视频视频视频



超星学术视频特点超星学术视频特点超星学术视频特点超星学术视频特点

　　1.1.1.1.学术性强



    超星拍摄的部分学术专题讲座超星拍摄的部分学术专题讲座超星拍摄的部分学术专题讲座超星拍摄的部分学术专题讲座

章开沅章开沅章开沅章开沅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辛亥革命》》》》

吴宗国吴宗国吴宗国吴宗国        《《《《隋唐史隋唐史隋唐史隋唐史》》》》

蔡义江蔡义江蔡义江蔡义江        《《《《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研究》》》》

宁宁宁宁        可可可可        《《《《史学理论史学理论史学理论史学理论》》》》

张首晟张首晟张首晟张首晟        《《《《物理学思想与历史物理学思想与历史物理学思想与历史物理学思想与历史》》》》 

樊树志樊树志樊树志樊树志        《《《《明史十讲明史十讲明史十讲明史十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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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星专门成立了超星学术视频学术委员超星专门成立了超星学术视频学术委员超星专门成立了超星学术视频学术委员超星专门成立了超星学术视频学术委员

会，负责学术视频内容的策划、组织和编审。会，负责学术视频内容的策划、组织和编审。会，负责学术视频内容的策划、组织和编审。会，负责学术视频内容的策划、组织和编审。



超星学术视频学术委员会超星学术视频学术委员会超星学术视频学术委员会超星学术视频学术委员会
主编：杨牧之主编：杨牧之主编：杨牧之主编：杨牧之
                    曾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曾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曾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曾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出，中国出，中国出，中国出

版集团总裁兼党委书记，长期担任中华版集团总裁兼党委书记，长期担任中华版集团总裁兼党委书记，长期担任中华版集团总裁兼党委书记，长期担任中华

书局书局书局书局《《《《文史知识文史知识文史知识文史知识》》》》的总编，在学术界和的总编，在学术界和的总编，在学术界和的总编，在学术界和

出版界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出版界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出版界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出版界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

                ““““超星名师讲坛应与超星数字图书超星名师讲坛应与超星数字图书超星名师讲坛应与超星数字图书超星名师讲坛应与超星数字图书

馆一样，也应当是全社会的知识库，一馆一样，也应当是全社会的知识库，一馆一样，也应当是全社会的知识库，一馆一样，也应当是全社会的知识库，一

部数字百科全书。总之，这是一个大型部数字百科全书。总之，这是一个大型部数字百科全书。总之，这是一个大型部数字百科全书。总之，这是一个大型

文化建设项目。文化建设项目。文化建设项目。文化建设项目。””””



丁伟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名誉学部委员、研究员 （中
国文化史）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王庆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原所长、名誉学部委员、  研
究员（中国近代史）

王  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  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

宁  可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经济史）

厉  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成中英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

左东岭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文学史）

庄锦章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教授（哲学）

刘正福(Geoffrey Z. 
Liu)

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图书馆与信息学院教授（图书馆学、
信息科学）

刘家和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外古代史、比较史学）

    　　　超星学术视频学术委员会（聚集46位各学科专家）



孙  玫 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戏剧学）

李学勤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中国考古学）

吴尚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苏成捷(Matthew 
Sommer)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法制史）

苏瑞隆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汉代文学）

何兆武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思想史）

何兹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中古史）

汪丁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经济学）

沈志佳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化史）

陈捷先 台湾大学历史系原主任、教授（清代史、满族研究）

邵东方 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首席馆员、高级研究
员（中国古典学、文献学）

杜志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科研处处长、研究员

林庆彰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经学）

罗宗强 南开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教授（中国文学思想史）

    　　　超星学术视频学术委员会（聚集46位各学科专家）



举例：中国文学史系列规划举例：中国文学史系列规划举例：中国文学史系列规划举例：中国文学史系列规划 
课程 主讲名师

先秦文学先秦文学先秦文学先秦文学 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李炳海（中国人民大学）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李炳海（中国人民大学）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李炳海（中国人民大学）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李炳海（中国人民大学）

两汉文学两汉文学两汉文学两汉文学 费振刚（北京大学）李炳海（中国人民大学）费振刚（北京大学）李炳海（中国人民大学）费振刚（北京大学）李炳海（中国人民大学）费振刚（北京大学）李炳海（中国人民大学）

魏晋南北朝文魏晋南北朝文魏晋南北朝文魏晋南北朝文
学学学学

罗宗强（南开大学）徐公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钱志熙罗宗强（南开大学）徐公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钱志熙罗宗强（南开大学）徐公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钱志熙罗宗强（南开大学）徐公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钱志熙
（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

唐、五代文学唐、五代文学唐、五代文学唐、五代文学 董乃斌（上海大学）张海明（清华大学）尚永亮（武汉大董乃斌（上海大学）张海明（清华大学）尚永亮（武汉大董乃斌（上海大学）张海明（清华大学）尚永亮（武汉大董乃斌（上海大学）张海明（清华大学）尚永亮（武汉大
学）周裕楷（四川大学）赵昌平（上海古籍出版社）学）周裕楷（四川大学）赵昌平（上海古籍出版社）学）周裕楷（四川大学）赵昌平（上海古籍出版社）学）周裕楷（四川大学）赵昌平（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代文学宋代文学宋代文学宋代文学 莫励锋（南京大学）王兆鹏（武汉大学）张宏生（南京大莫励锋（南京大学）王兆鹏（武汉大学）张宏生（南京大莫励锋（南京大学）王兆鹏（武汉大学）张宏生（南京大莫励锋（南京大学）王兆鹏（武汉大学）张宏生（南京大
学）学）学）学）

元明清诗文元明清诗文元明清诗文元明清诗文 蒋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蒋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蒋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蒋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古代小说古代小说古代小说古代小说 刘敬圻（黑龙江大学）孙逊（上海师范大学）黄霖（复旦刘敬圻（黑龙江大学）孙逊（上海师范大学）黄霖（复旦刘敬圻（黑龙江大学）孙逊（上海师范大学）黄霖（复旦刘敬圻（黑龙江大学）孙逊（上海师范大学）黄霖（复旦
大学）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大学）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大学）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大学）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

古代戏曲古代戏曲古代戏曲古代戏曲 黄天骥（中山大学）邓绍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黄天骥（中山大学）邓绍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黄天骥（中山大学）邓绍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黄天骥（中山大学）邓绍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中中中中
国国国国
古古古古
����
近近近近
代代代代
史史史史
系系系系
列列列列
规规规规
划划划划

 



　　　　2.2.2.2.规模宏大规模宏大规模宏大规模宏大

超星学术视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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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

哲学博士，现任武汉大

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兼任全国外国哲

学史学会理事、全国宗

教学学会理事、湖北省

哲学史学会理事等职。 

  

最受欢迎的课程：最受欢迎的课程：最受欢迎的课程：最受欢迎的课程：
《古希腊哲学》



稀缺课程稀缺课程稀缺课程稀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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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课程

《物理学思想与历史》

张首晟

1995年，年仅三十二岁 被斯

坦福大学物理系聘为正教授,  

杨振宁门生， 国家教育部外

聘十大专家之一。

张首晟提出“量子自旋霍尔

效应”新理论研究，被《科

学》杂志评为2007年十大重

大科学发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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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曾先后被聘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香

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夏威夷大

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以及匹

兹堡大学史学系名誉教授等职。

许倬云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在中国社

会史、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造诣精深、

注重治史方法创新、著述等身，誉满海

内外

                            

访谈：访谈：访谈：访谈：《《《《许倬云访谈录》》》》



 
伊莱·扎瑞斯基(Eli Zaretsky)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约翰·罗莫      美国耶鲁大学

陈明銶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章嘉琳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范本特姆     美国斯坦福大学

G·Barnett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传播系

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大学

张旭东     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

安娜·布莱斯基    美国肯塔基大学

卡西欧拉（Joel Kassiola）   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

郭苏建     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

王笛     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

朱儁夫     美国波士顿国际设计集团

Keith Hampton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Thomas Bender      纽约大学

 
 

部分拍摄过的美国教授部分拍摄过的美国教授部分拍摄过的美国教授部分拍摄过的美国教授 



金开诚金开诚金开诚金开诚

叶叶叶叶        朗朗朗朗    

乐黛云乐黛云乐黛云乐黛云    

张世英张世英张世英张世英

温儒敏温儒敏温儒敏温儒敏    吴宗国吴宗国吴宗国吴宗国    

严绍璗严绍璗严绍璗严绍璗    

王岳川王岳川王岳川王岳川李毓臻李毓臻李毓臻李毓臻

毕明辉毕明辉毕明辉毕明辉    

张双棣张双棣张双棣张双棣

钱理群钱理群钱理群钱理群

    李明滨李明滨李明滨李明滨    

李庚其李庚其李庚其李庚其    

赵敦华赵敦华赵敦华赵敦华    
吴国盛吴国盛吴国盛吴国盛

孙玉文孙玉文孙玉文孙玉文

聂锦芳聂锦芳聂锦芳聂锦芳

张仁忠张仁忠张仁忠张仁忠    

于希贤于希贤于希贤于希贤

朱孝远朱孝远朱孝远朱孝远    

丁丁丁丁        宁宁宁宁    

    吴荣曾吴荣曾吴荣曾吴荣曾    

张传玺张传玺张传玺张传玺    徐凤林徐凤林徐凤林徐凤林    

　　　　    陆俭明陆俭明陆俭明陆俭明    

葛晓音葛晓音葛晓音葛晓音
唐晓峰唐晓峰唐晓峰唐晓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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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何兆武何兆武何兆武

奚静之奚静之奚静之奚静之

王和中王和中王和中王和中

雷雷雷雷        毅毅毅毅

丁丁丁丁        夏夏夏夏 秦秦秦秦        晖晖晖晖

柳冠中柳冠中柳冠中柳冠中

冯立升冯立升冯立升冯立升蒋劲松蒋劲松蒋劲松蒋劲松

李学勤李学勤李学勤李学勤

鲍鲍鲍鲍        鸥鸥鸥鸥

魏宏森魏宏森魏宏森魏宏森

方晓风方晓风方晓风方晓风
    

王贵祥王贵祥王贵祥王贵祥
    

钱钱钱钱        逊逊逊逊
郑曙旸郑曙旸郑曙旸郑曙旸

何何何何        冰冰冰冰

胡伟希胡伟希胡伟希胡伟希

杭杭杭杭        间间间间

姚期智姚期智姚期智姚期智
邹广文邹广文邹广文邹广文

彭彭彭彭        刚刚刚刚

刘刘刘刘        兵兵兵兵

吴冠英吴冠英吴冠英吴冠英王连海王连海王连海王连海

　周浩明　周浩明　周浩明　周浩明

肖肖肖肖        鹰鹰鹰鹰
彭彭彭彭        林林林林

张夫也张夫也张夫也张夫也

郑郑郑郑        宁宁宁宁

王至元王至元王至元王至元

张海明张海明张海明张海明

    ……………………



35

马大正马大正马大正马大正

刘庆柱刘庆柱刘庆柱刘庆柱

张海鹏张海鹏张海鹏张海鹏

谭家健谭家健谭家健谭家健

陶文鹏陶文鹏陶文鹏陶文鹏 许许许许        宏宏宏宏

赵云田赵云田赵云田赵云田

王震中王震中王震中王震中徐良高徐良高徐良高徐良高

郭书春郭书春郭书春郭书春

雷雷雷雷        颐颐颐颐

朝戈金朝戈金朝戈金朝戈金

徐义华徐义华徐义华徐义华

黄心川黄心川黄心川黄心川    

郭松义郭松义郭松义郭松义
崔志海崔志海崔志海崔志海

尚尚尚尚        杰杰杰杰

吴伯娅吴伯娅吴伯娅吴伯娅

万万万万        明明明明

周嘉华周嘉华周嘉华周嘉华
金宁芬金宁芬金宁芬金宁芬

于于于于        沛沛沛沛

徐公持徐公持徐公持徐公持

刘亚虎刘亚虎刘亚虎刘亚虎华觉明华觉明华觉明华觉明

　杨丽慧　杨丽慧　杨丽慧　杨丽慧

王王王王        巍巍巍巍
江江江江        怡怡怡怡

宋镇豪宋镇豪宋镇豪宋镇豪

步步步步        平平平平

定宜庄定宜庄定宜庄定宜庄

叶茂林叶茂林叶茂林叶茂林

扬之水扬之水扬之水扬之水

李甦平李甦平李甦平李甦平

姜姜姜姜        芃芃芃芃

陈骏涛陈骏涛陈骏涛陈骏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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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璐许嘉璐许嘉璐许嘉璐

郭英德郭英德郭英德郭英德

王桧林王桧林王桧林王桧林

何兹全何兹全何兹全何兹全

张建华张建华张建华张建华 汝企和汝企和汝企和汝企和

刘家和刘家和刘家和刘家和

周一民周一民周一民周一民王开玺王开玺王开玺王开玺

张百春张百春张百春张百春

刘刘刘刘        勇勇勇勇

张宏毅张宏毅张宏毅张宏毅

万建中万建中万建中万建中    

黄安年黄安年黄安年黄安年

钱钱钱钱        逊逊逊逊
赵世瑜赵世瑜赵世瑜赵世瑜

王王王王        宁宁宁宁

施可灿施可灿施可灿施可灿

周桂钿周桂钿周桂钿周桂钿
吴怀祺吴怀祺吴怀祺吴怀祺

童庆炳童庆炳童庆炳童庆炳

黎黎黎黎        虎虎虎虎

晁福林晁福林晁福林晁福林于素梅于素梅于素梅于素梅

    宁宁宁宁        欣欣欣欣    

郭其家郭其家郭其家郭其家

韩兆琦韩兆琦韩兆琦韩兆琦

李志英李志英李志英李志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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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安李治安李治安李治安

谷书堂谷书堂谷书堂谷书堂王宏印王宏印王宏印王宏印

薛宝琨薛宝琨薛宝琨薛宝琨

来新夏来新夏来新夏来新夏

……………………

曾晓渝曾晓渝曾晓渝曾晓渝

张友伦张友伦张友伦张友伦

杨栋梁杨栋梁杨栋梁杨栋梁

陶慕宁陶慕宁陶慕宁陶慕宁

向光忠向光忠向光忠向光忠

杨敬年杨敬年杨敬年杨敬年

张张张张        毅毅毅毅

陈志强陈志强陈志强陈志强

宁宗一宁宗一宁宗一宁宗一

杨生茂杨生茂杨生茂杨生茂

叶嘉莹叶嘉莹叶嘉莹叶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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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禹群薛禹群薛禹群薛禹群

    刘迎胜刘迎胜刘迎胜刘迎胜

曾　科曾　科曾　科曾　科

茅家琦茅家琦茅家琦茅家琦 赵宪章赵宪章赵宪章赵宪章

王德滋王德滋王德滋王德滋

武秀成武秀成武秀成武秀成张宏生张宏生张宏生张宏生

郭子建郭子建郭子建郭子建

陆　埮陆　埮陆　埮陆　埮

伍荣生伍荣生伍荣生伍荣生

范金民范金民范金民范金民
    

胡阿祥胡阿祥胡阿祥胡阿祥

    董　健董　健董　健董　健
    陈洪渊陈洪渊陈洪渊陈洪渊

徐　强徐　强徐　强徐　强

许　钧许　钧许　钧许　钧

卞孝萱卞孝萱卞孝萱卞孝萱
苏新宁苏新宁苏新宁苏新宁

孙义燧孙义燧孙义燧孙义燧

高　千高　千高　千高　千

周安华周安华周安华周安华
胡中为胡中为胡中为胡中为

潘　群潘　群潘　群潘　群

    崔之清崔之清崔之清崔之清

    鲁国尧鲁国尧鲁国尧鲁国尧

周晓红周晓红周晓红周晓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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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可训於可训於可训於可训

陈国灿陈国灿陈国灿陈国灿马克昌马克昌马克昌马克昌

谢贵安谢贵安谢贵安谢贵安

冯天瑜冯天瑜冯天瑜冯天瑜

……………………

陈文新陈文新陈文新陈文新

萧致治萧致治萧致治萧致治

漆多俊漆多俊漆多俊漆多俊

蔡守秋蔡守秋蔡守秋蔡守秋

周叶中周叶中周叶中周叶中

朱　雷朱　雷朱　雷朱　雷

赵　林赵　林赵　林赵　林

罗国祥罗国祥罗国祥罗国祥

李工真李工真李工真李工真

尚永亮尚永亮尚永亮尚永亮

邱均平邱均平邱均平邱均平

郭齐勇郭齐勇郭齐勇郭齐勇

陈望衡陈望衡陈望衡陈望衡 邓晓芒邓晓芒邓晓芒邓晓芒

梅荣政梅荣政梅荣政梅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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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霖黄霖黄霖黄霖

葛剑雄葛剑雄葛剑雄葛剑雄

姜义华姜义华姜义华姜义华

杨明杨明杨明杨明 徐志啸

邓正来

陈洪亮陈洪亮陈洪亮陈洪亮 钱振民钱振民钱振民钱振民

邬国平

浦兴祖

蒋凡蒋凡蒋凡蒋凡

文贯中

韩正之韩正之韩正之韩正之

金力金力金力金力
黄毅黄毅黄毅黄毅

朱希祥

徐培均徐培均徐培均徐培均

卢大儒卢大儒卢大儒卢大儒

刘旦初

陈进

胡中行胡中行胡中行胡中行

顾易生

樊树志樊树志樊树志樊树志

吕新雨吕新雨吕新雨吕新雨

沈四宝

    ……………………

上海地区拍
摄的视频：

主讲人数
         97         97         97         97位
涉及单位数

20202020个
录制                
  104  104  104  104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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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学术视频超星学术视频超星学术视频超星学术视频

拍摄国内外高校、拍摄国内外高校、拍摄国内外高校、拍摄国内外高校、

科研机构超过科研机构超过科研机构超过科研机构超过100100100100家家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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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系列土木工程系列土木工程系列土木工程系列 
• 钱七虎（中国工程院钱七虎（中国工程院钱七虎（中国工程院钱七虎（中国工程院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 沈祖炎（中国工程院沈祖炎（中国工程院沈祖炎（中国工程院沈祖炎（中国工程院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 沈世钊（中国工程院沈世钊（中国工程院沈世钊（中国工程院沈世钊（中国工程院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 欧进萍（中国工程院欧进萍（中国工程院欧进萍（中国工程院欧进萍（中国工程院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 Kim RasmussenKim RasmussenKim RasmussenKim Rasmussen（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土木学院教授，悉尼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土木学院教授，悉尼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土木学院教授，悉尼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土木学院教授，悉尼大学

土木学院院长）土木学院院长）土木学院院长）土木学院院长）
• 季天健季天健季天健季天健    博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土木系高级讲师）博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土木系高级讲师）博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土木系高级讲师）博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土木系高级讲师）
• 谢礼立（哈尔滨工业大学）谢礼立（哈尔滨工业大学）谢礼立（哈尔滨工业大学）谢礼立（哈尔滨工业大学）
• 李李李李        杰（同济大学）杰（同济大学）杰（同济大学）杰（同济大学）
• 聂建国（清华大学）聂建国（清华大学）聂建国（清华大学）聂建国（清华大学）
• 杜修力（北京工业大学）杜修力（北京工业大学）杜修力（北京工业大学）杜修力（北京工业大学）
• 李忠献（天津大学）李忠献（天津大学）李忠献（天津大学）李忠献（天津大学）
• 李宏男（大连理工大学）李宏男（大连理工大学）李宏男（大连理工大学）李宏男（大连理工大学）
• 肖肖肖肖        岩（湖南大学）岩（湖南大学）岩（湖南大学）岩（湖南大学）
• 李李李李        惠（哈尔滨工业大学）惠（哈尔滨工业大学）惠（哈尔滨工业大学）惠（哈尔滨工业大学）
• 杨庆山（北京交通大学杨庆山（北京交通大学杨庆山（北京交通大学杨庆山（北京交通大学))))
• 李小军（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李小军（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李小军（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李小军（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 孙柏涛（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孙柏涛（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孙柏涛（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孙柏涛（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新中国法学泰斗系列新中国法学泰斗系列新中国法学泰斗系列新中国法学泰斗系列 

• 法理学：孙国华（法理学：孙国华（法理学：孙国华（法理学：孙国华（1925192519251925）、吕世伦（）、吕世伦（）、吕世伦（）、吕世伦（1934193419341934））））

• 宪法学：许崇德（宪法学：许崇德（宪法学：许崇德（宪法学：许崇德（1929192919291929））））

• 民法学：赵中孚（民法学：赵中孚（民法学：赵中孚（民法学：赵中孚（1929192919291929）、江平（）、江平（）、江平（）、江平（1930193019301930））））

• 劳动法学：关怀（劳动法学：关怀（劳动法学：关怀（劳动法学：关怀（1927192719271927））））

• 刑法学：高铭暄（刑法学：高铭暄（刑法学：高铭暄（刑法学：高铭暄（1928192819281928）、王作富（）、王作富（）、王作富（）、王作富（1928192819281928））））

• 民诉法学：江伟（民诉法学：江伟（民诉法学：江伟（民诉法学：江伟（1930193019301930））））

• 婚姻法学：杨大文（婚姻法学：杨大文（婚姻法学：杨大文（婚姻法学：杨大文（1933193319331933））））

• 经济法学：刘文华（经济法学：刘文华（经济法学：刘文华（经济法学：刘文华（1932193219321932））））



• 陈聆群陈聆群陈聆群陈聆群        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

• 蒋蒋蒋蒋        凡凡凡凡        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复旦大学

• 陈应时陈应时陈应时陈应时        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

• 汪毓和汪毓和汪毓和汪毓和        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

• 王子初王子初王子初王子初        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

• 修海林修海林修海林修海林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

• 戴嘉枋戴嘉枋戴嘉枋戴嘉枋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

• 朴天长朴天长朴天长朴天长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

……

音乐系列音乐系列音乐系列音乐系列 



与斯坦福大学合作与斯坦福大学合作与斯坦福大学合作与斯坦福大学合作
                ““““中国学研究名师口述历史中国学研究名师口述历史中国学研究名师口述历史中国学研究名师口述历史””””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与中国地质大学合作与中国地质大学合作与中国地质大学合作与中国地质大学合作““““地质系列地质系列地质系列地质系列””””

与社科院考古所合作与社科院考古所合作与社科院考古所合作与社科院考古所合作““““考古系列考古系列考古系列考古系列””””



                                        最近已经启动了职业教育项目和语言项目

职业教育课程————————教师培训、速记、速读、学前教育、

社会工作者、淘宝大学课程等；

小语种（外语）课程————————韩语，法语，俄语，越南

语，日语，意大利语，泰语，波斯语，希伯莱语，

阿拉伯语，豪萨语，梵语，瑞典语，希腊语，朝鲜

语，斯瓦西里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拉丁语，

德语等20202020多种；



                                            超星学术视频已经成为

中国最大的自有知识产权的
中文数据    库。



        三、三、三、三、读者的反馈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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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时间段的8889次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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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在位于美国普林斯顿的余
英时家中拍摄了4集《余英时

访谈录》



超星在位于美国普林斯顿的余
英时家中拍摄了4集《余英时

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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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务模式与服务

镜像模式：按类销售150150150150元////集
                                                                                        可以远程托管

包库模式：按类选择按年收费
                                                                                            详见选书表

服务：可以协助贵校邀请大师现
场讲座



展  望

资源方面，继续加强资源的拍摄力度，
要覆盖更多学科，拍摄更多名师。
严格执行策划、组织、编审制度，充分
保证视频的学术权威性
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好更多的学术视频。





            

超星学术视频的目标超星学术视频的目标超星学术视频的目标超星学术视频的目标
        

天下名师皆我师！天下名师皆我师！天下名师皆我师！天下名师皆我师！

谢谢各位馆长及学术传播同道人！谢谢各位馆长及学术传播同道人！谢谢各位馆长及学术传播同道人！谢谢各位馆长及学术传播同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