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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遴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2019〕8

号）精神，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工作

的通知》（教高厅函〔2021〕13 号）要求，现就做好我省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

科课程的遴选推荐工作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与课程类型 

推荐课程须为普通本科高校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且设置学分的本科课程，包

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以及通识课等独立设置

的本科理论课程、实验课程和社会实践课程等。所有推荐课程从已立项的

2019年和 2020年省级一流课程中进行遴选（不含已认定为国家级的一流本科课

程，含 2019 年认定的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推荐课程不得变更课程类别

和课程类型。 

二、推荐指标 

根据我省现有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立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立项情况，按

照限额推荐+奖励指标确定各高校第二批国家级一流课程的遴选推荐限额。本次

遴选推荐各类申报数量原则上作以下要求： 

线上一流课程：在符合学校推荐条件的课程中，不超过学校线上一流课程

总数的 30%。 

线下一流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和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在符合学校推荐条

件的课程中，不超过学校三类课程总数的 30%。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已认定省级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可

全部推荐参加此次遴选。 

为切实提高课程建设质量，对拥有国家级一流课程（2 门及以上）的高校

给予适当的课程推荐数奖励，具体奖励标准和数目见附件 2,奖励数可用于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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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类型的课程申报。 

三、课程要求 

课程主讲教师、课程团队主要成员只能参与一门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

程的遴选推荐，且人员未发生变更。课程须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至少经过两

个学期或两个教学周期的建设和完善，且取得实质性改革成效。参加过首批国

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推荐但未通过认定的课程，在上次推荐之后至少经过一个完

整教学周期的改革实践方可推荐参与遴选。在 2020 年春季学期，因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而采用在线方式进行授课的线下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如符合

教改设计理念并取得预期效果，可视为完成一个教学周期。其他推荐要求可参

见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说明和相关类型课程申报书。 

四、推荐程序 

各高校在推荐限额内组织遴选，经学校官网公示 5 天且无异议后，可正式

行文向我厅推荐。公示材料须包括《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和相

关附件材料。 

各高校组织确认推荐的课程负责人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工作网

（www.chinaooc.cn）”（以下简称“工作网”）进行网上填报申报材料。 

省教育厅组织有关专家，按照教育部限额择优遴选，确定推荐参加国家级

评审的课程。 

课程负责人按照专家意见修改申报材料后，在“工作网”提交学校审核，

我厅按照评审确认的课程进行“工作网”推荐操作后，学校再统一提交通过

“工作网”打印具有防伪标识的申报材料。 

五、工作要求 

各高校需确认 1名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联系人，并于 2021 年 4月 29日前，

将加盖单位公章的联系人信息表的扫描件及 word 文档发送至省教育厅高教

处邮箱：1178914501@qq.com, 邮件主题及文件名以“学校+一流课程联系人信

息表”命名。 

各高校于 6 月 10 日前将“工作网”导出的申报书纸质版、《第 二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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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推荐汇总表》、以及学校公示文件报送至省教育厅高教处，

申报书一式五份、其余材料一式一份，并将以上材料的电子版发送至高教处邮

箱：1178914501@qq.com,电子档请标记学校名称和内容。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省教育厅高教处周军、范晓雪，联系电话：0731—84720851。 

 

                                           湖南省教育厅 

                                             2021 年 4 月 22 日 

 

教育部社科司关于组织全国大学生“同上‘四史’ 

思政大课”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

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和“大思

政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的部署

安排，教育部社科司与人民网联合举办“同上‘四史’思政大课”活动。活动

主要面向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网络授课。现将有关要求通知

如下： 

一、课程内容 

本次活动共开设四堂课，授课内容分别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二、课程安排 

1.课程时间： 

（1）第一堂课：“同上党史思政大课”，2021 年 4 月 24 日，14:00—

15:30。  

（2）第二堂课：“同上新中国史思政大课”，2021 年 5 月 9日，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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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3）第三堂课：“同上改革开放史思政大课”，2021 年 5 月 15 日，

14:00—15:30。 

（4）第四堂课：“同上社会主义发展史思政大课”，2021 年 5月 22 日，

14:00—15:30。 

2.课程形式：网络视频(具体“收看指引”见附件)。 

三、工作要求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工作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

“同上‘四史’思政大课”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地制宜、加强宣传

和组织管理，确保积极稳妥推进工作。 

2.为避免收看课程时瞬时登录量过大造成网络拥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教育工作部门要通知属地所有高校相关师生在课程前 1-2 天提前下载安装客户

端，组织大学生集体按时收看，也可以组织回看教学视频。 

3.各地各高校要根据思政课教学进度安排，结合师生听课情况，由本校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牵头组织学生开展学习讨论，引领大学生在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中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信心，以昂扬姿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奋斗。 

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工作部门要及时掌握属地各高校大学生上课

情况，并将“同上‘四史’思政大课”有关情况（参加人数、学生反响等）、

意见建议等于 5月 26 日 17:00前发送至电子信箱 202b203@163.com。 

教育部社科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郭清秀，010-66097537。 

人民网教育频道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熊旭，010-65367859。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2021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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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1年春季学期学业预警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进一步加强本科生学习过程管理，全面了解在校生的学业状况，及时

发现并帮助学困学生，使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学校将开展2021年春季学期

本科生学业预警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学分清理统计工作  

1.各学院负责学业预警的工作人员，进入教务系统查询统计各学院、各年

级专业的学籍预警信息（操作手册参见附件1）。 

2.结合各专业已经存在的执行计划和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分年级、专业排

查统计本学院各年级、各专业学生的学分修读情况（学生欠修学分查询界面参

见附件2）。 

3.对照《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附件3）中相关要

求，确认预警学生名单。 

二、做好学业预警告知和帮扶工作 

各学院教务办和学工办应相互配合，共同关注已受到学业警告学生的学习

情况，根据《本科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按照预警程序做好学业预警工作。

分析查找学生欠修学分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有效帮助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 

三、做好学业预警档案管理工作 

1.从系统中导出打印《2021春学分预警名单》汇总表（含电子档及学院负

责人签字盖章的纸质文档）一式三份，于4月29日前完成阶段性工作，并报备教

务处1份、学生工作部（处）1份，学院存档1份。 

2.各学院应归档保存每个预警学生的预警教育过程书面记录、《学业预警

通知单（存根）》《学业预警通知单（家长回执）》《学业预警学生谈话记录

表》《学业预警家长谈话记录表》和学生成绩单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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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学院撰写本学期学业预警工作总结，由学院领导签字（盖章）后在学

院存档。 

 

                                    教务处       

                                      学生工作部（处） 

                                    2021年4月22日   

 

 

关于开展2021年春季学期试卷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加强课程考核材料规范化管理，学校定于第9-11周对上一学期

试卷考核材料进行检查。现将相关安排通知如下： 

1.检查时间：2021年4月26日-5月15日。 

2.检查内容：2020年秋季学期各学院所开设理论教学课程的考核试卷。 

3.检查方式：本次试卷检查以学院自查为主。教务处将根据学院自查情

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抽查。 

4.工作要求 

（1）各学院试卷自查工作由主管本科教学副院长负责，在做好试卷管理

和存档工作的基础上，可以组织教研室主任、部分专家、教学督导、教学秘

书等开展专门检查，也可以组织任课教师开展互查。随机抽取比例不低于该

学期课堂总数的20%，统一出题和判卷的全校公共课抽取比例不低于5% 。 

（2）各学院应高度重视，严格按照《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生课程考核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组织自查。学院领导应加强检查指导，及时解决发现

的问题，要安排专人负责，将检查工作落到实处。 

（3）针对自查内容及工作须形成书面总结材料，并于5月15日前将学院

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的《试卷检查情况总结》和《试卷检查情况汇总表》纸

质文档提交至考试管理科，同时作为教学管理档案在学院保存；电子稿发至

mailto:电子稿发至邮箱znlkaosh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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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znlkaoshi@163.com。 

联系人：龚老师、贺老师，电话：85623193 

                 

 教务处    

                   2021年4月20日 

 

关于举办学校第三届大学生智能制造挑战赛暨第十五届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校级选拔赛的通知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是在教育部与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下共同举办的。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和中国仿真学会联合主办，已成功举办了

十四届。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并做好 “西门子杯”中国

智能制造挑战赛校内选拔工作，学校决定举办第三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大学生

智能制造挑战赛，拟选拔优秀学生经过培训后参加国家级、省级赛事。现将相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目的   

本次竞赛中成绩优异的学生将获得“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的培

训资格，特别优秀的队员将直接选拔为 2021 年“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

赛的参赛队员。 

二、竞赛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教务处 

承办单位：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三、参赛对象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电子信息类、控制类、机电类等专业的一、二、三年级

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四、报名方式及时间 

mailto:电子稿发至邮箱znlkaosh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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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比赛组织由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实验室负责，比赛采用自

愿组队方式报名，每队 3人。 

2.报名时间：2021 年 4月 20日—5月 5 日止。 

3.网络报名：请将附件中的报名表填写好后，将电子文档发送至比赛负责

联系人，以收到邮箱回执为报名成功。 

比赛联系人：周老师，QQ：51840157，邮箱：51840157@qq.com；张同学，

QQ：962051393，邮箱：962051393@qq.com；竞赛 QQ群：712671444。 

五、竞赛流程 

1.赛前通过比赛 QQ 群（712671444）公布比赛题目，参赛队员将有一周左

右的时间设计作品。 

2.根据竞赛题目，学生需提供一个竞赛作品文档，并于 5月 10日 23：59前

将文档发至周老师邮箱 5184015@qq.com。 

六、评奖方式以及奖项设置 

采用文档评分方式，由竞赛指导教师组进行打分评选。根据参赛提交作品

队伍的总数，按照一定比例评选出一等奖（12%）、二等奖（12%）、三等奖

（16%），并颁发证书。此外，获奖的学生将根据《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生第

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获得相应的创新创业学分。 

                              

教务处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年 4 月 19日        

 

关于举办学校第十届大学生化学实验技能竞赛暨第十一届 

湖南省大学生化学化工实验与创新设计竞赛 

校级选拔赛的通知 

为了夯实大学生的化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强化大学生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育大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

mailto:96205139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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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化大学生化学实验教学改革，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做好湖南省普

通高等学校第十一届化学化工实验与创新设计竞赛—化学实验技能竞赛选手选

拔工作，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组织举办2021年全省普通高校大学生学科竞

赛的通知》（湘教通〔2021〕82号）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决定举办学校

第十届化学实验技能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我校2018级全日制本科学生。 

二、竞赛方式及竞赛内容 

竞赛包括预赛、复赛两个阶段。符合条件且完成报名手续者参加预赛，预

赛成绩前40名选手参加复赛。 

1.预赛方式及内容 

预赛方式：理论考试，闭卷笔试。 

预赛内容：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含仪器分析）和物理化学基

础知识。 

2.复赛方式及内容 

复赛方式：实验技能测试，现场实验操作。 

复赛内容：有机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三、成绩评定、名次确定与奖项设置 

1.成绩评定 

预赛成绩即理论考试卷面成绩，复赛成绩即实验操作成绩，总成绩＝预赛

成绩×30％＋复赛成绩×70％。 

2.名次确定 

竞赛名次按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定。 

3.奖项设置及奖励办法 

竞赛设一等奖5名、二等奖15名、三等奖20名，学校为获奖者颁发奖励证书。 

四、竞赛时间与地点 

1.预赛时间和地点 

2021年5月9日19:00，预赛地点请见QQ群659092552（中南林2021化学实验

竞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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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赛时间和地点 

2021年5月14日19:00，地点：逸夫楼A区444室。（暂定） 

五、竞赛报名 

参赛学生填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第十届大学生化学实验技能竞赛报名

表》，发至邮箱：zhoujun263217@163.com。 

竞赛联系人：周军老师，电话：15802648284。 

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4月30日17:30。 

  

   教务处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1年4月20日 

 

关于举办学校第四届大学生企业模拟经营竞赛暨2021年 

湖南省大学生企业模拟经营竞赛校级选拔赛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湖南省教育厅《关于组织举办2021年全省普通高校大学生学科

竞赛的通知》（湘教通〔2021〕82号）精神，促进我校学科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加强经营管理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做好2021年湖南省大学生企业模拟经营竞赛

选手选拔工作，学校决定举行学校第四届大学生企业模拟经营竞赛。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组织 

本次竞赛由教务处主办，商学院承办。 

二、参赛对象 

在校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本科学生。 

三、比赛形式 

本次比赛以“新道新商战沙盘系统V5.0”为竞赛平台，各参赛队伍虚拟成

立一家公司，以生产型企业商业实战为背景，每个成员需承担起总经理、财务

总监等管理者的身份，经营好一家虚拟公司6个自然年度。内容涉及整体战略、

mailto:zhoujun26321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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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需求规划、财务经济指标分析、生产产能规划、营销等专业知识。比赛成

绩根据模拟企业的最终权益及比赛表现综合评定。 

四、竞赛组织实施步骤 

（一）比赛报名 

1.竞赛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5月7日。 

2.报名方式：有意参赛的同学填写报名信息表，并于5月7日前将报名信息

表电子版发至邮箱：1826803776@qq.com。 

联系电话：肖老师，13973100723；童同学，15111467648 

（二）本次比赛分为培训和比赛两个环节： 

1.培训。报名参赛的学生均以个人名义参赛，统一进行针对性的培训（1个

周末，两天），熟悉比赛规则及比赛系统操作，然后在商学院实验中心进行多

轮模拟比赛训练。赛前培训及训练时间为报名截止日至5月底，具体时间另行通

知。 

2.比赛。通过培训后，将于六月初进行校赛。具体比赛规则及其他事项，

将于比赛前另行通知。对于在校赛中表现优异的同学，择优选拔若干名组成省

赛队伍进行后续针对性强化训练，于2021年9月代表学校参加湖南省第六届大学

生企业模拟经营竞赛。 

五、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设一、二、三等奖。一等奖取前10%、二等奖取前20%、三等奖取

前30%。获奖队伍将颁发获奖证书。 

                        

  教务处 

商学院 

                                          2021年4月21日 

 

关于举办学校第二十七届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经学校研究，决定于 2021 年 5 月 29 日举行学校二十七届大学生英语演讲

比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mailto:1826803776@qq.com%E3%80%82


 

 12 

一、组队要求 

各教学单位组派一个代表队，每队 3 人，男女不限，其中普教 2019 级学生

2人，2020 级学生 1 人。 

二、比赛内容与形式 

1.命题演讲：围绕主题“Healing the World”发表自己的观点，具体演讲

题目选手可自拟。每位选手演讲 3分钟，正负时间差不得超过 15秒。 

2.即兴演讲：选手当场抽取题目进行演讲，演讲时间为 2 分钟，正负时间

差不得超过 15秒。 

三、比赛时间安排 

1.各教学单位选拔赛在 5月 22日前完成，由各教学单位自行组织实施。 

2.比赛报名时间：请各教学单位于 5 月 24 日前将报名表（纸质及电子文档）

以及 A4 纸打印的演讲稿（一式五份）交外国语学院办公室。联系电话：0731—

85623122（刘老师）。 

四、比赛奖项设置 

比赛设团体与个人奖。团体奖：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3 个。

个人奖：非英语专业组 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6 个，三等奖 9 个。英语专业组 

一、二、三等奖各一个。团体奖和个人奖分别颁发奖状和证书。 

备注：通过比赛选拔 2 名非英语专业选手和 1 名英语专业选手组成学校代

表队参加湖南省第二十七届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暨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

演讲大赛湖南赛区复赛）。 

  

                                         教务处 

                                        外国语学院 

                                       2021年 4月 22日 

 

关于举办学校第三届大学生软件作品竞赛的通知 

为进一步激发我校大学生对软件应用开发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潜能，在实践

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竞争中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综合

素质，着力提高教学质量和高素质创新性人才培养质量，选拔优秀学生参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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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由省教育厅举办的湖南省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学校决定举办学校

第三届大学生软件作品竞赛。现将竞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目的 

本次竞赛中成绩优异的学生将获得湖南省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应用

开发类竞赛的比赛资格，特别优秀的队员将直接选拔为 2021 年全国大学生软件

创新大赛的参赛队员。  

二、竞赛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教务处  

承办单位：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三、参赛对象 

面向全校本科生选拔，对程序应用开发感兴趣，具有计算机相关知识的学

生均可报名参加。  

四、报名方式及时间 

1.本次比赛由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软件协会负责；比赛采用自愿组队的方式

报名，每组三人。  

2.网络报名：请将附件中的报名表填写好后，将电子文档发送至软件协会

联系人，以收到邮箱回执为报名成功：  

陈同学：19973797962，QQ号：1106947563   

杨同学：19852318691，QQ号：2579872422  

3.报名时间：2021 年 4月 22日—2021 年 5月 12日。  

4.所有报名参赛队员需加入软件协会建立的 2021年校赛交流QQ群（群号：

930719351），具体的信息报名成功后由软件协会直接通知。  

五、选拔流程 

5 月 24 日 19:00 在电子楼(求是楼)709 进行比赛。每小组选出一人进行作

品介绍，参赛队主讲人需要将本组作品完整展示(请将所需用到的设备携带齐

全)。评委老师会根据作品进行提问，参赛队主讲作出解答，其余两名队员可辅

佐回答评审老师的问题。参赛队伍作品都介绍完后，评委老师团队根据作品进

行评奖。  

六、比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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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赛期间，学生可以进行观看比赛，但需遵守比赛秩序。  

2.比赛场地严禁喧哗，手机关机；  

3.允许携带笔记本等比赛所需设备进场；  

4.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不得存在任何知识产权纠纷或争

议。   

5.赛事指导小组对所有参赛作品有宣传、发布、展览等权利。    

七、奖项设置 

根据参赛提交作品队伍的总数，按照一定比例评选出一等奖（15%）、二等

奖（15%）、三等奖（20%）。  

八、说明 

为吸引优秀学生参加 2021 年湖南省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应用开发类竞赛，

凡获得计算机类相关学科竞赛省级以上奖项的学生，如果自愿参加 2021 年全国

软件创新大赛，将直接获得参赛资格。  

                               

                        教务处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1年 4月 22日 

 

 

学校召开春季学期第二次本科教学工作例会 

4月21日上午，学校在崇德楼四楼四会议室召开春季学期第二次本科教学工

作例会。副校长王忠伟出席。教务处处长刘高强主持会议。 

王忠伟就前阶段本科教学的相关工作进行了总结，对加强全校教学管理队

伍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重点就做好学生考研、一流专业建设点申报及建设、

一流课程申报、放心课程建设、课程思政、学科竞赛、教学竞赛等工作做了部

署和要求。他强调，教学管理战线的全体同志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树立全局观

大局观；要不断提升服务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服务师生的能力和水平；要立足

岗位尽职尽责，切实推进学校教育教学事业的进步和整体实力的提升。 

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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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春季学期第二次本科教学工作例会 

刘高强就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学科竞赛、成绩管理、

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国家林草局“十四五”规划教材申报

等工作做了具体布置。他强调，各学院要切实加强一流专业建设，及早培育有

关建设项目、成果，特别要抓实抓细教改论文、教师教学竞赛、教学成果奖等

短板项目。要全面做好“放心课程”和“课程思政”工作，主动作为，把相关

工作落到实处。 

各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教务办主任（副主任）、教务处全体人员参加会

议。 

 

 

李玲老师应邀在“2021融合创新、加快一流课程与 

教材建设”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 

为了贯彻落实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深入推进高等学校课程建设与教

材建设，4月16日—17日，高等教育出版社在河南郑州召开了“2021融合创新、

加快一流课程与教材建设”研讨会。我校李玲副教授作为教育部工程图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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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南区委员、地方行业院校的发言代表，以“新时期建设一

流课程的探索与实践---以机械制图课程为例”为题在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受

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高等教育出版社召开“2021融合创新、加快一流课程与教材建设”研讨会 

 

 
▲李玲副教授作《新时期建设一流课程的探索与实践---以机械制图课程为例》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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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老师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一流课程的建设背景，提出课程建设应紧紧

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遵循“立目标—找问题—定措施—看效果”

的基本思路，即确立课程“知识—能力—素质”的协同培养目标，梳理本课程

的痛点与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制定改革措施与办法，并根据达成的效果不断

调整和改进。其中，改革措施包括更新教育理念、重构课程体系、建设“五库

一网”课程资源与在线开放课程、优化教学设计与策略、构建合理的评价激励

机制等“五套组合拳”。 

李玲老师主持的课程《机械制图1（上）》于2020年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线

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教学实践中，课程团队坚持“价值塑造、能力培

养、知识传授”相统一，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改革和创新课堂教学模式。该课程

在省内同类课程的建设和应用中居于领先水平，为我校的工科专业课程建设起

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引领效应。 

 

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团召开工作例会 

4月21日下午，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团在树人楼督导团办公室召开工作例会。

本次会议由校督导团团长严永林主持，教务处副处长王文磊和质量监控科工作

人员参加了会议。 

  

  ▲学校召开本科教学督导团召开工作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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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永林对第11周即将开展的2021届毕业论文（实习）中期检查的有关事项

和工作任务进行了说明布置，尤其指出，今年的毕业论文（实习）中期检查是

第一次在线上系统中进行，希望各位专家适应新形式、新变化、新要求，并就

前期本科教学督查、听课情况进行反馈与交流。会上，督导团专家们分别进行

了总结发言，一致认为本学期学校的教学工作总体形势良好，同时也对工作中

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反馈。最后，王文磊代表教务处感谢了督导团专家们的辛勤

付出，肯定了专家们本学期繁重的工作任务及所取得的成绩，针对教学工作中

暴露出来的问题，教务处一定会根据反馈意见拿出具体措施，落实到位且见成

效，携手促进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举行2021年课程思政教学比赛 

4月20日下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21年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在逸夫楼540

举行。特邀评委、学院领导、老师和学生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教学比赛

由分管教学副院长杨国恩主持。 

▲第一名获得者徐康老师在比赛中 

比赛分课堂教学设计阐述和课堂教学展示两个环节。各参赛教师结合课程

思政教学特点，将思政素材与教学内容巧妙融合，围绕知识、能力、思政目标

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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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设计了课堂教学方案，在比赛中从设计思路、实施过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

阐述和展示，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学校教学督导团团长严永林教授针对各参

赛选手的表现进行了点评。  

综合课堂教学设计作品成绩、现场说课展示成绩，徐康、袁利萍、张林荣

获一等奖，周钢、孟元、杜锟、庞祥超荣获二等奖，徐康、袁利萍、张林三位

老师获得参加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复赛资格。  

 

▲学院领导为获奖教师颁奖 

本次教学比赛达到了“以赛促教”的目的，增强了老师们对课程思政在人

才培养中的重要意义的理解，进一步坚定了老师们从事课程思政教学的信心和

决心，为开展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了基础。 

 

 

理学院举行2021年课程思政教学比赛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课堂教学育人作用，丰富课程育人内涵，4

月19日下午，学院在求是楼1020教室举办了首届课程思政教学竞赛。学院领导

班子、校级督导、系（部）教师代表观摩了比赛。学院副院长贺梦冬教授主持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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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可老师现场教学 

此次竞赛一共有11位老师（9个作品）参与。老师们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课堂知识点与思政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创新思

考，树立文化自信，培养家国情怀，提升科学素养，展示了各具特色的教学设

计和教学风采。提问环节，评委们在充分肯定选手们积极探索课程思政的同时，

针对课堂竞赛要求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更高的期望。经过激烈角逐与评审，共

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3名。 

 

▲理学院 2021年课程思政教学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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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比赛充分展示了我院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在课堂教学中契入思政

理念，践行“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为推动教育教学和人才

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外国语学院举行2021年课程思政教学比赛 

外国语学院课程思政教学比赛于4月20日落下帷幕。本次比赛旨在全面贯彻

落实全国和全省本科教育会议精神，进一步挖掘外语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使外语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同向而行，全面提升学院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比赛包括课堂教学设计和现场说课展示两部分。在课堂教学设计环节，参

赛老师需以PPT或视频形式设计一节45分钟的课堂教学。在现场说课展示环节，

参赛老师需就现场公布的比赛素材在45分钟的时间内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

素，并在15分钟时间内向评委和观众陈述教学设计思路和内容并展示课堂教学。 

▲刘晋静老师现场说课 

经过激烈的角逐,刘晋静获得一等奖，阳娅琦、雷蕾获得二等奖，廖孜孜、

周禧玲、王璞和李键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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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谭福民教授作精彩点评 

▲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梁晓波教授作精彩点评 

赛后，特邀评委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谭福民教授和国防科技大

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梁晓波教授作了精彩点评。谭福民肯定了参赛老

师们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并叮嘱老师们在课堂上传播正能量，润物细无声；

梁晓波说，一个合格的课程思政老师，必须要做马列主义的真信徒，在课堂上

讲真故事，才能做到课程与思政的真融合，起到真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