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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轻工职业学院文件 
 

鲁轻院教字〔2020〕19 号                  
 

 

2020 至 2021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督导简报（三） 

一、 纺服系、信息系问题整改情况（补交） 

（一）纺织服装工程系 

1.关于简报（一）中 19 鞋类班（T1109）、鞋类缝制区（T1110）

门玻璃贴纸需清理的问题进行如下解决：及时通知班主任及实训

室管理员对贴纸进行清理，并检查确认已经清理干净，在系部例

会中着重强调开学初要及时清理贴纸。 

关于简报中教学计划和教案出现的问题进行如下解决：出现

问题的教师已经提交问题整改说明并对材料中出现的问题进行

了更改，关于教案课时偏长的问题专门召开教学研讨会进行讨论，

要求专业课教师对每个教案进行细化，使其更合理并符合课堂实

际需要。 

2.关于简报（二）中宋蕾老师《创新创业教育-7》课程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如下解决：要求其细化课堂分配时间，使教师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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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生自主学习时间更加合理有效。对于教室后端学生物品堆放

杂乱，地面不清洁问题已及时通知班长进行清理并定时检查。 

关于简报中武燕老师的《计算机图像处理》课程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如下解决：及时通知实训室管理员进行卫生大扫除，对问

题进行整改，系部进行检查。 

关于简报中李磊老师的《皮品设计与制作》课程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如下解决：要求其对所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并督促其在上

课时务必携带记分册、任务书等教学基本资料，并不定时进行检

查；对于教室存在问题已经通知班长进行清理，系部检查合格。 

（二）信息工程系 

针对前期出现的问题，信息工程系统一做了整理，做出认真

整改。 

1.教学秩序 

（1）教学环境存在的问题 

T9203 通信网络实训室，共 48 台电脑，损坏 2 台；T9212 机

房有 2台电脑损坏；T9602/19大数据一班教室无人但开着风扇、

灯、投影仪；T7505 信息合堂教室投影仪投影显示不清楚，需调

试维修。T9504 教室未使用，19 迅腾软件一班在 406 机房上课，

所有通风记录表、出勤统计表均在 406 机房。 

整改措施：开学初已对电脑进行了全面检查，后期学生在使

用过程中又出现问题，已联系厂家维修。 

（2）防疫措施及课表张贴落实情况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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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504/19 迅腾软件一班无通风记录表和缺课登记表；

T9507/19 通信技术二班课表未张贴；T7505 信息合堂教室没有张

贴教室通风记录表、应急处理流程图。 

整改措施：已通知相关班级立刻补齐相应记录表，后期做好

登记。 

（3）教材发放 

主要存在问题：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中级）暂未到货 

整改措施：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中级）教材为 1+X 教材，

课程负责人积极与评价组织、书商、图书馆联系教材订购事项，

教材 9 月中旬已到货。 

2.教学材料检查 

（1）丁吉磊、焦裕泽、李杰（信）、李鹏飞教案或授课计划

问题 

整改措施：针对以上问题，教研室召开教研会加强外聘教师

对我校教师管理、课堂管理和教学资料等文件学习，要求以上老

师及时更改了出现问题的教案或授课计划，并安排了校内老师与

校企合作老师“一对一”结对，指导并监督企业老师的教学材料，

保证教学材料的规范性和严谨性。 

（2）李沣桐《住宅空间设计》教学材料已修改。系部及教

研室加强对外聘教师教学材料规范性的指导和检查。 

3.教学督导听课 

（1）于帅老师的《无线网络规划与优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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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授课内容与教学安排不一致问题 

整改措施：任课老师根据当前 5G 技术的发展情况，实时增

加了 5G 无线网络的课程内容，课程重点偏向于无线网络，光接

入技术将在无线网络中作为补充进行讲解，要求任课老师严格按

照教学安排上课。 

（2）南朝老师的《数据库应用技术》课程 

主要问题：课前准备不充分，本堂课的应用软件未提前安装

完善，导致部分学生等待时间较长；理论讲授无课件；教学内容

过少；授课计划与教学安排不符，迟到学生未做记录。 

整改措施：南朝老师是软件学院今年新聘用的老师，该老师

有丰富的企业实践经历，专业实践能力强，但是作为老师，基本

的教学功底欠缺。已沟通并强调需要在课堂教学中不断积累经验，

提升教学把控能力和课堂管理能力。且需进一步熟悉专业理论，

按照教学安排重新制定授课计划，按照授课计划完成教学任务。 

二、第 6-7 周的教学督导工作综述 

（一）开展督导听课工作，共听课 29 人次。 

（二）教学督导员轮值对教学秩序每天进行检查。 

（三）开展公选课专题督导。 

（四）继续开展学生信息员工作。 

三、质量管理科教学督导听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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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质量管理科每周听课统计图 

 

 

图 2  第 6-7 周被听课教师分布图 
 

表 1  第 6-7 周听课信息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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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节次 班级 课程 教师 

被听课教师

所属部门 

1 6-1-1 19艺术五专 英语 仇文 艺术 

2 6-1-1 19市场营销一 
电子商务下的物流配

送和物流配送中心 
徐晓慧 商贸 

3 6-1-5 
19大数据技术

一 

Hadoop大数据开发基

础 
王锡强 信息 

4 6-2-1 17艺术五专 工艺品设计 鲍聪颖 艺术 

5 6-2-1 19食品检测二 食品微生物学 于 兰 轻化 

6 6-2-9 公选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陈希敏 马院 

7 6-2-9 公选课 中国古代文学史 郭文静 其他 

8 6-3-1 19电气栋梁二 
PLC控制与电机驱动

技术 

谢国用

（外） 
机电 

9 6-3-1 
19电子商务

三、毛豆班 
Photoshop 

吴 迪

（外） 
商贸 

10 6-3-9 公选课 艺术品鉴赏 高迅 艺术 

11 6-4-1 
19通讯技三、

四 
传输技术 

丁吉磊

（外） 
信息 

12 6-4-3 19视觉传达一 装饰图案 王庶 艺术 

13 6-4-3 19服装工艺三 创新创业教育 周旬 纺服 

14 6-4-6 19会计一、二 沟通技巧 许文玉 其他 

15 6-4-9 公选课 中国饮食文化 高福东 其他 

16 6-5-6 19纺织 时尚文化与品牌鉴赏 陈慧颖 艺术 

17 7-1-3 18艺术五专 计算机辅助设计 朱之叶 艺术 

18 7-2-1 

19化工润丰、

应用化工、染

整技术、纺检

大学语文 王涛 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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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节次 班级 课程 教师 

被听课教师

所属部门 

贸易 

19 7-2-7 

19空乘一二、

19邮轮 19机

电歌尔一二班 

形势与政策 赫炳琦 马院 

20 7-3-1 19移动通信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李鹏飞

（外） 
信息 

21 7-3-1 
19机械设计

一、二 

PLC智能控制系统调

试与维护 
乔大伟 其他 

22 7-3-1 19会计一、二 市场营销 陈贻韬 工商 

23 7-3-9 公选课 生活中的营销学 见雨泽 商贸 

24 7-4-1 
19环境艺术设

计一 
3Dmax +Vary 石峰 艺术 

25 7-4-3 19空乘二 面试技巧 房俊晗 工商 

26 7-5-1 19染整五专 应用化学（2） 贾梦珂 其他 

27 7-5-1 
19应用化工、

19润丰 

化工仪表与自动化控

制 
石飞 轻化 

28 7-5-1 19汽车营销 汽车售后服务 韩怀阳 其他 

29 7-5-1 19计算机四 数据库管理与应用 董泽建 其他 

备注：“节次”中的数字分别代表第几周-星期几-第几节。 

（一）仇文老师的本堂《英语》课，采用讲授法授课。课堂

讲授过程中运用了提问、领读、做练习等教法。教学环节完整，

过程流畅，时间分配合理，讲授量适合学生接受水平，师生有互

动，学生上课纪律较好。 

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1.教室内多媒体幕布降不下来，无法使用，且投影仪投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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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据学生和任课教师反映，这种情况已经很长时间了）；教

室内存放着十几台报废的模拟驾驶器，破破烂烂、灰尘厚积。 

2.上课 28 分钟时，进来一名迟到学生，教师让学生到教室

外面站着，直到下课。 

针对学生迟到现象的处理，建议任课教师不要让学生在教室

外罚站，应该先让学生到教室内听课，下课后再进行相应的教育。 

（二）徐晓慧老师的本堂《电子商务下的物流配送和物流配

送中心》课，理论讲解采用讲授法授课模式，本次课授课内容为

视频观看、讲解。教师知识面丰富，重点明确，讲解流畅、熟练，

教学目标明确。 

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教师课堂管理能力有待提高：教师进教室前有一名男生睡觉，

教师进教室后先进行点名，之后讲课，至第一节下课，该生都在

睡觉，但教师没进行管理。 

建议任课教师加强师生互动、活跃课堂气氛；注意观察学生

表情，提升课堂管理能力。 

（三）王锡强老师的本堂《Hadoop 大数据开发基础》课，在

机房上课，理论讲解采用讲授法授课模式，学生在电脑上观看老

师讲解，偶尔有板书。教师知识面丰富，重点明确，讲解流畅、

熟练，教学目标明确。 

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1.迟到学生：该班级共 27人，到 14:30分时教室只有 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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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师核实过程中，有 7 人进教室，另 2 人请假，用时 8 分钟； 

2.有男生穿拖鞋上课； 

3.有学生手机铃声； 

4.黑板上粉笔沫子未清理彻底，影响板书效果。 

建议任课教师加强师生互动、活跃课堂气氛，提升课堂管理

能力。 

（四）鲍聪颖老师的本堂《工艺品设计》课，为整周上课，

周一给学生安排一周学习任务，本周学生作业是：简笔画系列描

摹与创作，完成 3-4 幅作品。本次课为作品辅导课，采取了个别

指导方式，第一名学生作品用时 20 分钟，第二名学生作品用时

5 分钟，第三名学生作品用时 5 分钟，其余时间教师巡回指导。 

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1.部分学生带饭进教室；上课时间 2 名学生请假外出；个别

学生长时间玩手机。但任课教师能够及时予以制止，并进行相应

的教育。 

2.黑板报是一个班级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要根据

不同的时间节点，及时高质量的更换，一定要利用好。这个班级

的黑板报还停留在“庆祝建国 70 周年”，并且纸张快要掉下来了。 

（五）于兰老师的本堂《微生物检测技术》课，理论讲解采

用讲授法授课模式。教师提前 5 分钟进教室，让学生先复习上节

课内容，准备提问。本次课授课内容为复习上节内容、提问、讲

解、小结。教师知识面丰富，重点明确，讲解流畅、熟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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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明确。 

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有学生玩手机，教师管理之后仍然有学生继续玩手机。 

建议任课教师活跃课堂气氛。 

（六）陈希敏老师的本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公选

课，教学准备充分，举止规范，精神饱满，知识面丰富，教学目

标明确，教学过程条理清晰，讲解熟练，教学内容选取合理，多

媒体教学，课件资料丰富，能对课程重点内容举一反三。 

存在不足：教室前几排座位没有学生，上课时学生都挤在教

室的后半部分，课下与教师沟通后，教师表示以后要严格管理学

生上课座次。 

教室后排有个别学生玩手机，尽管教师不断提醒学生不要玩

手机，但效果不理想，建议教师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可以点名批

评玩手机学生，或要求学生上课关机。 

（七）郭文静老师的本堂《中国古代文学史》公选课，教师

课前准备充分，讲课声音洪亮，条理清晰，结构完整；课件内容

丰富，结合动画视频讲解，生动直观，有吸引力。在授课过程中，

教师能够走下讲台，巡视管理，与学生互动，提升教学氛围。 

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本堂公选课在 T6506 大合堂上课，但学生座次分散，随意就

坐，增加了管理难度，听课效果也会打折扣。 

要求任课教师集中学生座位，给学生排出座次，每次固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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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既方便管理，又便于学生听清教师讲课，提升教学效果。 

（八）谢国用老师的本堂《PLC 控制与电机驱动技术》课，

采用教学做授课模式。讲授过程：检查上次课学生设计任务完成

情况-针对完成情况进行纠错讲解-布置设计任务-学生进行设计

-教师巡回指导-个别问题个别辅导、群发问题集中讲解，教学过

程符合职业教育专业课教学规律。任课教师对学生学习要求严格，

注重知识应用和学生能力培养，体现育人要素，能够因材施教。 

发现的问题：课后作业完成质量较差。 

建议对完不成作业的学生多督促、多检查、多做思想工作，

对学习困难学生多辅导，力争好的教学效果。 

（九）吴迪老师的本堂《Photoshop》课，在机房 T6306（南），

理论讲解采用演示法授课模式，本次课授课内容为图片调整，复

习上节课内容、演示。教师知识面丰富，重点明确，讲解流畅、

熟练，教学目标明确。 

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1.7：57 还有学生在机房吃饭。 

2.应该 8:00 上课，教师 8:10 分进入教室，8:12 安排学生

点名，8:14 点名结束，开始上课。 

3.有学生在电脑上玩游戏、或不显示教师讲课画面（只是电

脑桌面）。 

要求老师按时上课，不迟到；建议任课教师加强师生互动、

课堂气氛活跃。注意观察学生学习状态，提升课堂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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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高迅老师的本堂《艺术品鉴赏》公选课，主要内容为

瓷器与陶器的区别，讲授结合生活实际，以传统故事、案例、纪

录片等多种教学形式辅助，加深学生理解。现代化技术手段运用

适当，老师基本教学素养良好。 

督导听课过程中发现： 

1.该选修课为纯理论授课，授课教室为机房，整体教学环境

与教学内容不相符。 

2.授课前 20 分钟为理论讲授，仅 3 张幻灯片，资源量较少。

20 分钟后播放记录片《兵马俑》，理论性较强。 

建议纯理论授课课程安排普通教室授课。选修课初衷为拓宽

学生视野，了解更多知识。建议增加教学资源数量，图片、视频

等多主题，进一步丰富教学内容。 

（十一）丁吉磊老师的本堂《传输技术》课，理论讲解采用

讲授法授课模式，本次课授课内容为视频观看、讲解。教师知识

面丰富，重点明确，讲解流畅、熟练，教学目标明确。 

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1.投影机屏幕显示模糊不清楚：开机时，教师让学生站在桌

子上手动开机。 

2.有学生在教室吃饭。 

3.后排学生课堂上随便讲话（老师及时管理）。 

4.教师 8:30 分准时进入教室，安排学生点名，8:35 分开始

讲课，点名时间过长。 



 

 — 13 — 

建议任课教师提前进入教室，做好课前准备，充分利用 40

分钟的课堂时间讲课。 

（十二）王庶老师的本堂《装饰图案》课，采用教学做模式

授课；采用分层次教学；授课内容：黑白、水粉、水彩的手绘技

巧的讲解，与授课计划一致；点名册、学生成绩单等纸质材料齐

全。整节课为教师巡回点评、指导，学生绘图练习。教师指导耐

心、细致，学生绘图主动、积极、认真，40 分钟时间共个别指导

学生 9 人次。 

（十三）周旬老师的本堂《创新创业教育》课，以讲授大学

生面试求职技巧内容为教学重点，围绕站姿、行姿、礼仪等面试

环节展开教学。授课过程中，普通话标准，讲解条理明晰，教学

目标明确。学生认真听讲、有问有答。 

本堂课存在的问题： 

1.教师理论讲授时间偏长，课堂设计中，学生的训练任务偏

少。 

2.教室后端学生物品堆放杂乱，卫生清扫不到位。 

建议教师在课堂设计中，针对本堂课的知识点，凝练学生训

练任务，让学生在做中感知知识、提升能力。教育学生讲卫生、

爱劳动，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十四）许文玉老师的本堂《沟通技巧》课，采用案例教学，

以讲授如何做一个好的倾听者为教学重点内容，课件设计图文并

茂，重点突出。授课过程中，普通话标准，讲课生动熟练，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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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较强。学生认真听讲、积极配合。 

本次课存在的问题： 

授课过程中，教师未使用扩音教学设备，师生互动时，教师

常常频繁往返讲台、学生中间，后排学生有时听不清楚教师讲课，

致使后排学生注意力不集中。 

建议有关系部完善各合堂教室扩音教学设施，加强合堂教室

的管理，提高教师讲课、学生听课效果，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十五）高福东老师的本堂《中国饮食文化》公选课，主要

通过理论讲授，理论与实例结合，通俗易懂，逻辑清楚。 

但本堂课存在如下问题： 

1.学生座位太分散且大部分在后排，座次安排不合理，影响

上课效果。 

2.PPT 内容字太小，且投影模糊。另外，板书书写不条理，

后排学生看不清。 

3.讲课过程中，教师大部分时间都坐着讲课，跟学生没有互

动，课堂气氛沉闷，很多学生在玩手机。 

建议任课教师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提升教学技巧，充分准备

教学,提前给学生排好座次，合理安排座次，有利于提升上课效

果。PPT 内容及字体设计要合理，注意板书书写要调理清晰。另

外，合堂学生人数多，更要充分调动课堂气氛，建议老师多跟学

生互动，可在 PPT 插入丰富图片或理论结合视频欣赏等多种教学

方法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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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陈慧颖老师的本堂《时尚文化与品牌鉴赏》课，以

讲授服装色彩的节奏、层次、面料与饰品设计为教学重点内容。

授课过程中，普通话标准，讲解条理清楚，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

运用较好，学生回答问题积极。 

本次课存在的问题： 

1.教师按传统教学方式授课，鉴赏课的特点不突出。 

2.学生课桌上既有学习用品也有生活用品，物品摆放杂乱。 

建议教师根据课程标准，凝练教学重点，以培养学生兴趣爱

好、拓展专业视野为目标进行课堂设计，突出鉴赏课本身的特点，

实现学生快乐学习的目的。教师在日常教学中，注意教育学生要

讲卫生、爱劳动，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十七）朱之叶老师的本堂《计算机辅助设计》课，采用教

学做授课模式。授课过程：对上节课存在的普遍问题做了讲解（2

分钟）；讲新课：第一部分，多边形套索工具的使用，教师示范

讲解（7 分钟），学生练习和教师巡回检查、督促、指导（12 分

钟）；第二部分，魔棒工具使用，教师讲解（12 分钟），学生练习

（7 分钟）。教师专业知识扎实，讲课熟练，教学环节完整，过程

流畅，因材施教，教、学、做有机结合，多数学生能掌握课堂内

容并完成课堂练习，课堂纪律较好。 

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个别学生课堂练习积极性、主动性

有待提高。希望任课教师多做学生思想工作，对基础较差的学生

多做耐心细致的辅导，以便提高他们的学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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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王涛老师的本堂《大学语文》课，学生登台口语训

练、利用 PPT 讲解。结合学校内、外（淄博当地）的美景讲解《自

然之美》，充分渗透了爱校、爱淄博的教育。教师知识面丰富，

重点明确，讲解流畅、熟练，教学目标明确。教师讲课过程中，

适时地穿梭于学生中间，随时关注学生的动态。 

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教学过程中板书较少。 

建议任课教师在讲解柳永的生平时，不看 PPT 提示，对历史

人物熟悉、研究透彻，也是给学生好的示范。 

（十九）赫炳琦老师的本堂《形势与政策》课，主要内容为

“中国应对重大疫情制度优势的国际比较”，讲授结合实际，以

照片、视频等资源辅助，现代化技术手段运用适当，老师基本教

学素养良好。  

督导听课中发现： 

1.本次课为本学期第一次上课，正式授课开始时仅 6 名学生

出勤。上课过程中，陆续有学生进入。 

2.该课程为合堂授课，学生为工商 3 个班，机电两个班，错

峰上课时间安排中工商为第一批，机电为第三批，第七节上课时

间错时 40 分钟。老师在工商第七节课时间给工商学生授课，第

八节课时间同时有工商、机电学生，机电第八节课时间给机电学

生授课。 

建议老师加强考勤，及时督促学生按时上课。因错峰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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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需要合堂上课的课程，尽量安排上课时间同一批次的系部。 

（二十）李鹏飞老师的本堂《云计算技术应用》课，采用讲

授法授课模式，本次课授课内容为复习、讲授新课。教师知识面

丰富，重点明确，讲解流畅、熟练，教学目标明确。学生有睡觉

的，教师适时走下讲台巡查提醒。 

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1.教室后边地面线槽盖板未盖，乱。 

2.有几台电脑不显示教学内容，只是显示“正在查找教师机”。 

3.正式讲课较晚：8:29 分教师进入教室，8:30 分点名，8:33

分点名完毕，8:37 分学生电脑收到信号，开始讲课。 

4.计划与实际授课内容不符：计划上《KVM 简介》是第六周

第一次课。 

建议任课教师在正式上课时间之前做好上课准备、维护好电

脑保证每生一台电脑正常使用。 

（二十一）乔大伟老师的本堂《PLC 智能控制系统调试与维

护》课，采用教学做授课模式。讲授内容为：三相异步电动机星

/角启动控制的编程与仿真，教学内容与授课计划一致，记分册、

点名册齐全。教学过程为：课前作业检查与讲解（5 分钟），新课：

原理图讲解（15 分钟）；PLC 电气接线图（5 分钟）；学生编程练

习和教师巡回指导（15 分钟）。教师课前准备充分，课件内容丰

富，教学重点突出，讲授熟练，注重知识应用和能力培养，多数

学生练习积极、主动、认真，能够达成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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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1.上课请假学生较多，达 8 人次。 

2.一个学生较长时间利用手机玩游戏，教师巡回指导时发现，

予以制止，并进行了教育。 

（二十二）陈贻韬老师本次授课教态自然，教学过程逻辑清

晰，教学设计完整，授课过程中有回顾前次课知识点、有提问、

有启发，教学方法得当。课件制作美观，教学内容设计文字与图

片结合准确、清晰，视频节选的教学资料精彩，充分利用了多媒

体教学。 

本次课不足之处： 

1.尽管课件制作精美，但是，由于是新入职教师授课经验不

足，有些授课内容不能脱稿，希望今后提升教学基本功。 

2.由于是合堂教室授课，前两排没有坐学生，教学过程中有

个别学生睡觉、玩手机情况。课后与教师沟通，今后要加强座位、

课堂纪律管理。 

（二十三）见雨泽老师的本堂《生活中的营销学》公选课，

教师首先带领学生复习回顾上节课学习内容，接着以台湾首富王

永庆经营米店的视频案例引出市场营销的环境分析话题，穿插结

合韩国乐天、中美贸易战等事例理论讲授营销的宏观环境概念、

要素等内容，教师教学严谨，提前十分钟到教室，讲解细致，注

重信息化手段运用和师生交流互动。 

1.要合理定位公选课，正确把握、处理其与专业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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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选课的学生除了专业学生之外，更多的是非专业学生，知识基

础和学习诉求不同于专业学生，所以应优化设计讲授内容，同专

业授课内容有所区别。 

2.讲授内容离不开专业理论知识作为基础和支撑，但侧重点

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的营销事例，让学生通过营销事例了解深层的

营销理论，拓展知识视野，提高综合素养。 

3.要精心选取营销事例，事例应尽量为学生所接触、了解和

熟悉，这样利于学生对于知识的学习和接受。 

（二十四）石峰老师的本堂《3Dmax +Vary》课，属于作品

点评课。上课学生有 2 个班级，2 名教师指导，4 节课连续上课。

本次课针对一名学生的作品展开点评，教师做讲评前的安排（7

分钟）--学生汇报作品（2 分钟）--第一指导教师点评作品（7 分

钟）--第二指导教师补充（5 分钟）--师生互动（19 分钟）。 

教师专业知识扎实，讲课熟练，对学生作品点评到位，富有

启发性，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有机结合，师生互动性强，

学生听课认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能够完成教学目标。 

存在的问题：课前准备欠充分。建议任课教师课前认真检查

学生的作品完成情况和汇报材料准备，减少课堂安排时间，使教

学环节更加紧凑。 

（二十五）房俊晗老师的本堂《面试技巧》课，采用讲授法

教学，以讲授面试的一般流程以及如何推销自己为教学重点内容，

备课认真充分，课件设计合理，重点突出。授课过程中，教学环



 

 — 20 — 

节完整，讲解熟练，普通话标准，语言生动有力。学生听课认真、

积极配合。 

本次课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授课过程中，多以教师讲和提问学生为主，教学方法运用不

够灵活熟练。 

建议教师授课时，将情境教学、案例教学融入教学中，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面试中的实战能力。 

（二十六）贾梦珂老师的本堂《应用化学（2）》课，主要是

通过理论讲解讲授苯的性质，PPT内容设计合理，讲解由易到难，

循序渐进，通俗易懂，逻辑清楚。 

但本堂课存在如下问题： 

1.课程初始，复习旧知识环节，让学生写化学方程式时间为

15 分钟，时间过长，影响教学进程。 

2.整堂课讲课内容过多，没有留出时间让学生整理消化所学

知识。 

3.部分内容讲的不仔细，不利于学生的理解。 

建议任课教师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合理设计各授课环节的

时间，使教学节奏更紧凑。教师理论授课不要太满，留出时间让

学生整理笔记，消化所讲知识。如果有条件，可以适当做一些趣

味化学实验，既能增强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又可以增加学生对物

质性质的理解，活跃课堂氛围，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十七）石飞老师的本堂《化工仪表与自动化控制》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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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传统讲授法授课模式，本次课授课过程为复习提问、讲授新

课。教师知识面丰富，重点明确，讲解流畅、熟练，教学目标明

确。 

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1.班级学生不多，但是前面三排基本空位，学生不往前排坐； 

2.讲课方法单一。 

建议任课教师讲课中尽量与生活、实际适当联系，使抽象的

理论具体、生动，有利于学生加深记忆、活跃课堂气氛。 

（二十八）韩怀阳老师的本堂《汽车售后服务》课，采用教

学做授课模式。讲课内容：电话接待，授课内容与授课计划一致。

教学环节：课堂内容引入（2 分钟）--看案例视频（4 分钟）--

讲解并安排训练任务（13 分钟）--学生写作电话接待话术、教师

指导写作（15 分钟）--学生演示话术、教师评价（6 分钟）。教

学环节完整，教学过程流畅，时间分配合理，注重学生对所学知

识的应用和能力培养，能够体现育人要素,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积

极主动。 

（二十九）董泽建老师的本堂《数据库管理与应用》课，教

师教学严谨，提前十分钟到教室调试设备，将本节课所需数据库

代码等资料发给学生。点名考勤，核实未到学生的原因，强调纪

律。首先理论讲解常见数据类型及数据库查询等知识，然后让学

生自己动手进行代码练习，教师巡回指导。全班分八个小组，小

组长负责本小组设备检查、练习督促等，及时向老师汇报。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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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互动，学生回答问题积极主动。 

1.本班 1 名学生迟到 3 分钟，4 名学生迟到 5 分钟。 

2.学生完成代码练习后，教师应结合巡回指导中发现的问题，

尤其是多年教学总结积累的学生易出错的问题，进行归纳展示，

更好地巩固代码练习效果。 

3.学生练习的代码是教材上已有的，难以满足基础较好学生

的学习需求，应适当提高代码练习的难度和区分度，例如提供包

含若干错误的代码，让学生自行更正等，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

习需求，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四、公选课专题督导总结 

第六、七两周，发展规划与质量管理办公室质量管理科对本

学期公选课授课情况进行了专题督导，包括对 5 位任课教师进行

听课及对公选课教学秩序进行了普查。现将专题督导情况总结如

下： 

（一）总体情况 

1.本学期共开设 44 门公选课，其中 9 门为“互联网+”课程。

公选课内容选取多样、实用，能够起到开阔学生视野、提升学生

素养、培养学生能力的作用。 

2.九门“互联网+”课程任课教师分单双周间隔上课，即一

周学生通过网络学习，一周老师讲课指教，符合我校“互联网+”

课程上课管理规范。 

3.对 5 位公选课任课教师的抽查听课情况，已在本期督导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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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第三项中做出了评述，总体来说 5 位授课老师有授课准备，讲

解熟练，指导学生认真，能够达到教学目的；存在的教学问题，

督导员已与任课教师现场交流，并在简报中如实列举。 

4.教学督导科在第六、七周周二至周四晚自习对公选课进行

了教学秩序普查，除一位教师未上课外，其他教师都按时到岗，

大多数上课班级出勤状况良好。 

（二）公选课检查学生出勤情况 

表 2  公选课检查学生出勤情况 

课程名称 
教师 

姓名 

检查 

时间 

应出

勤人

数 

实际

出勤

人数 

请假人数 
迟到

人数 

旷课

人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陈希敏 6-2-10 40 36 3 1 0 

中华服饰文明故事 王依彩 6-2-10 43 39 4 0 0 

丝绸文化与产品 王锋荣 6-2-10 59 52 
5（4人参

赛） 
0 2 

中国传统文化 杨公德 6-2-10 60 50 
7（4人公寓

值周） 
0 3 

传统吉祥纹样赏析 解晓红 6-2-10 70 61 8 0 1 

影视服饰与时尚 李磊 6-2-10 30 19 
7（5人培

训） 
0 4 

中国古代文学史 郭文静 6-2-10 80 67 2 2 11 

染缬 孙沅志 6-2-10 31 27 4 0 0 

“地球村”里的美

学故事—纪录片赏

析 

刘飞 6-2-10 40 38 2 0 0 

动画电影欣赏

（一） 
高韬 6-2-10 72 69 3 0 0 

以案说法——民法 张仁忠 6-2-10 80 72 8 0 0 

化学与人类 申万意 6-2-10 60 56 4 0 0 

电子制作 刘效东 6-2-10 40 36 4 0 0 

生活中的礼仪 赵霞 6-2-10 90 86 4 0 0 

韩国文化赏析 赵启 6-2-10 80 61 0 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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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教师 

姓名 

检查 

时间 

应出

勤人

数 

实际

出勤

人数 

请假人数 
迟到

人数 

旷课

人数 

人工智能（超星尔

雅） 
王锡强 

 

6-2-10 
90 70 20 0 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陈莉莉 7-3-10 39 24 15（11人实习）   

艺术品鉴赏 高迅 6-3-10 40 35 3 0 2 

影视鉴赏（超星尔

雅） 
于珍珍 7-3-10 100 54 45（41人实习） 0 1 

丝绸文化 赵秀芳 6-3-10 43 37 3 0 3 

英美社会与文化 魏红 7-3-10 88 64 14（2人实习） 0 10 

动画电影欣赏

（二） 
高韬 6-3-10 95 92 3 0 0 

会计文化 安翠 6-3-10 76 70 6 0 0 

生活中的营销学 见雨泽 7-3-10 78 45 
29（28人实

习） 
0 4 

热点信息技术知识

介绍 
仇锦 7-3-10 90 50 

28（10人上

专业课，9人

实习）  

0 12 

环境与饮食 孙海南 7-3-10 80 51 
29（22人实

习） 
0 0 

纺织化学品管控 顾乐华 7-3-10 41 29 3 0 9 

体育保健 边亮 6-3-10 30 15 15 0 0 

Python自动化办公 王锡强 6-3-10 45 40 5 0 0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赏析 
战美玲 6-4-10 90 72 

13（值周 2

人） 
0 5 

诗词欣赏 李爱莲 6-4-10 90 65 25 0 0 

中国饮食文化 高福东 6-4-10 70 56 
8（实习 6

人） 
0 6 

趣谈历史 杨公德 6-4-10 50 46 3 0 1 

钱眼看世界-生活中

的会计 
张慧丽 

 

6-4-10 
80 66 2 0 12 

备注：请假人数包括私假、公假及实训、值周人数。 

（三）公选课存在的问题 

1.郭文静老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第六周周二公选课有 11

人旷课；赵启老师的《韩国文化赏析》第六周周二公选课有 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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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课；魏红老师的《英美社会文化》第七周周三公选课有 10 人

旷课，仇锦老师的《热点信息技术知识介绍》第七周周三公选课

有 12 人旷课；张慧丽老师的《钱眼看世界-生活中的会计》第六

周周四公选课有 12 人旷课，这 5 门课旷课学生较多。 

2.郭文静、赵启、高福东等老师的公选课及王锡强老师的《人

工智能》公选课，学生座次分散，前排座位空着，学生无次序坐

在后排的情况较多，不利于听课及课堂管理。 

3.学生课堂玩手机、看视频、聊天现象较严重，课堂管控困

难，授课效果有待提升。 

4.史菲菲老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公选课为超星平台

的“互联网+”课程，按照教学安排应在双周线下授课，但督导

员在第六周周三第 10 节进行教学检查时，发现史菲菲老师及学

生未在教室上课。 

5.边亮老师周三（7、8）节的《体育保健》课，共 30 人上

课，但有 14 人与其他课程有冲突，不能参加本课程学习，长期

请假。 

6.T6410 机房有约 10 台电脑有问题，电脑缺乏保养。 

7.公选课有部分学生因参加各种学校活动请假，影响学习。 

（四）公选课督导建议与要求 

1.郭文静、赵启、魏红、仇锦、张慧丽五位老师要查清学生

大面积旷课的原因，及时与旷课学生的班主任取得联系，杜绝学

生旷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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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文静、赵启、高福东、王锡强 4 位老师要做好课堂的组

织管理，将学生座次安排好，集中到前排上课，加强责任意识的

培养，提升课堂管控能力。 

3.公选课课堂纪律需要加强管理，教师需要走下讲台关注学

生课堂动态，提升授课效果。 

4.请史菲菲老师就未上课问题写出书面说明，将电子稿提交

给发展规划与质量管理办公室质量管理科。 

5.边亮老师的《体育保健》课有 14 人因课程安排冲突而长

期请假问题，请边亮老师与教务处进行协商，解决学生课程学习

与学分获得问题。 

6.要求 T6410 机房所属系及时联系维修电脑，对机房设备加

强保养维护。 

7.公选课任课教师应严格学生考勤管理，除非特殊情况，凡

因参加各种活动的学生请假，一律不准假；学生请假应有系里开

具的请假条。 

8.公选课应建立常规监管机制，建议教务处对公选课进行管

理制度建设。 

五、其他教学督导工作建议与要求 

（一）质量管理科教学督导员对 21 位教师的听课已在课下

当场进行交流沟通，希望各任课教师对达成共识的问题进行改正、

提升，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各系（院、部）应根据教学督导简

报中发现的教学问题，进行教学整改，解决教学问题，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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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学质量。 

（二）19 大数据技术一班班主任要加强学生纪律管理，杜绝

学生迟到问题；对学生着装礼仪进行整顿，禁止学生穿拖鞋上课。 

（三）T7406 合堂教室投影仪有问题，请教室所属系及时联

系维修。T8211 教室北墙窗台以下墙体出现霉变，教室中间空调

风机无法关闭，出于常开状态，建议尽快安排维修。 

（四）商务贸易系外聘教师吴迪在第 6 周周 3 第 1 节课上课

迟到 10 分钟，要求商务贸易系提交整改说明，严格教师上课出

勤管理，与吴迪老师沟通交流，提出上课要求，杜绝老师上课迟

到现象。 

（五）因疫情原因，教务处安排错时上课，有的合堂课因班

级学生所属系不同，上课时间不一致，为任课教师教学带来很大

的困扰和不便，影响教学。建议教务处出台措施，解决合堂课学

生上课时间不一致问题。 

六、第 6-7 周调课统计 

（一）因公调课共 32 节 

纺织服装工程系 6 节； 

工商管理系 0 节； 

机电工程系 4 节； 

轻化工程系 6 节； 

商务贸易系 12 节； 

信息工程系 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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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系 0 节； 

教务处 4 节。 

（二）因私调课共 14 节 

轻化工程系 10 节； 

教务处 4 节。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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