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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校教学督导委员会的统一部署，2021年5月6日~5月30日，校

教学督导组开展了听课评课督导活动，对教风、学风、相关管理工作

及教师教学质量进行了巡查或调研，每周均发布“教学督导通报”，在

肯定各学院教学工作的同时，也及时发现了一些问题。各学院高度重

视，积极研究督导反映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将整改落实情况进

行了反馈。 

现将相关学院针对第12-16期教学督导通报所列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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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12 
有部分学生在睡觉，也有学生在玩手机。 

要求教师做好课堂管理，了解学生的课堂听课状态，并加强课堂管理。加强学生树立

正确的学习观念，端正学习态度。教师、学生均对课堂状态有清晰认识，对后续课堂

教学有促进作用。 

第16期，本科生

组，序号6、25 

设备台套数太少，导致每个学生实际操作的时间

较少。 

已经赴实验室掌握了实际情况，拟分步解决：在台套数未获得补充之前，拟充实指导

教师人数，利用学生日常教学空挡时间，增加组数，确保每一位学生均能够得到有效

操作和锻炼。在经费充裕情况下，充分论证，适当增加台套数。 

第16期，本科生

组，序号26 

建议集中在大教室比较好管理；建议学院多安排

几个大教室，便于“课程设计”和《制图测绘》

这样的课程集中管理。 

学院已经安排实验人员对学生绘图室进行预约管理，目前教室数量利用率高，后续若

教学需要，却有必要，将合理规划。 

第16期，本科生

组，序号27 

共三组，每个组只有两个答辩老师。所听和所看

的学生的毕业设计中都没有一张二维图纸，论文

格式错误很多。 

车辆工程系采用提前答辩方式，让毕业设计不合格学生可以有更为充裕时间进行修改，

旨在督促学生加快毕业设计进度。答辩采用淘汰制，72人参加答辩有17人不合格，均

参加了6月6日的答辩。针对答辩教师少问题，6月6日每组均邀请了企业专家，答辩成

员为4人。针对图纸问题，车辆工程专业之前一直强调现代软件的应用能力，后续将制

定更为详细的毕业设计评分标准，将图纸纳入评分标准。论文格式问题，针对格式有

问题学生，直接定为不合格，要求参加6月6日答辩。从这次尝试来看，总体效果良好，

对学生毕业设计有很好促进作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第12期，本科生

组，序号11、15 

学生都靠后面坐，前面两排都是空位。老师声音

小，上下课没有铃声。 

进一步加强课堂管理，要求学生尽量往前排坐；利用无线麦克风和提高自身音量来提

高课堂声音。通过加强课堂管理，学生能够积极坐到前排，提升了学习效果；课堂音

量得到有效提高，保障学生上课听课效率。 



*电气工程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第14期，研究生

组，序号1 

建议语速可适当放慢一点、清晰一点；PPT制作

可精炼一些、层次一点，突出重点。 

已将督导通报的问题反馈给任课教师，建议任课教师在制作PPT时突出重点内容，做到

层次分明，上课时降低语速，保持声音洪亮清晰。 

第15期，研究生

组，序号1 
建议适当与学生互动，活跃课堂学习气氛。 

已将督导通报的问题反馈给任课教师，建议任课教师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适当采

用翻转课堂等形式活跃课堂学习气氛。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第12期，本科生

组，序号2 
建议加强课堂管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性。 已转告相关教师，加强课堂管理，多采用互动式教学，调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29 
PPT文字过多，建议精简优化。 已督促相关教师完善PPT，突出重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第16期，本科生

组，序号3、23 
部分学生未写预习报告。 已督促相关老师加强实验课前管理，要求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完成预习报告。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2 
建议进一步强化教学重点。 

带领学生回顾上节课的教学重点，以板书形式列出本节课重点内容，在课件中对重要

知识点进行标注，以便学生课后有重点的进行复习。在整改之后，通过与学生的问答

可以发现学生对重点内容的掌握程度有明显提高。 

第15期，本科生 建议进一步加强教学中与学生的沟通，强化启发 已尝试使用雨课堂教学，加强上课与学生的提问互动，课堂积极性有显著提高。新一



组，序号5 式教学。 轮教学中有启动翻转课堂的计划。 

第15期，本科生

组，序号7 

课表上班级人数（90人）与实际班级人数（81

人）差距较大，建议教务系统及时更新。 
教务系统已经更新，人数已统一。 

第16期，本科生

组，序号11 

建议进一步优化课件，突出教学重点，加强与学

生交流与沟通。 

已对课件进行了改进和优化，将重要知识点标记出来并添加动画播放效果，着重突出

了重难点；在教学过程中加强了与学生的互动，以提问的方式让学生提高注意力和学

习主动性，效果较好。 

 

*经济与管理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第12期，本科生

组，序号6 
有部分学生在看考研书。 

经任课教师与学生沟通了解到，营销18级学生中，有一部分同学在积极准备考研，学

生考研积极性较高。任课教师已与学生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并加强课堂的互动内容和

比例。 

第16期，本科生

组，序号14 
与学生缺少互动。 

按照督导的意见课堂讲解过程中增加提问和互动环节，以保证学生听课注意力更加集

中。 

第16期，本科生

组，序号15 
建议管理学生听课情绪，关注学生听课效果。 

通过在课堂教学中，多提问，加强与学生的互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努力提高教

学效果。 

第16期，本科生

组，序号20 
学生听课积极性不高，课堂缺乏活力，有点沉闷。 

通过加强课堂设计，让学生主动参与进来，通过提问和学生互动，让学生成为课堂的

主角。 

 

 

 

 



*数理与金融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4 

男学生带作业的少；老师面对黑板解题时间过

长，建议多看看学生，关注一下学生是否听懂会

做；有学生自己在课堂上看网课，解释说与教师

进度不一致。 

已联系相关教师进一步加强作业管理，同时注意增加教学互动，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

并跟踪了解学生学习的情况。 

 

*人文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第12期，本科生

组，序号5 

作为最后一堂课，建议最好把这学期所讲的内容

串一串，整理思路。 

双语教学是对师生素质要求都比较高的课程，需要不断改进磨合，提高实效，以后要

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第15期，本科生

组，序号6 

建议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更好调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 

由于该课程教材，教学内容多而教学时间相对较少，因此，根据教学情况及提出的问

题有针对性的进行了整改，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精心的调整编写及内容优化。 

1.课程思政与教学内容的充实与创新：在已有的教学内容上，及时补充当下新的研究观

点、研究理论及研究成果，补充学科知识，增加信息密度，拓展学生的视野、启发其

学习思维；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学习，了解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

豪感，树立文化自信，培养爱国主义热情；通过对经典作品的解读、赏析，培养高尚

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品位。 

2.教学内容更加层次化：更加注重教学内容与专业知识的层次化及逻辑化，关注学生的

内在认知规律。 

3.课堂教学内容突出重点、难点和疑点：梳理教学内容，明确重点，拓展教学内容的广

度和深度；击破教学难点，准确、全面地把握教学内容；解开教学疑点，更好地启发

和开拓学员的思维。经过调整与修改后，老师课后与部分同学交流心得，同学们也觉

得经调整后，学习内容更合理、更通俗易懂了。 



4.关注专业知识的通俗性与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于该门课程是一门通识

课程，在后来的课堂上，更加注意将专业知识的通俗有趣与学理性相融合，增加课堂

的趣味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及积极性。 

5.运用多样化的多媒体技术教学：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选择多样化的多媒体技术进行

课堂教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外国语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21 
学生有讲话、玩手机现象。建议加强管理。 加强学生课堂管理，要求学生尽量前排就座，加强课堂纪律要求。 

 

*建筑工程学院* 

通报期次、序号 通报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第12期，本科生

组，序号8 

教室内风扇噪音太大，严重干扰到正常教学，后

排根本听不清老师说什么；学生讲话较多。 
已要求学生上课不要开风扇，同时强调了课堂纪律。后续上课时，情况有所改观。 

第12期，本科生

组，序号9 

教师与学生缺少互动，建议要与学生有交流，哪

怕是眼神交流也好；教师讲授内容时停顿次数较

多；部分学生讲话，很多学生都不抬头看黑板和

老师。 

进一步加强与学生互动，通过走下讲台、提问等方式加强对后排同学的管理；改进教

学方式，采用互动、讨论、教学视频等手段吸引学生注意力，同时进一步熟悉授课内

容，合理安排，做到少停顿。整改后进一步加强了与学生的交流，课堂教学更加流畅。

学生上课较认真，学习效果有所提高。 

第12期，本科生

组，序号10 

刚开始上课的PPT视频音量很小；整堂课PPT都

没有最大化；整个班级总体学习氛围不浓，建议

教师能调动学生积极性。 

视频音量小、PPT播放等问题已改正，课堂学习氛围不浓问题，已通过增加课堂提问、

作业及互动等环节，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第12期，本科生

组，序号12 

教室风扇声音有点大，干扰了教师的讲话声音，

掩护了学生讲话和玩手机；有学生进教室后出去

较长时间，再进来就低头吃早饭。 

已要求学生上课不要开风扇，同时强调了课堂纪律，不允许在课堂吃早饭。后续上课

时，情况有所改观。 

第12期，本科生

组，序号13 

后排1名男生一直在玩手机；学生学习氛围不够

活跃，总是低头听课。 

教师通过提问等方式加强对后排同学的管理；改进教学方式，采用互动、讨论、教学

视频等手段吸引学生注意力，活跃学生学习氛围。对于个别学生，课后单独沟通交流，

保证其学习质量。整改后杜绝了学生课堂上玩手机的现象，学生踊跃讨论、回答问题。 

第12期，本科生

组，序号14 
课堂气氛一般，没有调动学生学习热情。 

为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课上增加了提问和互动环节，有效的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 

第12期，本科生

组，序号16 

学生实验前预习不够充分，实验刚开始时较为慌

乱。 

教师在实验前多渠道提供预习材料，督促学生加强实验前预习，合理分组，安排临时

组长，负责实验分工和纪律维护。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3 

前两排座位比较空，没有人坐；后排讲话、玩手

机学生的较多。 

在后续课程中，加强了课堂纪律管理，要求教室座位后三排不坐，学生全部从第一排

坐起，另外强调到课堂后手机放到书包或口袋。经过整顿后，课堂纪律有所提升，学

生听课效率有一定提高。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5 

PPT字体颜色偏淡，后面看得不清晰；学生缺勤

11人，建议教师加强课堂管理。 
已将PPT字体加粗，加强课堂考勤和课后督促，学生缺勤情况得到改善。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6 
学生应到80，实到69。后排学生听课不认真。 

教师已加强课堂考勤和课后督促，加强后排学生管理。缺勤情况得到改善，后排学生

通过课堂提问等措施，听课态度不认真情况得到改善。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7 

学生应到83，实到69。课堂有少量互动，后排学

生听课不认真。 

学生名单有误，缺课11人中，有1人休学，有2人已留级至下一级（20级），有7人为插

班重修（课程有冲突），共10人。故当天实际缺课为1人（胡晨龙），已联系辅导员找

学生单独谈话，了经了解该学生假期后未能及时返校。已加强课堂管理，特别对后排

学生进行督促，要求其认真听讲。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8 

学生应到80，实到78。课堂管理不好，学生听课

状态欠佳。 
进一步加强考勤和课堂管理。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9 

学生应到100，实到78。学生迟到多，任课老师

费了12分钟强调课堂纪律。 

重修课程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已通过个别同学单独谈话，了解学生学习动态，学生

迟到情况得到改善。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10 
学生应到97，实到68。能认真听课的学生少。 

重修课程学生在第一节课点名后有学生逃课，已加强课堂考核，已通过个别同学单独

谈话，了解学生学习动态，学生早退情况得到改善。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13 
有学生迟到，建议加大考勤力度。 加大考勤力度，对迟到学生进行谈话，学生迟到现象得到改善。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17 

建议板书有规划、更清晰，进一步关注学生学习

状态，加强引导、启发学生的力度，加强课堂师

生互动、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进一步关注学生学习状态，加强引导、启发学生的力度，加强课堂师生互动、活跃课

堂气氛，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课堂氛围得到改善。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18 

有三人睡觉未及时提醒。建议教师进一步强化学

生中心，多鼓励学生，多相信学生，多启发学生，

更好控制讲课节奏，提高学生学习的获得感。 

及时提醒上课睡觉同学，通过鼓励学生，相信学生，启发学生，控制讲课节奏，通过

以上措施，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获得感。 

第14期，本科生

组，序号33 

有24名学生迟到，11名学生没来上课，建议老师

考勤。 
教师加强课堂考勤，了解学生迟到和缺勤的原因，学生迟到和缺勤现象得到改善。 

第16期，本科生

组，序号22 
建议适当控制节奏。 已减慢节奏，强弱得当，便于学生领会领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