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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学年春季学期第四周线上教学督导简报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学校线上教学工作部署，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线上教学督

导工作的通知》要求，学校组织 14 个线上教学督导专家组对接全校 21 个学院，指导

学院开展线上教学督导工作。现对各学院第四周线上教学督导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

报。

一、文学院

第四周，文学院共开设 63 门课程。根据《文学院线上教学督导实施细则》，学院

督导组面向全院授课教师（含外聘）进行随机听课，每位督导员至少听取 1门课程。

本周共回收《文学院听课记录单》15 份，涉及授课教师 14 人（占比 21%），听取课程

15 门（占比 24%）。

根据督导组反馈，授课教师能够熟练运用线上教学软件，教学效果较好；授课过

程中，教师与学生积极互动，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出勤率、听课率相对较好；部分教

师在课前上传授课所需的阅读书目或电子版教材，有助于开展线上教学。在本周教学

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授课教师都能够尽职尽责，有序有效组织线上教学，其中李霞讲

授的《现当代文学》、徐利讲授的《广告文案写作》、时宏宇讲授的《美学》、刘伟讲

授的《大学写作》、王蓓讲授的《美学》等尤为典型。学院将督导意见以学院《督导

简报》形式反馈给学院全体授课教师，分享优秀教学案例，同时及时调整教学手段，

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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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学科学学院

学院成立了以院长、书记为组长，分管教学和学生工作的副院长及各系主任等为

成员的学院线上教学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院线上教学工作的指导、协调、监督和检

查，保证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根据《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线上教学督

导工作方案》要求，院领导、各系主任和督导组成员对全院教师进行全覆盖听课。

第四周，学院共开设线上课程 41 门，教学班课程 388 门次，涉及 89 名授课教师、

13 门公共课和 28 门本科专业课程，学生在线学习累计 26763 人次。

督导组通过加入直播课程对授课教师的线上教学方案、课程平台建设及使用等教

师线上教学实施情况，学生课堂出勤率、互动讨论等学生线上学习情况进行了全方位

督导。每次督导都做到“有记录、有反馈”，既对教学过程中的亮点进行肯定，也针

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具体改进建议。另外，督导组注重收集在督导过程中发现的典型优

秀教学案例，如孙书荣教授、刘春燕老师等，并在学院推广和宣传。

三、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第四周，所有教学计划内应开设的理论课程均按时正常开课，无调停课情况。毕

业论文具体安排也通知到每一位指导教师和学生，各系部对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实

践课程继续进行线上指导，并着手统计必须用实验室进行毕业论文的学生信息。各类

实验课程均已完成线上教学资料的录制并正常开课，实验相关的报告模板、讲义及视

频等已通过多种途径转发给学生。

本周，学院督导组在院长书记和主管教学副院长的指导和参与下，进行线上听课

8人次，涉及不同专业、不同性质（以专业必修课为主）和不同年级课程。本周各线

上教学平台运行稳定，老师们准备充分，绝大多数教师能够在直播课前开启签到和进

课堂准备，录播课提前将课件发送给学生，授课过程中充分利用各种教学平台加强互

动和课堂管理，包括同步直播、ppt 辅以手写板推导、课堂测试、提问、即时答疑等，

根据教办统计的“线上学习课程明细一览表”来看，学生到课率接近 100%。针对个别

课程互动较少的情况，已通过多种渠道与相关教师沟通，鼓励和指导教师们加强课堂

互动和课堂监管。

四、商学院

第四周，商学院督导办安排校院两级督导员共 9人随机听取了经贸、工商、金融、

管科、会计 5 个系共计 27 位任课教师的线上课程，覆盖了专业基础课、专业拓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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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课程类别。督导员课前与任课教师联系加入教学平台，包括 QQ 群、腾讯课堂、腾

讯会议等，听课过程中重点关注线上教学方案实施、课程平台建设、线上教学组织、

教学互动、辅导答疑等方面，各环节总体都能体现良好的教学状态。学生能按照教师

要求利用平台主动打卡签到，到课率很高，基本能做到百分百到课，课堂互动、参与

度普遍较高，教学效果良好。督导过程中，还发掘了一批典型优秀教学案例如张彩霞

老师的《管理学》等，并在学院推广和宣传。

学院制定《2022 年春季学期本科实践教学工作的调整方案》，鼓励授课教师根据

课程特点和教学任务，自主选择灵活、有效的实验教学方式，完成实验课相关教学任

务。针对实习要求，各系在校友邦制定实习计划，全部安排线上完成实习周志和实习

报告，由指导教师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实习情况并做好指导工作。学院毕业论文工

作涉及学生 1113 人，将于 4月初开始，根据学院《调整方案》，要求指导教师通过微

信、QQ、校友邦、邮件等方式，认真做好指导工作，定期答疑、督促进度，要求指导

老师每周线上交流不少于一次。

五、外国语学院

按照学院本科教学督导工作安排，英、法、德、日、韩五个语种和大学外语教学

部第四周继续对包括外教在内的全院教师教学情况进行了线上督导，按照学院“1+1”

教学督导原则，即一个院领导和一个院级督导员同时进入教师的线上课堂进行督导听

课，一周以来 6 个系部累计被听课人数达 40 人，涉及 20 多门课，听课时数近 50 课

时，巡课人数基本实现全覆盖。

教学督导员深入线上教学一线，除对线上教学进行检查与督导外，还积极宣传推

广线上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优秀典型案例，涌现出一批如英语系的高强博士、日语系许

慧敏老师、法语系李真老师、大外部张秀芳老师、赵莉莉老师、杨学才老师、赵金凤

老师等线上教学能手。

六、政法学院

根据学院《关于做好近期本科教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强云教研进一步

开展基层教学组织活动的实施意见》，结合《政法学院督导组本科教学督导工作方案》，

政法学院督导老师两人一组对第四周六门课程的线上教学进行了督导。

老师们课前准备充分，均提前进入线上教学平台，调试好各种教学设备，并组织、

督促学生进入网上课堂学习。授课过程中精神饱满、思路清晰、感染力强，能够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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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腾讯会议等教学平台，教学方法与手段适宜、灵活、有效，刘雪老师讲授的《社

会保障国际比较》和朱梅莹老师讲授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尤为典型。个别课堂师

生互动较少，已督促增加互动的环节，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七、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院本学期开设 2 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面向全校 21 级学生约 8500 余人。结合学院课

程开设情况，学院线上教学督导组分工明确，从教师语言规范性和严谨性、各在线授

课平台使用熟练性、线上教学的纪律性和线上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重点督导。

针对线上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较少、教学效果不理想的问题，学校专职督导员郭

浩帆、学院督导组成员与概论教研部全体老师召开视频会议，共同探讨，以雨课堂智

慧教学工具为基础，在线上教学过程中采用“五动”的授课方式，使思政课堂“活”

起来。一动：弹幕“飞”起来，通过弹幕畅通师生沟通渠道；二动：鼠标“画”起来，

教师的讲授和画笔结合，让学生眼耳紧跟上课节奏；三动：问题“串”起来，设计制

作一系列难易程度不同的问题组成问题链将课程“串”起来；四动：学生“动”起来，

让学生进课堂后不只是带耳朵听，更要“耳听+眼看+动手+动脑”；五动：老师“忙”

起来，课前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好难易程度不同的问题，课中讲授+发送问题+关注学生

弹幕+释疑解惑+随机点名，课后及时反思和改进。

八、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院积极配合学校线上教学督导专家组工作，由校院两级督导员对线上教学进行

督导。根据学院督导方案，教学管理办公室提前一周统计各门课程授课平台，反馈给

督导组备查。为进一步保障线上教学质量，鼓励老师们使用多种教学平台并及时在平

台发布授课公告。根据学校过程化考核要求，教师们在授课过程中及时向学生公布过

程化考试方案及要求，全面落实过程化考核工作。

本周，学院共开设 131 课次，其中巡视 30 课次，覆盖所有专业，涉及教师 26 人、

课程 15 门。本周教学巡视中任课教师备课充分，精神饱满，遵守教学规范，学生到

课率高。存在的主要问题仍是师生互动交流较少，这也是下一步督导的重点。在督导

过程中，也发掘了一些优秀案例如李加杰老师的《材料概论》和任保胜老师的《复合

材料工艺与设备》等，并在学院推广宣传，极大地提高了老师们的教学热情。

九、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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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学院共开课 46 门。实施线上教学教师数量 80 余名，无缺课情况出现，学

生出勤率良好。学院督导组对本周线上教学进行随机听课，共计 10 余门。授课教师

采用的教学平台多种多样，如 qq 课堂、腾讯会议、雨课堂、腾讯课堂、济大网络教

学平台、钉钉、课堂派等，软件使用熟练，信号稳定，能够运用网络技术达到良好的

教学效果。

面对疫情，学院实验课授课教师带领学生开启“云实验”模式。引导学生身临其

境，仿作实验。老师对实验原理讲述非常清晰。带领学生观看实验视频，强调操作要

点，总结实验注意事项。视频录制清晰流畅，配音与视频完美结合，借助云端将实验

室带到学生面前。

十、机械工程学院

按照学校要求，学院成立以系部主任、教学骨干为主的线上教学检查督导组，启

动线上教学督导工作。被听课教师依托学习通、QQ 课堂、腾讯会议等各类网络教学平

台，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顺利开展了线上教学，学院教学运行状况良好。总体来

看，学院教师能够根据所授课程特点，按照“一课一策”的原则，制定特色的教学方

案，强化过程性考核，并不断丰富线上教学资源，注重“教”与“学”的互动。

通过师生反馈，存在个别学生线上学习积极性不高等情况，也及时跟学生进行了

针对性沟通交流，并作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另外，各专业继续鼓励教师大胆探索教学

模式、实践教学方法、改革课程体系和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线上教学质

量。

十一、土木建筑学院

第四周，学院共面向本科生开课 143 门次，参加线上学习学生 11008 人次。所有

课程正常开课，无调停课现象。根据线上平台的统计情况，线上授课学生到课率达 99%

（缺课学生都已请假或已参军离校等）。

课堂教学环节，学院要求老师做到“一课一案”，每位老师都针对自己的课程，

制定了详细的教学方案，除常规授课计划外，还要有授课平台、课程回放、线上答疑、

作业在线批改等各种线上授课措施。对于实践课程和毕业环节，每个教学系部都按照

实际情况，制定了线上实习和毕业设计方案。

经统计，目前教师在线上授课中采用的教学工具和平台主要有：腾讯会议、学习

通、QQ 群、腾讯课堂、雨课堂、智慧树等。其中，腾讯会议和腾讯课堂由于流畅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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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大多数教师的追捧。学习通、雨课堂和智慧树则由于学校的大力推广，目前也得

到广泛应用。而 QQ 群作为师生联系的平台，是发布通告和解惑答疑的首选。学院王

兆菡老师充分利用雨课堂和腾讯会议平台，对学生进行全面管理，取得了很好的教学

效果。

十二、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第四周，学院制定线上教学督导工作方案，教学督导组依据方案积极开展工作，

重点对本周线上课程进行巡课和听课，共计巡课 40 余课次，听课 8课次，覆盖不同

专业、不同性质和不同年级的课程。

在督导过程中，校院两级督导员提前进入课程教学平台，认真参与课堂教学过程，

对任课教师的教学实施情况、学生线上学习情况及线上课程考核情况进行了督导，重

点关注教师线上教学组织情况、师生互动、学生出勤率及过程性考核环节等内容，并

做了详细记录。对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网络技术问题、师生互动方式问题等，

督导员及时与授课教师交流沟通，并提出改进建议。同时注重收集督导过程中发现的

优秀典型教学案例，本周总结推广的为王雅玲、李实、田蒙蒙、方敏、杨雪岩、孙秀

丽等老师的线上教学经验。

十三、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第四周，学院督导组共计督导听课 30 课时，覆盖学院所有系部并包括面向全校

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共涉及约 50 个班级、1800 名学生的线上课堂教学。

通过本次线上听课和与师生的及时交流，充分了解和掌握学院的线上教学实施情

况，全部教师均能提前做好课程线上教学方案，熟练使用有效的线上教学平台，顺利

开展线上教学工作，课程教学有条不紊，讲授平稳有序，能够保障线上教学平稳运行。

线上教学规范管理程度较以往学期也有了明显提升，能够灵活利用多种手段监控课堂

出勤率、保持课堂的师生互动、检测学生对课堂知识的掌握程度，最大限度地降低了

疫情对学院教学工作的影响。

十四、水利与环境学院

学院成立了由院长担任组长，班子成员、系（部）主任、实验室主任、教学办主

任等为成员的线上教学工作专班，统筹协调学院教师线上教学工作，“一课一策”制

定线上教学实施方案，针对各线上平台的特点组织教师学习、交流使用经验，保障课

程教学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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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督导情况看，老师们课前准备充分，大多数课程均采用了多平台交互使用、优

势互补的授课模式。利用 QQ 课堂、腾讯会议、智慧树、雨课堂等平台采用“直播（视

频或音频）+PPT”的形式开展线上教学。为弥补线上教学“盲教盲学”的不足，教师

们从教学设计入手，课程案例、视频、PPT 均进行了精心准备，内容丰富多彩；授课

过程中，通过提问、话题讨论、练习等多种方式与学生互动，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课

堂参与度。

积极调整实践类课程教学方案，按照“一生一案”原则安排实践教学。本学期应

开出的实践类教学课程均克服困难按时开出。实验类课程以直播演示、线上优质教学

视频等方式开展；地理师范专业制定了详细的实习方案，包括直播讲课过程、小组评

课、说课以及班主任工作安排等保障实习质量；其他实习（实训）任务也均有明确要

求和具体安排，指导教师与实习单位能够实时沟通交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完成实

习任务。

十五、体育学院

本周线上教学，教师们热情高涨，使用群课堂、视频通话或腾讯会议进行直播教

学加屏幕分享，学生们在宿舍，在走廊，在阳台，在田径场，在滋兰苑……练习各自

的动作技能。师生互动良好，授课气氛活跃。还有学生趁机蹭课，多名教师的线上课

堂多出大量未选课的学生，跟着一起练习动作！教师们在课程群分享自己的健身资源，

交流网课经验。

学院督导组根据学院督导方案要求，分工协作，对大学体育公共课和学院专业课

进行了全面巡课和督导，并对线上教学情况提出建议，如各类专业技术课程的教学组

织和教学方法、加强任课教师团队的密切协作等，保证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质量实质

等效。

十六、美术学院

按照《美术学院线上教学督导方案》，教学管理办公室负责汇总全院线上授课方

式及平台，并将所有上课信息及时上报学院教学督导组，以备督导检查。学院教学督

导组对接各专业负责人、教研室主任，一同进行线上教学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反

馈给任课教师。同时，学院线上教学督导组建立了学生联络群，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随时发现问题，及时帮助老师和学生解决困难。

总体来讲，第四周的线上教学运行平稳，顺利完成了预期的教学任务及目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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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们能够熟练运用多平台混合式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视频、试卷、录播课、直播课、

问卷、答疑等），教师与学生互动积极，师生交流氛围轻松活泼，不拘一格，教师们

通过随时让学生提交课堂作业来督促学生学习，通过一对一有针对性地点评作业让学

生熟练掌握知识点，提高技法水平。同学们上课积极，听课认真，在线学习出勤率高。

据统计，线上课堂到课率达到 99%以上。

十七、设计学院

结合《设计学院线上教学督导方案》，学院教学督导组开展了第四周线上教学检

查工作。

学院教学督导组对接各专业负责人、教研室主任，一同进行线上听课活动。教师

们能够熟练使用网络平台的各项功能，能从容处理各种网络技术上的问题，整体状况

比前两周有显著提高。学生们积极配合，提早进入腾讯会议、QQ 群等网络课堂，教师

讲课时，自觉关掉麦克风，以免产生噪音干扰，积极参与互动，课堂秩序良好。督导

过程中也发现了因网络资源有限，学生缺乏参考资料；网络状况不稳定等问题，督导

组对问题进行了及时反馈和处理。本周督导过程中发掘并推广了张盈泓老师的线上教

学经验。

十八、音乐学院

本周开课门数共计 96 门，教学班 166 个。均按照课表规定时间开课，无调停课。

学生均能按时进入课堂进行线上学习，课堂纪律良好。

专业主课课程主要采用一对一、一对多的课程形式，师生互动得到有效保障。授

课教师们认为线上教学对音乐、舞蹈这类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有一定局限性，希望将来

能在线下作进一步的指导。学生普遍反馈线上教学虽然有一定局限性，但是网上授课

可以避免近距离接触，利于疫情防控，学生在上课时，心态较好，心情愉悦，积极性

高。毕业论文撰写和音乐会准备等各项毕业生工作进展顺利。

经过本周专家组“全覆盖式”督导和领导组“抽检式”督导，发现了网络信号不

稳定、学生学习环境略显杂乱、互动环节不足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也发掘了王

晓锋、曾祥瑞、田浩、魏倩倩等一批认真负责的线上教学优秀典型。

十九、文化和旅游学院

第四周，学院线上教学督导组采取随机听课的方式，共听课 11 门，涉及授课教

师 10 人，上课学生 83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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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教学总体运行情况良好，教师能够使用多种线上教学方式如腾讯会议、QQ

群课堂、雨课堂等平台按要求开展教学活动。课前能够及时了解学生出勤情况，与学

生确认设备声音、图像清晰情况，授课过程中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如旅行社管理、旅

游目的地管理、会展项目管理、文化产业创意学等课程的讲解与行业案例紧密结合，

学生参与度高、学习积极性强，各课程学生出勤率高，学习状态良好。

督导过程中发现，授课中存在部分教师讲课语速偏快、网络不稳定甚至掉线、难

以及时掌握关注学生听课情况等问题。此外，授课教师采用不同线上平台，出现同一

个班级学生在多种平台间切换，易造成网络不畅。

二十、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本周学院共开设 51 门课程，152 个教学班。督导组通过随机线上听课的方式，对

10 位教师的线上教学进行了督导。通过进入课程教学平台，查看教师、学生课前准备

情况，观看课堂整体教学过程。课后及时与任课教师进行交流沟通，并将督导信息反

馈至学院。督导过程中发掘了王荣老师的《生理心理学》、冯晶老师的《艺术心理疗

法》等优秀典型教学案例，积极向学院和学校进行推广宣传。

本周学院所有课程均采用 QQ 群课堂、腾讯会议、雨课堂等平台在线直播授课。

通过在线实时互动，授课教师及时获取学生学习信息，并根据学生学习效果的反馈调

整教学设计。目前根据教师本人视频截图反馈及督导员抽查结果分析发现，学院所有

教师均能按照授课计划进行授课，教学秩序规范有序，学生签到率较高。

二十一、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学院成立了由院长、书记、教学院长、校院两级督导员组成的教学质量保障小组，

制定了督导工作方案，通过学院教师群、学生班级群等全面了解任课教师线上授课情

况。学院组织校院两级督导员研讨教学督导方法与理念，协助有需要的教师进一步完

成角色转换；对于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学院督导组积极寻找解决办法，邀请课堂派

平台为老师培训答疑；针对实验、毕业论文等实践类课程，学院积极研讨并及时调整

实施方案。

第四周学院开课 83 门次，督导 42 门次，其中理论课程 35 门次，实验课程 7 门

次。课程授课均按照一课一方案运行。学院教师采用多种平台授课并进行课程建设，

其中课堂派 24%、雨课堂 13%、腾讯会议 28%、腾讯课堂 12%，线上课程资料丰富，教

师们授课过程中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科前沿、思政元素的融合，通过提问、弹幕、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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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进行课堂互动，通过作业、测验等方式加强过程化考核，线上教学顺利进行。

学院注重总结优秀线上教学案例，树立典型，宣传正能量。发掘了如王元秀、纪

雁、孙纳新、高娟、张娟、刘娜老师等一批线上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推广交流，

进一步提高线上教学质量。针对课堂互动不足、线上过程化考核效率不够高等问题，

学院将继续加强督导改进。


	二、数学科学学院
	三、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四、商学院
	五、外国语学院
	六、政法学院
	七、马克思主义学院
	八、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九、化学化工学院
	十、机械工程学院
	十一、土木建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