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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学年春季学期第七周线上教学督导简报

根据学校线上教学工作部署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线上教学督导工作的通知》要求，

校院两级线上教学督导专家组继续对全校 21 个学院开展线上教学督导检查工作，确

保线上线下教学质量和效果同质等效。现对各学院第七周线上教学督导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通报。

一、文学院

第七周，学院共开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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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份，涉及授课教师 16 人（占比 23%），听取课程 16

门（占比 22%）。根据督导组反馈，在本周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授课教师都能够尽

职尽责，有序有效组织教学，其中张秉国讲授的《古代汉语（3）》、张国艳讲授的《语

言学概论》、高龙奎讲授的《古代汉语》、时宏宇讲授的《大学写作》、石静讲授的《大

学写作》等尤为典型。

学院将进一步鼓励教师优化课堂互动，充分利用在线签到、课堂提问、分组讨论、

辅导答疑等手段，吸引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充分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鼓励教

师有效利用丰富的在线教学资源，将最新的科研成果或学术前沿知识融入进课堂教学

中，从而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力和科研创新力；鼓励教师充分利用“国家高等教育智

慧教育平台”，丰富教学资源供给，优化课程教学内容。听课结束后，学院将督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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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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数学科学学院

根据《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线上教学督导工作方案》要求，学院领导、各系主任和

督导组成员对全院教师进行全覆盖听课。第七周，学院共计开展线上课程 40 门，教

学班课程 257 门次，涉及授课教师 86 名，13 门公共课和 27 门本科专业课程，学生在

线上课人数累计 25093 人次。

通过加入直播课程，督导组对授课老师的线上教学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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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进建议。另外，督导组注重收集在督导过程中发现的优秀、

典型的教学案例和教学方法，在学院推广和宣传。

三、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第七周，学院所有理论课程的教学工作都正常开展，大学物理实验和基础物理实

验等实践课程的线上授课工作也正顺利进行。按照学院督导工作安排，本周督导组继

续进行线上听课，共计听课 8 门次，其中利用 QQ 群课堂、雨课堂、腾讯会议等平台

的直播课 6 门，利用 QQ 群答疑的录播课 1门，利用学习通教学平台的课程 1 门，所

有课程都用到 QQ 群，分别进行通知提醒、答疑、签到、作业、互动等不同功能。课

堂运行稳定，老师们精神饱满，课件制作精美，讲解清晰详细，播放流畅，能充分利

用习题测、质疑、提问等手段加强互动，学生参与度较高，课堂出勤率达到 99%以上。

毕业论文和毕业实习的指导工作也按部就班的进行中，本周二新能源系开展了

2018 级学生的毕业论文开题工作，经过负责老师的精心安排，开题工作顺利开展，新

能源系 116 名同学全部通过了论文的开题工作。其他系部指导教师通过线上多种手段

及时对学生的论文进展情况进行了解和指导，确保各个环节的正常进行。

四、商学院

随着线上教学的全面开展，商学院督导办不断创新工作理念，以问题为导向，认

真寻找优化教学效果的路径。本周的督导活动为参加各个系的线上教学经验交流会，

工商、管科、会计、经贸、金融等五个系的授课教师结合各自的线上教学经验及心得

体会进行了分享，主要围绕疫情对教学方式的影响、信息技术进步对教学的影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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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案例分享等话题展开。

从座谈情况来看，各系能严格遵循上级的决策部署，在学校的统一组织管理下，

迅速反应，认真组织，有条不紊地开展在线教学，指导教师、学生充分利用互联网工

具、平台及学习资源，确保教学工作高效推进。线上教学改革成效不断提高，“互联

网+”背景下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全面铺开。

在学习、实践以及讨论中发现，在前期不断实践的基础上，大家已经能相对熟练

地运用多种线上平台。总体看来，由于大家平时使用 QQ 较多，简单易行，同时也能

满足回放要求，因此很多教师采用了 QQ 群课堂等方式直播。通过 QQ 群课堂在线教学，

在保障授课过程顺畅等方面确实可以起到较好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端，突出问题

集中在互动以及对学生动态监控较少。另外一部分教师采用腾讯会议+录屏方式，增

加了视频互动。鉴于以上问题，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尝试多种平台工具同时交叉使

用，例如 QQ 群课堂+QQ 群交流+学习通、腾讯会议+学习通或腾讯会议+QQ 群交流等

多种工具综合交叉使用，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从长远角度来看，目前对济南大学

网络平台、雨课堂等工具的使用还不够充分，随着在线教学的有序推进，需进一步引

导教师更多地尝试其他教学平台和授课方式。

五、外国语学院

第七周，学院领导班子和各系部学院教学督导员对包括外教在内的全院教师进行

了拉网式全覆盖听课和巡课，同时对周末的英语二专课程进行了专项督导。学院领导

班子听课、巡课近 80 课时，涉及 70 多位老师，学院系部督导员除参加全覆盖听课、

巡课外，对周末二专课程全覆盖线上督导听课 12 门，涉及 11 位老师。

从督导情况来看，随着对各类线上教学平台的熟练操作，任课教师授课过程中更

加注重了师生课堂互动，通过签到、发弹幕、连麦、随堂测试和小组活动，充分调动

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限度提高教学效果。同时，大多数任课教师注

重在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做到“润物细无声”。总的来说，线上教学情况平稳有序，

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本周学院推荐的优秀教学案例为英语系张海霞老师的

《写作》，朝鲜语系刘爱梅老师的《基础韩国语 2》和日语系李丽娜老师的《日本古典

文学选读》，均教学效果良好。

在督导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共性问题，比如有的学生请假做核酸、缺课，认为有录

课可以以后再听，但是任课老师反映补听课率较低；另外，学生反映校园网网络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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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经常掉线，影响听课效果；线上教学缺乏师生感情交流。针对以上问题，学院

要求任课教师要不断优化课堂教学设计和教学方式方法，比如建议教师主动开摄像头

以吸引学生加强互动交流，提前做好预案以应对突然的停电、断网等问题，坚决杜绝

一切教学事故。

六、政法学院

第七周，学院 11 位督导员根据教务处《关于进一步加强线上教学督导检查的通

知》、政法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线上教学督导检查的通知》，结合《政法学院督导组

本科教学督导工作方案》等文件，督导老师两人一组对线上教学继续进行督导。

学院督导组继续进行线上听课，本周共听课 7门，主要为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

均填写了图文并茂的听课记录单。从督导情况看，授课教师教学手段更加灵活和多样

化，以直播为主，辅以录播和网站资料，充分利用 QQ 群、雨课堂、腾讯会议、超星

学习通等线上教学平台，在授课过程中更加注意师生互动环节的设计，强化考勤和随

堂测试，教学效果良好。本周优秀典型教学案例为任伟伟老师的《申论与社会热点分

析》、张晖老师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龚晓洁老师的《社会心理

学》和李洪涛老师的《俄罗斯政治与外交》，并在学院进行推广宣传。

七、马克思主义学院

使云端思政课真正有吸引力，需要用心打造有理有趣有温度的高质量课堂。一是

有理。思想性是思政课的灵魂，没有就事说理的思想性，思政课就没有吸引力、感染

力和说服力。而且，思政课必须要鲜活，疫情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引发大学生的议论

和思考，这正是引导学生理性观察、深入思考的良机，要善于把疫情防控的生动实践

转化为课程教学的热点内容。二是有趣。备课时，准备各种不同的教学资源，包括课

件、图片、视频、歌曲，甚至小段子等来为授课加分，并充分把握好各授课环节。三

是有温度。首先，课堂充满正能量，带来情感温度。如讲到疫情防控时，十天建成火

神山让同学们感受到了建设者、白衣战士和志愿者们不顾安危、奔赴一线的责任和担

当。疫情就是一面镜子，一个国家强大与否，政府的执行能力如何，民众是否上下一

心，一下子照得明明白白。其次，有效互动带来教与学的热度。教学中要设计简短快

的互动问题，充分利用好加分机制、弹幕课件、互动提问以及测验等功能。要把握好

线上教学的互动技巧，建立一个宽松、自由、平等的课堂氛围，让学生畅所欲言。

学院有理有趣有温度的云端思政课既有醍醐灌顶的深度，又有调动兴趣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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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打动人心的温度，让思政课与学生求知求真的内心需求合拍共鸣，让思政教育与

立德树人的时代要求互融共进。

八、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第七周，根据教务处“关于进一步加强线上教学督导检查的通知”要求，学院领

导、系主任、学院教学督导员和教学管理办公室继续对线上授课进行训课、听课。本

周，我院共有 120 课次，共巡视 58 课次，覆盖所有专业，涉及教师 41 人，涉及课程

20 门。

教学管理办公室在周日前对学院下周开设课程的授课平台等信息进行汇总，同时

对学院领导巡课和系主任听课任务进行分配，学院教学督导员由教学督导委员会组长

分配督导任务。本周增加了听课、巡课频次，确保督导检查全覆盖。

本周教学巡视中发现任课教师备课充分，精神饱满，能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软件。

另外，授课教师使用小程序布置作业和群签到的比例有所上升。学生到课率高，回答

问题积极。存在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师生互动交流少。本周，《材料概论》、《材料工艺

性能与试验》等课程进行了第二次过程化考试。

九、化学化工学院

第七周，学院共开课 51 门，实施线上教学教师数量 100 余名，无教师缺课情况

出现，学生出勤率良好。本周学院督导组继续采取线上随机听课的方式，整体教学秩

序平稳运行，师生精神状态饱满，线上教学质量较高。

教师按时上下课，课前督促学生进入课堂，部分老师特意让学生开摄像头观察了

学生状态和环境，讲课饱含激情，富有感染力。学生出勤率高。授课教师教学内容充

实，能用科学研究成果拓展教学，且理论性很强，具有深度；在授课过程中普遍注重

教学方法，能结合生活中的实例讲解重要知识点，并能够引入课程思政元素；注重采

用不同平台联用的授课方式，提升教学效果；注重通过真实图例、模型图片、工艺动

画等多种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兴趣；同时注重过程性考核，学习重要知识点后，及时

利用平台进行随堂测验，夯实知识。

督导小组成员听取了部分新进教师的课程。作为新进教师，能结合应用实际，给

予学生思考、联想、创新的启迪，把复杂理论、公式的引入、定义及其不同情况应用，

条理细致地说清楚、讲明白实属不易，下了很多功夫。

十、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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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疫情影响依旧，学院在保障师生健康的同时，多措并举为线上教育教学保驾

护航，最大程度减轻疫情对教学工作的影响。校院两级线上教学督导组继续开展线上

教学督导检查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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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疫情的持续和教学内容的深入，在线教学逐渐呈现出不足之处，“抓不住学

生眼球”、“无法感受学生对课程的理解程度”成为教师吐槽的重点。《机械制图》教

学团队统筹线上线下、课内课外教学资源，逐步推进课程在线建设，初步构建了基于

学习通平台的一体化在线教学生态系统，实现了对机械工程学院所有大一学生的全面

覆盖。实施过程中在直播授课、课程互动、作业批改等环节做足功课。在线教学绝不

是线下教学在线上的映射和投影，简单地拿来主义，需要教师裁剪设计、精细实施。

在线教学生态系统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学生学习共同体、教师教学共同体、课程

育人共同体，既需要先进成图技术、教育信息化技术乃至物联网技术的支撑，更需要

教师人文情怀、学生专业认同的养成。

十一、土木建筑学院

本周学院面向本科生开课 62 门，共 201 门次，参加线上学习学生达 15390 人次

（应到人数）。所有课程正常开课，无调停课现象。教学运行平稳有序。由于本周部

分课程结课，教师没有统计上课人数。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教师未及时在线上填报学

生考勤情况。因为数据相对较少，本周没有进行学生到课率统计。

本周学院督导组老师共听课 10 门，对所听的线上课程，督导员老师们都给予了

积极评价，尤其是《水泵与泵站》、《桥梁工程（上）》、《水分析化学》、《结构力学》、

《流体力学》、《桥涵水文》、《流体力学》等课程，都评定为优秀。其它课程也都评定

为良好等级。

为广泛了解在线教学的教学效果，本周还随机对听课班级所在 QQ 群的学生开展

了调查。从调查结果看，同学们对在线教学基本持肯定态度，认为教学效果不错，并

对老师的辛勤努力给予赞扬或感谢。当然也有部分学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尤其

是部分学生认为学习效果出现两极分化，这个观点可能具有一定代表性，值得后续进

行深入调查。

十二、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第七周，学院督导组继续配合学校线上教学督导专家组开展工作，除对线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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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巡课和听课外，本周重点对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设计）环节进行专项督导，督

导员每两人一组，分别对接自动化系、电气工程系和电工电子教研中心。

从督导情况看，学院高度重视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工作，从实行线上教学开始，

已安排指导教师转为线上指导，指导教师分别通过 QQ 群、微信群、腾讯会议等不同

方式对学生进行指导，定时在线答疑，确保指导时间和质量，指导学生充分利用网络

资源查阅文献资料，按照计划进度开展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开题等环节，并对未返校

的学生（约占总人数的 15%）予以重点关注。目前，学院对于该项工作开展的中期检

查已如期完成，所有学生已于前三周完成了毕业实习环节，按时提交了实习笔记和实

习报告；并按照任务书的时间节点提交了开题报告和中期检查表，结果显示，部分学

生已超进度完成前期工作，进入论文撰写环节。另外，鉴于目前疫情形势复杂，学院

已提前制定了毕业论文线上答辩预案，并做好了线上答辩的各项准备工作。

十三、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本周继续深入贯彻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线上教学督导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要求，

学院督导组除进行常规的线上理论课程的督导外，逐步展开对课程实验、实习实训等

环节的线上教学督导。

全体督导员均能完成额定工作课时，本周共计督导听课 23 课时。随着线上督导

工作有条不紊地深入开展，加之与教师的积极反馈与交流，课堂教学效果与前几周相

比有了很大改进，广大教师也能在线上教学中不断反思逐步改善。教师、学生基本都

能提前进入课堂，教师的讲授熟练细致，节奏合理，能灵活运用电子板书等教学辅助

手段，教学效果良好。督导过程中也发现了多数老师反映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线上

教学的课堂互动环节效率不高、费时较长、网络存在延迟或学生听课不专心甚至溜号。

这是值得下一步继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

在实践教学的督导方面，本学期课程的课内实验，验证性编程类的实验全部顺利

开展，有些需要专门硬件试验箱的实验均以线上仿真软件的形式开出，个别无法仿真

的实验也已经做好推迟至线下开展的教学预案。关于毕业设计的督导，经与各系负责

实践教学的副主任、教研室主任及部分骨干教师交流，自本学期初开始，指导老师均

已通过 QQ 群、腾讯会议等形式周期性跟所指导的学生进行交流，已经完成毕业设计

方案/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英文文献资料整理、毕业设计任务书等撰写工作，下周将

在全院范围内开展毕业设计中期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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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水利与环境学院

第七周，学院共开设各类课程 62 门。根据学院统一安排，本周督导工作主要包

括三项内容：一是继续随机进入线上教学平台对教学情况进行督导并与任课教师及时

沟通；二是继续对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环节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三是了解班主任对

学业预警学生的帮扶情况。

本周各督导小组至少听取两门课程，共收到 10 份督导情况反馈。老师们均提前

进入课堂，通过多种方式提醒学生并考勤；课程环节完整，从复习、讲解新课、提问、

到课后作业均一丝不苟地完成。为丰富课堂内容，帮助学生克服倦怠心理，老师们通

过增加案例教学、提问互动等方式鼓励学生参与线上课堂学习，总体效果良好。周保

华老师的《地球概论》，课程难度大，为保证教学效果，周老师对课程做了充分准备，

对重点内容讲练结合，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发挥多媒体的优势，用丰富的图片、

动画展示地球的宇宙环境，图文并茂，生动形象；课程案例充分实用，课程平台资源

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较灵活，注重和学生的互动，感染力强。

本周主要对对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和水利工程专业的毕业实习环节进行了检查，

所有实习工作均转至线上进行开展。集中实习地点均在校内进行，由指导教师负责所

指导毕业生的实习环节。通过布置实习任务、发布实习资料，推送相关视频等方式，

保障线上毕业实习的顺利开展，目前实习已经完成。

为保证疫情期间每一个学生都不掉队，本周由学院学办、教办共同发起的对学业

预警学生的帮扶计划已经全面实施，各年级辅导员和各班班主任一对一地了解学生的

学习困难，从心理上给予关注和关怀；并通过联系任课教师和成绩优秀的学生进行辅

导等方式解决这部分学生的学习困难问题。

十五、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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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所有课程依旧如火如荼的进行，教师们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和健身知识，

课上课下指导学生健身，学生参与度高，教学效果良好。任课教师课前准备充分，提

前进入教学平台，线上教学软件使用熟练。配套教学视频选择恰当，有效弥补了线上

教学的缺陷；能够结合当前疫情及时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效果较好；通过提问、抢

答、讨论等形式，师生互动充分，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学生听课认真，练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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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参与率高。教师可利用视频，适当增加基本技术动作的示范，进一步提高教学效

率，且个别教师全程没有直播，缺乏课堂气氛，建议开“群课堂”或“视频通话”，

在线直播，给学生营造一种课堂气氛，既可以让学生直观了解动作做法，也可以实时

监控学生的上课状况。因体育课程实操性较强，线上授课学生可以进行小范围的动作

练习，但依然有限制，教学效果较线下略有不足。

十六、美术学院

根据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总体要求和学院线上教学督导方案，学院开展第七周线上

教学督导工作。本周学院共开设 24 门课程，涉及 24 名任课教师，共计 127 门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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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通、

雨课堂、QQ 群课堂、快手、微信等，学生到课率达到 99.95%。

督导组通过随机线上听课的方式，对师生课前准备工作、课程线上教学方案、教

学资源的建设与使用情况、师生上课状态、学生到课率、课堂教学组织、教学互动、

辅导答疑、教学效果、线上实习考察开展情况、毕业论文进度、过程性考核等进行了

全面检查。根据督导反馈，本周共听课 16 门，任课教师已熟练运用线上教学软件，

教学效果较好；学生出勤率高、师生积极互动，课堂气氛活跃。学院线上教学督导组

通过学生联络群保持与学生的沟通，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十七、设计学院

按照学校当前疫情形势下线上教学的工作部署和《设计学院线上教学督导方案》

要求，学院教学督导组第七周继续进行线上教学检查工作。学院本周开课课程有《包

装与品牌设计》、《设计美学》、《产品造型材料与工艺》、《产品包装设计》等，邀请了

山东省工业设计协会执行会长蔡建宁、山东省室内设计行业协会会长何金朔等专家为

工业设计 1901、1902 级开展实习讲座，深受社会各界、广大师生的关注与喜爱。

本周学院线上教学效果整体状况优良，授课教师充分利用各种网络教学平台，按

照既定课程教学计划平稳有序展开线上教学。教师的网上授课技巧不断提升，通过班

级 QQ 群、微信群、智慧树等教学平台和工具多渠道与学生进行沟通，充分发挥在线

互动优势。学生学习态度端正，积极配合老师线上教学，互动良好。

但也存在网络有时会拥堵，影响效率；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不强，自觉性不够，

自主学习能力偏弱，参与度不足，跟不上老师讲课的思维；娱乐游戏或其它信息对学

生有较强的吸引力，一边听课，一边做其它事情，学生学习的注意力容易分散。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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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线上教学的硬件设施建设，完善平台各项功能；加强对教师线上教学的研

讨培训，优化教学方法，给学生思考、消化、记忆的时间；互动中注重鼓励性评价，

提高学习的成就感，让学生乐于参与。

十八、音乐学院

本周开课门数共计 111 门，教学班 145 个。均按照课表规定时间开课，无调停课

现象。学生均能完成线上学习，可以及时进入课堂，课堂纪律良好。

学院大部分课程偏向于技能类，线上教学对这类课程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授课教师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经验积累后，进一步优化了授课方法和考核制度。例如，

一对一的小课或一对多的小组课均要求学生打开摄像头、人数较多的集体课均要求学

生不定期打开摄像头进行交流和问答，学生的线上出勤情况和学习效率得到了进一步

保障。

刘俐婧老师讲授的课程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刘老师根据线上授课形式，适

时调整了舞蹈课的学习内容。刘老师教学示范到位，对课堂的节奏掌握较好，对线上

教学平台的运用娴熟，注重课堂互动，学生的参与度极高。闵小敏老师所授课程为《钢

琴即兴伴奏》。这门课程实践性非常强，线上教学对教师的挑战较大。闵老师通过精

心的课堂设计，努力克服了线上教学的障碍，课堂氛围热烈，学生积极性高。

十九、文化和旅游学院

第七周，学院线上教学督导组继续进行随机听课，共听课 3门次，授课教师 3人，

上课学生 148 人次。

线上教学总体运行情况良好，各项工作准备充分，课堂教学规范有序。教师均能

使用多种线上教学方式按要求开展教学活动。课前及时点名、签到，了解学生出勤情

况。教师上课精神饱满，课程内容掌握娴熟，《酒吧经营与管理》课程资料多元化，

配合教学案例的使用，使教学活动更丰富；《生物化学》课程授课教师对关键知识点

重点突出强调，能与学生进行有效互动；《人文视角下的世界旅游目的地》授课教师

将文字与图形相结合，历史文化与旅游知识相结合，通俗生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此外，各门课程有序进行了过程化线上考核，效果良好。各课程学生出勤率高，学生

参与积极性较强，学生学习状态良好。授课过程中偶尔会出现网络拥堵现象，授课教

师也能及时解决。

二十、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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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校《关于进一步加强线上教学督导检查的通知》，学院积极调整教学督导

工作安排，组织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系主任、学院督导组成员深入线上课堂，增加学

院听课、巡课频次，确保督导检查全覆盖。本周学院共开设 52 门课程，136 个教学班，

参加线上学习共 11477 人次。督导组通过随机线上听课的方式，对 7位老师的线上教

学进行了督导。

根据督导组反馈，本周线上教学整体情况良好，教师们的线上授课技巧不断提升，

能够熟练运用各种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授课和考核，遇到网络技术问题也能互相探讨学

习并持续改进。学生线上课堂出勤率高，达到 99%以上。教学运行到第 7周，大部分

老师都已进行了一到两次的过程化考核。教师们在摸索线上教学与过程化考核的最佳

结合途径。许多线上教学平台能够对学生的作答情况进行快速分析，可以直观的反馈

学生学习效果，让学生及时了解自己学习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改正。过程化考核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提高学习效果具有明显作用。另外，学院发挥专业优势，组织教

师和学生录制心理调适小视频，为封闭在校的教师和学生提供心理疏导。督导组在督

导过程中发掘了董及美老师《教育统计与测量》、乔福强老师《心理学研究方法》等

优秀教学案例，并在学院范围内进行宣传。

毕业论文和毕业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正在进行。下周学院会重点督导实践教学的

开展和组织情况，确保实践教学环节顺利进行。

二十一、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第七周，学院通过学院教师群、学生班级群等全面了解任课教师线上授课情况，

包括教学平台、QQ 群（微信群）人数、上课人数等信息，关注线上授课质量及学生到

课情况，由院领导、系主任、校院两级督导员共同进行巡课督导。

本周学院开课 91 门次，巡课督导课程 28 门次，其中理论课程 18 门次，实验课

程 10 门次。按照“一课一案”的方案，授课教师采用课堂派、雨课堂、腾讯会议、

腾讯课堂等平台通过直播、录播方式授课，线上课程资料丰富，强化了过程化考核，

老师们使用线上教学平台熟练，平台信号稳定顺畅，学生到课率 99%以上，督导课程

教学运行良好。巡课结束后，督导员通过腾讯会议、QQ、微信等方式及时与授课老师

进行反馈、沟通，并针对互动方法、现代教育技术等问题进行研讨，确保线上教学质

量。

本周，毕业论文（设计）按计划进行，已完成外文翻译、开题报告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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