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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动态】 

（1）校领导督导思政课课堂教学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调研思政课堂教学效果和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改革创新，5月 7 日上午，学校党委副书记嵇芹珍前往思政第一

教室 JC203 听取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潘亚兰老师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

础》课程，学校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邹瑄和教风学风督导室主任刘

玲陪同听课。 

潘亚兰讲授“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专题，深入浅出讲授“家

庭美德”内容，充分阐释家庭、家教和家风对品德修为养成的重要作

用。嵇芹珍对教学内容的设计、典型案例的选取、教学语言的规范使

用以及总体教学效果表示肯定。 

听课结束以后，嵇芹珍围绕思

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要立足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把习近平总书记最新

论述融入教材、融入课堂、融入头

脑，不断改革创新，让“最好”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信仰和追

求，真正把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建设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

渠道主阵地。第二，要坚持以学生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在教学相长



 

 

和坦诚探讨中提升课堂内容质量，用先进思想引领学生成长，用优秀

文化培养学生情怀，用实践锻炼创造学生出彩。第三，要坚持推动思

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关键在教师的理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六点要求”和“八个相统一”，做到真懂、真学、真信、真用，不

断提高思政课教师理论修养和业务本领，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校领导督导实训课程教学 

为调研学校实训课程教学质量，实现督导课程类型全覆盖，5

月 16 日上午，学校党委副书记嵇芹珍带领教风学风督导室全体人员

到 S2-401 教师听取会计学院李迎男老师的实训课程《EXCEl 在财务

会计中的应用》。 

李迎男老师围绕“利用 Excel 处理帐表”任务开展实训，嵇芹

珍对实训环节完整性、实训内容丰富性、解决重点问题方法有效性、

学生练习时长、师生互动以及实训效果表示肯定。  

听课结束以后，嵇芹珍围绕

实训课程督导建设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实训课程是理论课程的强

化和延伸，是专业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提高实训质量要缩短理

论与实务之间的距离，集中解决

学生集中反映的问题，促进实训内容与教学内容对接、实训角色与职

业岗位对接、实训过程与职业过程对接，切实提升学生动手实操能力；

第二，实训课程建设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要从经验为中心



 

 

向以问题为中心转变、从单向灌输讲授向互动参与讨论转变、从知识

传授向能力提升转变、从个体学习向团体合作转变，在实训过程中培

育“工匠精神”和“团队精神”。第三，实训课程和理论课程在培养

学生专业能力方面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实训课程也是教学督导的重要

环节和重要内容，要围绕督导高质量开展应用性、互动性、开放性和

前瞻性研究，对不同类型实训课程加强研究，探索符合课程特点的评

价指标体系，为提高实训质量提供专业性和技术性服务，促进学校高

质量发展。 

（3）学校召开督导建设会议 

为巩固督导建设成效，探讨督导建设中问题的解决方法，5 月

24 日下午在明德楼 318 会议室召开学校督导建设会议，学校党委副

书记嵇芹珍主持，各院部督导负责人和专兼职督导参加。 

首先，教风学风督导室刘玲通报督导巡查、督导听课情况，通

报近期工作安排，要求院部督导负责人和专兼职督导做好意识形态安

全维护工作。 

会议过程中，院部督导负责

人和专兼职督导围绕教师教学、教

师管理、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提升、

教学资源充分利用、教学成果推广

利用以及学生引导等提出意见和

建议。 

最后，嵇芹珍围绕督导建设提出三个要求：第一，要树立问题



 

 

意识，督导建设是长期的基础性工作，督导过程发现问题要用发展的

思路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只要直面并破解主要问题和关键问题，严格

执行学校各项制度，敢于担当、善于担当，高质量的督导目标就能够

实现。第二，要树立系统思维，教风学风督导质量提升不仅依靠任课

教师和班主任，还要依靠督导负责人和专兼职督导，更要依靠学校各

部门之间的沟通协同，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做到治标与治本相结合、

渐进与突破相衔接，实现督导质量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第三，要

树立精准思维。督导建设要围绕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这两个关键点做

文章、出实招，把督导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努力在增强督导能力、

提高督导水平和促进督导质量方面取得成效。 

（4）“放下手机  回归课堂”主题倡议书评选活动圆满结束 

为积极推进服务主导型教育教学改革，落实以教师为主导、以

学生为主体的办学思想，教风学风督导室积极回应教风学风督导过程

中突出和高频的手机问题，面向全校学生开展“放下手机  回归课堂”

主题倡议书活动。 

本次活动从 3 月底开始得到了广大

同学的支持，共征集倡议书 103 份。为提

高更多同学关注度，让更多同学理性关注

手机对教风学风的影响，教风学风督导室

组织制作倡议书评选页面和二维码，从五

一劳动节开始为期九天的网络评选活动，

投票平台得到 1029014 次关注，获得



 

 

168327 次投票，评选出姜雪怡等同学 15 位同学撰写的“最佳网络人

气奖”倡议书。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教风学风督导室在组

织网络评选时，同步组织专家对征集到的所有作品进行了认真评选， 

28 篇倡议书脱颖而出，其中 18 会计 3 班冯娟妮和 17 财务管理 2 班

郭毓慧斩获一等奖，18 会计 7 班王莹、18 金融管理 2 班李燕和 18 会

计 7 班 张 悦斩获二等奖，18 电子商务 1 班 刘璐佳等 23 位同学斩

获三等奖。教风学风督导室将择期开展倡议书展示活动。 

征集活动是以学生为主体理念为基础，以学生实质性参与为主

导，为真正践行学校倡导的“人人出彩”创造学生参与的形式。专题

倡议书充满同学们对手机的理性思考，提出不少具有建设性的操作措

施，满足了同学们关心学校发展、参与学校发展的心理诉求。教风学

风督导室将继续探索学生实质性参与学校高质量发展进程的新形式

和新方法，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服务。 

【督导通报与反馈】 

（1）督导检查通报 

相关内容见“教风学风督导室”网站“信息公开”栏目

（ http://jfxf.jscj.edu.cn/xxgk/list.htm） 

（2）学生旷课迟到通报  

http://jfxf.jscj.edu.cn/xxgk/list.htm


 

 

 

【督导信息公开】 

（1）督导听课评议精选 

教风学风督导第六周到第九周继续组织学校督导开展推门听课

活动，每位督导按照分工和授课教师对接，前往既定授课地点开展听

课活动。听课过程中，督导认真负责、精准评议，真正把以督促建、

以评促改、以议促优落实到听课过程中，截至第九周督导听课 205 人

次，其中评议分值 90 分以上的优秀老师有胡晓娟、胡迪、潘亚兰、

刘燕、冯建春、陈晓红、甘渭花、鲁靖文、潘紫璟、成焕兴、李光正、

张科杰、笪林梅、刘华清、李杨、马燕、崔立功、沈为清、卢运莉、

顾荣、庞建民等，他们首先能够深研教学内容，做到逻辑清晰，为学

生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理论联系实际，重点突出，难点化解有效，

有效促进课堂教学质量地提升；第二，他们能够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理念贯穿于教学过程中，在融入现代教学手段同时并没有放弃传统

教学手段的应用，用讲解、提问和练习增强师生互动频度与密度，提

升课堂教学的效果；第三，上述教师能够加强课堂管理，规范课堂教

学秩序，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升课堂效率，及时纠正学生课堂学习



 

 

过程中的不良行为，做到课堂秩序好，课堂凝聚力好，教学效果好。 

授课教师 督导评议 

 

 

胡晓娟 

教学内容丰富，信息量大，采用大量案例、视频、图片、听歌

和提问，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阐释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多方面、多角度阐述爱国的意义，尤其是“3分钟”讨论加强

学生对爱国主义的理解，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案例详实，

PPT内容丰富多样，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开展信息化教学。联

系实际，教态自然。 

胡迪 学生出勤率高，备课充分，教学内容熟悉，表达准确，阐述清

晰，讲解细致清楚，由浅入深，师生互动，课堂气氛好。PPT

板书合理。 

潘亚兰 教学内容丰富熟悉，材料详实，PPT、案例紧贴教学内容，教

学内容联系实际，教学语言规范，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设计

合理，图文并茂，师生互动良好。 

 

刘燕 

教学内容丰富，引用素材丰富，知识面较广，引起学生对爱国

主义的深入思考；能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理论联系实际，重

难点突出。点名认真且效率高，讲解透彻，学生专注，课堂气

氛好。 

 

冯建春 

教学内容丰富，知识面较广，提供大量素材，边讲解边举例，

案例教学贴切具体，能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PPT简洁大方，

图文并茂，与板书结合，理论联系实际，重难点突出。教学效

果好。  

 

陈晓红 

教学内容熟悉，教学设计合理，推导环环相扣，层次清楚，严

谨有序，语言精炼流畅，能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采用视频、

图片、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与板书结合，理论联系实际，

重难点突出。生词、语法、句子连线式教学，给予学生个别辅

导，把握练习综合情况，课堂秩序好，课堂凝聚力好，教学效

果好。 

甘谓花 教学内容熟悉，备课充分，讲解透彻，体会课前案例逐条讲解

专业名词，引入，名称，再分析，解释说明有辨析、拓展、设



 

 

问，知识面广。语言流畅，PPT精美。  

成焕兴 教学内容熟悉，重难点突出。围绕重点内容进行教学设计，实

用性强。大量提问与主动回答，调动学生积极性，注重发散性

思维训练，师生互动。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信息化教学，PPT

简洁大方，注意实用性。课堂气氛好。教学效果好。 

李光正 教学内容熟悉，围绕微积分大量板书推导，逻辑性强，思路清

晰。结合生活中案例，提高学生对教学内容认知，运用多媒体

教学结合板书，课堂秩序好。难点化解有效。课堂凝聚力好。 

张科杰 教学内容熟悉，教学生汉语形式多样听、说、读、写训练，把

握课程重点设计教学内容，大量练习与师生互动，鼓励学生上

讲台，提高学生听说能力，收到较好教学效果。PPT简洁大方，

重难点突出，课堂气氛和秩序较好。 

刘华清 教学内容熟悉，备课充分，语言流畅内容清晰，重点难点突出，

详略有度。边讲边练，答疑辅导及时准确，注重实用性，互动

好，信息化资源合理恰当。 

马燕 教学内容熟悉，把握课程重点设计教学内容，思维活跃敏捷，

对学生进行汉语听、说、读、写能力训练，让学生造句、阅读、

听读、跟读、视频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和大量提问，边讲边练

习，边纠正边讲，让学生听懂会练，练习形式多样化，收到较

好教学效果，语言标准规范。课堂凝聚力、师生互动教学效果

好。 

沈为清 备课充分，板书规范、严谨，讲课自信，声音洪亮，示范演示，

讲解细致清楚，由浅入深，紧扣书本，总结布置作业，教学环

节完整。 

顾荣 教学内容熟悉，教学设计合理，启发学生围绕教学内容进行思

考，推导环环相扣，层次清楚，严谨有序，师生互动，语言精

炼流畅，教学效果好。 

庞建明 教学内容熟悉，教学设计合理，讲解透彻细致到位，理论实际

相结合，示范到位，投篮技巧反复强调，给予学生耐心指导，

教学环节安排合理，教学效果好。 



 

 

（2） 院部 4 月份听课统计 

___4__月教学部门听课情况统计汇总表 

教学部门 
频次与覆盖率 

听课人数 累计听课覆盖率（%） 

会计学院 36 60 

经贸学院 9 45 

金融学院 1 10 

工商管理学院 5 20 

机械电子和信息工程学院 22 31.4 

粮食工程与食品药品学院 1 28.6 

人文艺术与法律学院 26 6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17 

基础教学部 19 42 

（3）“放下手机  回归课堂”主题倡议书评选结果 

一等奖（2 人） 

冯娟妮     郭毓慧 

二等奖（3 人） 

王  莹    李  燕     张  悦 

三等奖（23人） 

刘璐佳  闫元清  华丹丹  胡  冉  梁凯威  张馨然  陈春潇   

张广玥  金亚鹏  张凤芹  张凯洁  张  雪  李立鑫  李世一  

周心伟  舒家裕  包思悦  潘若玲  丁苗苗  用成美  丁 鹏   



 

 

郭珍宏  许  艳 

 “最佳网络人气奖”（15人） 

姜雪怡  施静怡  陈 洁  周心伟  王 莹  骆滟秋  欧阳琴   

郑 澜  曹秀榕  张凯洁  王 锦  陈 凤  梁凯威  苗 真  苏 兰 

（4）“放下手机  回归课堂”主题倡议书精选 

                  （一） 

网络虽精彩，课堂价更高 

         18 会计 3班    冯娟妮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说烟雨微茫，兰亭远望，后来高度近视，远方迷茫；你们说

春光灿烂，书本飘香，后来王者荣耀，书本在旁；你们说微风轻拂，

慵自思量，后来进关门窗，怕人惊吵；你们说悬梁刺股，温故知新，

后来微信 QQ，爱不释手；你们说正直少年，适时读书，后来诺言良

语，随风飘扬。 

自古以来，腹有诗书气自华是我们民族一直秉承、流传的。但是，

近年来，我们进入了互联网阶段，大数据社会，手机成了我们必不可

少的工具，而我们深受它的影响，变成了低头族，不论何时何地，我

们手中都会捧着自己的手机。是的，学校是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园的，

但是，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远离家人，手机是我们联系

的唯一纽带。正因为如此，我们脱离了父母的监管，可以随心所欲了，

由于我们抵制不了诱惑，便一头扎进手机的陷阱，游戏、网购、追

剧……便成了我们的乐园。因此，白天也罢，黑夜也罢，总是离不开



 

 

手机，甚至在课堂中总有人会习惯性的打开手机，继续着低头族的生

活，早已忘记了学校是我们汲取知识的殿堂，是我们扬帆起航的地方。 

然而，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听课效率，打开书香课堂，我们倡议“放

下手机，回归课堂”，倡议如下: 

一、合理使用手机，养成良好习惯。理性对待手机的各种功能，

尽可能的避免对手机的过分依赖。尽可能的做到“走下网络，走出宿

舍，走向大自然”，主动与亲朋好友谈笑风声，增加情意，感受生活

的美好，拥抱自然。 

二、消除课堂陋习，提高学习效率。尽量做到进入课堂不到手机，

可能有些老师会使用手机签到，那么签到完毕，应该及时放下手机，

回归书本，回归课堂，做课堂的主宰者，做知识的汲取者，把宁静还

给课堂，把低头抛于九霄云外，做课堂的抬头者，互动者，把尊重留

于大家。 

三、发挥榜样作用，建立优良学风。学生干部做好带头作用，引

领大家共同前进，以身作则，积极配合老师，营造积极向上、活泼严

格课堂。 

四、教师创建新型课堂模式，引导学生进入课堂，师生课堂互动，

增添课堂气氛。 

五、学生自觉行义务。认真学习，抓住课堂，做好笔记，打好知

识基石。合理安排时间，避免手机浪费时间，合理利用手机获取有利

信息，充实自己的生活。 

同学们，相信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做手机的奴隶，被手机完全控制。



 

 

那么，就让我没做课堂的真正主宰，做知识的拥有者，把握住我们美

好的时光，不辜负我们的青春年华。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是祖国的

花朵，我们任重道远。 

请大家放下手机，享受书香课堂。 

                  （二） 

 “放下手机，走进课堂”倡议书 

     17财务管理 2班     郭毓慧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勤奋践行诚信求实”是我校 55 年办学历程以来逐步形成的优

良学风，这一优良学风，也将在我们手中继续传递下去。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科技、潮流快速的走进我们的生活，也融

入到我们的学习中，这其中，要属手机对我们生活与学习的影响，最

为明显。在信息化社会，通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极为重要，而这也

是手机最本质的作用，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在手机上，我们

也可以获取大量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甚至在手机上展开比课堂规模

更大的讨论，因此，手机对我们来说，已是不可缺少的设备，任何人

都不会轻易的抛弃掉手机。 

但是，手机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年轻的我们来说，手机的功能很

容易分散我们学习的注意力，影响课堂教学氛围，降低我们学习的效

率。使用手机无可厚非，但是使用手机的时间与场合却需要深思。作

为学生，在课堂上随意使用手机，即是不可取的行为。手机可以作为

我们课外学习的工具，而课堂上老师身体力行教授的知识，却是手机



 

 

给不了的，这些，才是我们现阶段最需要全身心学习的内容，并使我

们受益匪浅。 

优良的学风建设需要人人参与，良好的课堂氛围需要同学们一起

维护。让我们从不在课堂上使用手机这件小事开始，共同建设优良学

风，对此，我向全校师生倡议： 

一、提升自制力，课堂期间不使用手机。 

  同学们需要提升自我克制，努力做到课堂期间不使用手机，不影

响他人，积极融入课堂，认真学习，共建良好课堂学习氛围。 

二、各班级设立创意手机暂放处。 

 各班级设立创意手机暂放处，暂放袋/柜由各同学自行进行设计

外观与形式，激发同学们的参与和执行积极性，同时丰富教室装饰氛

围。在课堂上，同学们可自觉将手机放入自己的暂放处，同时也有助

于提高自制力。 

三、上课期间手机静音或关机。 

  在上课期间，为防止手机信息影响自己与他人，请将手机静音或

关机后再放入暂放处。 

四、互相激励与帮助，共同维护学习氛围。 

同学之间需要互相激励与帮助，远离手机、走进课堂不是一个人

就轻易能做到的，需要广大同学的共同努力，在好的氛围中，能够更

好的帮助同学们提高自制力，养成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 

成大事可以出彩，做好小事也可以出彩。放下手机，走进课堂。

让我们做好这件小事，绽放我们青春的校园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