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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2019-2020（二）学期第二周线上教学督导简报 

文学院 

为保障我院线上教学工作有序开展，同时根据学校下发的《关于开展 2020

年春季学期疽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专项督导工作的通知》要求，2020 年 2 月 27

日，我院召开了线上教学督导工作会议，并成立了以院长张兵为组长，分管教学

工作院长助理鲁毅任副组长的文学院线上教学督导团队，督导团队成员包括学院

教学督导委员会全体委员、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共计十八人。根据学院教学工

作的部署，学院线上教学督导团队将对我院春季学期线上教学阶段的本科教学、

毕业论文、实习实践环节等进行全面督导。 

本学期我院共开设本科课程 109 门，涉及授课教师 67 位。按照前期制定的

《文学院线上教学督导实施细则》，我院教学督导全体成员于第 2周周一（3月 2

日）开始，面向全体授课教师（含外聘）进行随机听课，每位督导员每周至少听

取 1 门课程。截止 3 月 6 日晚，学院共收回《文学院听课记录单》18 份，涉及

授课教师 16位（占比 24%），听取课程 17门（占比 16%），涵盖我院 10 个教研室、

5个本科专业。 

督导员 授课教师 课程 授课对象 授课方式 

张兵 蒋莹 《跨文化交际》 
汉教

1701-02 
腾讯课堂 

张兵 高龙奎 《古代汉语 2》 
汉语

1803-04 
QQ直播 

鲁毅 范凯（外聘） 
《广播电视节目编辑与

制作》 

广电

1701-02 
腾讯课堂 

唐欣 李霞 《现当代文学》 
传播

1901-02 
QQ直播 

陈静 石静 《大学写作》 
化材

1901-05 

QQ 群+智慧

树 

陈静 张云 《选题与策划》 编辑 1801 QQ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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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洁 孙欣婷 《网络广告艺术策划》 
广告

1701-02 
腾讯课堂 

高龙奎 王毅 《现代汉语 2》 
中文

1904-06 
腾讯课堂 

刘水清 孙欣婷 《大学写作》 
计数

19H1-H4 

QQ群+智慧

树 

刘新锁 王凤仙 《现代文学》 
中文

1904-1906 
QQ群 

张秉国 常昭 《古代文学 1》 
中文

1905-06 
腾讯课堂 

石静 陈静 《出版学经典选读》 编辑 1801 QQ群 

宋晓英 刘文兰 《中国文化概论》 
汉教

1801-02 

济大网络教

学平台+QQ

群 

夏秀 高玲 《学科教育学》 
汉教

1701-02 
腾讯课堂 

王蓓 张文 《西方文论》 
汉语

1803-04 
QQ直播 

张国艳 王毅 《现代汉语 2》 
中文

1904-06 
腾讯课堂 

张小平 郑歆 《外国文化史》 
汉教

1801-02 
QQ直播 

张中锋 成红舞 《外国文学 2》 
汉语

1803-04 
QQ直播 

 

根据学院线上教学督导员的反馈信息，总结学院第二周线上教学情况如下： 

（一）相较第一周，整体线上教学质量有所提升 

1.授课教师能够积极钻研并熟练运用自己选择的线上教学软件，效果较好。

其中，多数教师会选用腾讯课堂进行线上授课，网络播放基本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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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课教师线上教学组织有序，多数教师提前 10-30分钟调试设备； 

3.课件制作精美，授课过程中，与学生积极互动，及时掌握学生学习动态； 

4.学生出勤率、听课率较好； 

5.《大学写作》课程的授课教师，利用授课 QQ 群布置学习任务、反馈作业

信息，在学生在线视频学习之余，有效组织线上教学； 

6.授课内容准备较为充分，授课规范，重点突出； 

7.案例式教学较为突出，充分利用分享屏幕和播放视频功能给学生多媒体的

听课体验； 

8.授课教师积极做好预案，当网络出现问题时，能及时调整授课方式； 

9.授课教师出镜率较高，给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拉近师生距离，有利于师

生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信任； 

10.部分教师在课前上传授课所需阅读书目或教材电子版，有助于开展教学。 

（二）存在问题及教学建议 

1.少数学生未能按时进群签到或在线听课，甚至存在旷课现象。授课教师应

加强线上教学管理，强调学习纪律，特别如《大学写作》等授课人数较多的课程。

建议通过增设“出勤签到”等平时成绩考核内容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约束。 

2.线上教学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与教学组织形式，智能技术提供了更多便

捷，师生互动性进一步增强，有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但应注意，师生互动时间

不宜过长，以致挤占教师授课内容；在注重教育技术探索的同时，不应忽视授课

内容的钻研，以致形式大于内容。 

3.针对目前学生在线学习缺乏教材的现状，建议授课教师尽可能地提供给学

生电子版教材或部分授课内容的教材图片，保证学习效果。 

 

（文学院   鲁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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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督导形式，扎实推进线上授课督导工作 

商学院 

 

“天涯若同窗，相约云课堂”。2月 24 日济南大学新学期网上授课正式开启

以来，商学院教学督导组根据学校教务处及学院应对疫情期间教学工作的整体部

署与安排，创新督导形式，有序高效开展督导工作。 

（一）组织管理有序，督导重点落在线上教学课程的在线资源、学生学习 

为贯彻落实《商学院关于开展线上教学专项督导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线

上教学质量监控力度，保障线上教学质量,2 月 28日下午，学院召开疫情防控期

间教学督导工作专题线上会议，学院冯素玲院长、分管教学工作的刘毅副院长、

柳兴国副院长、教学办、督导办、实践办及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员参加会议。会议

由刘毅副院长主持。 

会上刘毅副院长就疫情防控期间学院线上教学工作的总体安排进行了部署，

重点介绍了学院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模式、课程教学安排、课堂教学环节、教学

质量保障与监控等相关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学院教学督导组组长朱青梅教授就

学校和学院对疫情期间线上教学的督导要求进行工作安排。根据督导工作要求，

学院的 9名督导员将重点督导线上教学课程的在线资源、学生学习，教师对线上

课程的组织管理和辅导答疑等情况，特别是要关注学生线上的学习效果。 

（二）督导过程及时同步，教学评价关注教师也关注学生 

第二周（学校的督导安排是从第二周开始）学院 9 位督导员随机听了经贸、

工商、金融、管科、会计 5 个系 15 位老师的线上课程，及时记录、总结、汇报

信息，并及时在微信群、QQ 群中进行交流。督导员们以督导教师的身份进入课

程教学平台，查看教师、学生的课前准备情况、同步观看课堂教学，课程结束后

即时将督导工作情况与任课教师进行交流沟通，然后将督导信息提交反馈至学院

及教务处。 

从督导员听课反馈情况看有以下特点： 

一是任课教师都是采用 QQ 屏幕分享+QQ 群、雨课堂的方式直播或、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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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大学网络平台、超星学习通录播、或使用腾讯会议等方式进行直播授课。 

二是课前任课教师会将相关课程资料和素材（如课程大纲、授课计划、电子

版教材、PPT课件、相关的网络课程及其它相关材料等）发至课程群，让学生能

够提前了解和学习。且课后也会相应的布置些作业、课后阅读材料及视频资料，

方便学生课后巩固扩充学习内容。 

三是为调动学生积极性，任课教师以 QQ 群或学生开放麦克风进行讨论等形

式与学生加强互动，并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另外，为了更好地了解教师及学生对线上教学的评价，督导组请宋磊老师设

计了《商学院教师网络授课情况调研》、《商学院网络课堂情况调研》两个小问卷，

由任课教师和学生课后填写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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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听课督导员反馈的整体信息来看，全体任课教师对课程的准备投入了很

大的精力，准备了很充分的课程资源，为课堂做了各种充分的准备，各种线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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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平台手段运用熟练，能达到预期的授课效果。 

（三）不足之处 

督导员们在本周的线上教学督导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1.由于这种线上教学模式无法面对面督促学生，有个别学生虽然在课程的

QQ 群里面，但是始终没参与到屏幕分享中（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条件或设备受限

所致），这也是在线授课方式需要解决的问题。 

2.部分学生的出勤问题。如有的班级上课十分钟后出勤率仍不是百分百，不

知道是由于网络原因还是其他原因，任课教师需明确这些学生的名单，主动与辅

导员、班主任联系，分析原因，采取补救措施。 

3.部分任课教师连续讲授为主，互动不够。建议增加互动环节，改进教学设

计。 

（四）线上教学建议 

1.尽管任课教师与学生不能够面对面，但还是应严格要求以保证学生的学习

效果。 

2.任课教师应加强与任课班级辅导员、班主任的沟通与交流，及时掌握学生

动态。 

3.由于学生所处地域不同，网络使用条件不同，建议任课教师能够增加部分

录播内容，或直播同时进行录屏，方便学生回看，以加强对知识点的掌握，保障

教学效果。 

总之，特殊时期的网络教学对老师和学生们来讲都是一种新的体验，需要不

断摸索，不断学习。 

                                       

 

  （商学院 朱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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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指导环节如期“上线” 各项教学工作稳步推进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在线教学工作第二周，继续科学部署、合理规划、稳抓落实，

从教学运行、教学督导、技术保障等方面细化分工，明确职责，除了正常课程教

学外、毕业设计、课程设计和后续课程实验等在线指导与落实相关工作也逐步落

实与推进，步入正轨。 

一、多种实践、实验指导环节如期“上线” 

（一）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环节安排“上线” 

按照“学校指导、学院主体、灵活实施”的原则，对毕业设计、毕业实习、

专业课程设计等工作周密部署安排，如图 1 所示。督促学生按时、保质、保量的

完成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任务，实现“指导形式多样化、实践质量有

保障、工作进度不延误”，确保完成毕业生的各项教学任务。 

 

 

     图 1 机械学院宋开锋老师自编了“线上作业批改软件”  

 

工业设计专业毕业设计环节并没有因为疫情原因造成丝毫影响，督促学生准

备毕业作品集，发送就业信息，探讨毕业实习的形式与内容。同时，吕冰导师创

新工作室的线上实践指导工作也在持续推进，老师与学生都有密切线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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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的会议讨论 

 

     

图 3机械学院吕冰老师创新工作室的线上实践指导 

 

（二）课程设计实践环节安排“上线” 

线上教学环境下，课程设计的过程化考核，必须针对学生制定严格的阶段性

任务，要求学生按照时间要求，认真完成阶段性任务，并提交考核材料，如图 3。

结合有问必答的课程设计互动模式，每天固定时间段集中指导，指导老师充分了

解学生课程设计进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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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机械学院房纪涛老师《专业课程设计》制定严格的阶段性任务进行考核 

 

（三）课程实验实践环节即将部分“上线” 

实验教学是机械工程学院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是工科专业知识

和技能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场地、动手技能、网络资源等限制，也

是最难上线的“实践”环节。 

为了保证和配合课程教学的进度和质量，学院、实验中心多次召开会议，与

系部主任、教师共同讨论，以保证部分急需、有内容衔接要求的课程和实验项目

能够如期开展线上教学。 

 

 

图 5机械学院召开以实验中心为主的各系部在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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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线授课平稳运行的幕后工作 

线上授课两周，学院师生已成功进入角色，效果突出。这离不开学院、系部、

师生积极充分的幕后准备。 

教学系统迅速应对和战略部署阶段、教学管理办公室、各系部的积极配合和

执行，落实。接到在线授课后老师们从茫然的摸索到胸有沟壑的沉稳，从轻车熟

路的线下教室，到遥不可知的网上直播，从面对面的谆谆传授，到隔着千山万水

的互动交流等，曾经以为的重重障碍，终于演变成网络课堂上的侃侃而谈、知识

和思想的传递与碰撞，师生 50分钟的完美呈现。 

 

图 6 机械工程学院及时的教学部署与落实 

 

图 7 机械学院赵秀霞老师在课程 QQ群详细的上课流程、课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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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企业管理与技术经济》课程组对授课与测试的充分研讨 

 

老师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利用课堂派等多平台的作业功能、授课结

束，利用 QQ 群投票功能，针对本次课的知识点掌握情况进行投票，为下次课的

复习内容提供参考。 

 

图 9 车辆专业张义花老师多平台功能帮助学生理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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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容不迫的背后，是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满腔热忱，它如明灯点亮全体济大

人的工作热情，并甘愿为之孜孜不倦、不懈付出。“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

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在共同抗击疫情挑

衅的日子里，相信师生们都能感受到的还有：只要怀抱热忱，再猝不及防的挑战，

也可以从容应对！ 

三、保障线上云教学质量，督导听课已启动 

机械学院高度重视，压实责任，全面做好线上教学的组织指导工作，制定了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20（2）学期本科在线教学督导方案与工作细则》，并启

动督导会议，充分讨论线上授课的质量保证。  

机械学院第二周线上教学 174 门次，到课率为 98.96%，这对老师们的线上

教学有很大的鼓励。督导老师们重点加强对在线课程的实时巡课、在线听课，及

时了解线上教学开展情况，梳理解决存在的问题，指导、帮助教师加强线上课堂

的组织管理，提高学生到课率和主动学习意识，保障在线教学质量。 

 

   

图 10 机械学院召开线上督导会议             图 11 学院制定的督导记录与反馈表 

 

四、多元化在线教学举措，保证授课的“一流”效果 

《机械制图》作为 2019 年认定的省一流课程，该课程组始终高标准的对标

一流金课，在教学教改方面积极推进，通过让“在线教学学习渠道更多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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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更个性”等多种举措，使得学习过程更有趣，学习效果更显著。杨波教授通

过 QQ 群向学生发起了在线学习倡议书，并向学生提出了在线学习方法建议。课

程组宋开峰老师自编批改软件，通过简单的鼠标操作，就可将生成带有解答的批

注，既提高了作业批注效率，又便于学生找到错误原因，方便快捷。 

 

图 12 机械学院杨波老师发起在线学习倡议书，督促学生学习 

 

 

 

 

（机械工程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 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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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育实习形式，保障毕业实习效果 

                    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受疫情影响，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2016 级特殊教育专业和教育管理专业毕

业班学生的教育实习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根据学校关于毕业班实习方案调整的指

示，本着“学生毕业不延误，老师管理不缺席”的原则，我院积极进行两个专业

实习方案的调整与部署。在院系各位老师的积极配合下，特殊教育和教育管理

16级毕业班毕业生的教育实习工作自第三周顺利展开，实习周为第 3-13教学周。

在此次实习工作的调整与安排中，教心学院的每一位老师都积极参与、建言献策，

充分体现了我院教师对学生的爱护与关心，体现了我院教师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

责任与担当。 

一、统筹部署、提前调研、多方讨论，结合实际调整实习方案 

自接到无法延期返校的通知后，特教系和教育系系主任与实习负责老师便开

始着手部署 2016 级毕业班实习方案的调整工作。特殊教育系在宿淑华系主任的

带领下，以往各实习点带队老师与实习单位领导联系，进行疫情期间特殊教育学

校是否开展线上教学与疫情结束后是否接收学生去实习的调研。通过调研得知，

山东省教育厅要求特殊教育学校不能进行网上教学，仅让特殊儿童做体育、画画

等艺术、体育类的日常活动，且部分学校对开学后是否接受学生实习尚需考虑学

校的疫情防控。 

因此，为顺利完成 2016 级特殊教育专业学生教育实习工作，根据济南大学

《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结合特殊教育专业特点与实习目标，宿淑

华系主任、齐保莉副系主任以及实习负责人侯婷婷老师一起制定了《2020 年特

殊教育专业 2016级毕业生教育实习实施方案》，该实习方案明确了特教系学生进

行疫情期间实习的五项内容，包括观摩教学录像、编写教案、录制授课视频、完

成教学模拟以及班主任工作研讨论文，方案中对每一项内容的数量与质量做了明

确要求，也明确提出在线实习期间的组织与管理，以确保在线学习期间毕业生实

习工作的等量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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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特殊教育专业 2016级毕业生实习调整方案 

 

教育系谢娟系主任和实习负责人李福春老师则多次沟通，根据教育管理专业

的培养目标，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线助教”实习模式，即让毕业实习学生进入学

院各授课老师的在线班级，以助教身份参与课程教学与班级组织管理的实习模式，

并制定了具体的《2020 年教育管理专业 2016 级毕业生教育实习实施方案》。 

教育系将 56名毕业生安排进入学院 56个教学合堂班中，参与授课教师工作，

要求学生在此实习期间，结合在线教学的特殊教育现状，有针对性地完成“在线

学生学习情况观察与记录、在线协助教师做好班级管理工作、在线教师访谈、科

室在线相关工作”四项实习任务。每一项工作要求学生提交“实习记录、实习总

结与实习鉴定”三份书面内容，同时明确了在线实习期间的组织与管理。 

特教专业和教育管理专业的 2020年实习调整方案，保障了我院 2016级特教

专业和教管专业毕业生的教育实习与毕业环节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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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育管理专业 2016级毕业生实习调整方案 

二、教师全员参与实习指导，责任与担当并行 

在以往教育实习中，10周的教育实习内容和实习评价均由实习单位老师指

定和实施，而调整后的实习方案中，对学生实时实习过程的监督、指导与评价是

此次实习能否高质量完成的重中之重。 

为了保证此次毕业班实习工作的顺利完成，特殊教育系与教育系每一位老师

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承担了一份责任。特教系的宿淑华、侯婷婷、崔梦舒、

宁宁、陈建军、李聪、郭玉祺老师等，在假期就分别与恩启特教机构、宁阳特校、

育园特校、泰安特校、东营特校、博山特校、枣庄特校、济南特教中心等实习机

构的负责人联系，开展疫情期实习安排的调研工作，充分了解疫情前后学生实习

面临的现状，保证了调整实习方案的合理性与可实施性。 

教育系张素玲教授、于丽琴教授、李燕、李福春、王婷、鞠严萍、陈磊等老

师，在繁重的在线教学任务之外，还分组承担了学生实习的指导、监督与评价工

作。教育系系主任谢娟老师通过调研学生需求，统合实习负责人和系里老师意见，

部署制定实习方案并参与学生实习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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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学院 56个教学班授课老师安排教管专业学生进入班级在线实习时，相

关老师都积极配合并部署相关工作。疫情阻挡了师生的面对面，但没有阻挡老师

们对学生的爱护与关心，老师们的责任与担当，既能保证学院每一位学生，在特

殊情况下顺利完成学业，同时也必将会带着对学院和济大的深厚感情踏入社会。 

 

 

图 3  特殊教育系教师进行实习调研与协调工作 

  

 

图 4 学院部署教育管理专业在线实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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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特教与教管专业实习负责人向学生部署实习方案 

 

 

 

（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李开云 宿淑华 谢娟 李福春 侯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