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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 月督导听课、巡查总结

一、基本情况

本月，校级督导共对 62名教师的课堂授课情况进行了听课，具

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学院 人数 优秀 良好 中 及格 不及格 平均分

金融与投资学院 13 3 9 1 85.65

会计学院 9 2 7 87.67

工商管理学院 3 3 85.33

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工

程学院
4 4 85.00

法学院 6 6 86.17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18 3 15 86.50

公共管理学院 6 1 5 87.83

创业教育学院 3 1 2 87.00

合计 62 10 51 1

整体情况 16.14% 82.23% 1.63% 86.39

二、推荐与表扬

教学督导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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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钟德光。钟老师对所授的《数学分析（下）》

教学内容熟悉，以板书形式在黑板上一步一步推导，并跟学生一起互

动进行公式推导，学生能参与讨论并不时提出和回答问题。这种黑板

上公式推导的方法且让学生参与的轻松互动方法值得推广。

2.会计学院王晓萍。王老师讲的《财务报表分析》课程，教学准

备充分，课件内容简洁、思路清晰，由总到分，配合讲解、逐次呈现；

教学内容熟悉，讲解舒缓有度，表达清晰流畅；适当在学生中走动，

与学生交流；教态优雅亲和、娴静从容，有很好的教师素养。

3.公共管理学院周静。周老师讲的《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课程

颇有特色。将学生分为劳资双方两组，模拟集体协商谈判过程。双方

针锋相对，陈述各自立场观点。模拟辩论结束后，抽取学生对论辩双

方表现予以评论、发表个人见解，最后由设定的观察员重点评述。此

教法调动了全体学生的积极性，改变了此类课“台上学生讲、台下学

生玩”的状况，课堂气氛活跃。

三、存在问题

1.教学秩序问题

12 月 24 日（星期四）第一节，6 栋 402 教室《品牌传播》任课

教师赵阿颖（财经与新媒体学院），上课迟到 8分钟，且授课学生（18

级网络与新媒体 2班）也在上课铃响后才陆续到达教室。

2.考试秩序问题

⑴2021 年 1 月 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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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教 B403 考场监考教师刘华萍（马克思主义学院）8:40 分未到

岗；

北教 D504 考场监考教师谢光旗（法学院）监考迟到 29分钟；

⑵2021 年 1 月 6日（星期三）

北教 A207 考场监考教师周青（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8:41 分未

到岗；

北教 A306 考场监考教师冯星凯（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8:41 分

未到岗；

⑶2021 年 1 月 7日（星期四）

北教 C305 考场监考教师江文华（工商管理学院）8:41 分未到岗，

当 8:56 分督导再次返回该考场时，江老师仍然未到。

四、二级督导工作情况

临近期末，各学院二级督导工作正常运行，二级督导坚持到岗到

位，履职尽责。借由这一工作路径，各二级学院不同程度地提炼出一

些有关教学方面的认识：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督导注意结合听课情况做自由式探讨。在探讨

中，甚至彼此间的争论和辩驳，站在课堂旁观者的角度，力求从听课

过程的正反经验教训中总结和摸索出一些可行的教学方法，如授课中

案例的处理模式、授课中语言技巧的处理、督导听课的重心问题等。

具体如下：

1.“复杂的大案例+授课内容”模式，以案例导入授课内容并作

为例子提供直观认识和理解。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案例里的各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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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授课要点的对应以及最后的小结（不至于整节课的知识点太散乱），

可以考虑后面再加另一个类似但难度稍高的案例作为练习，提升学生

的知识点的掌握力度和运用能力。

2.“授课内容+小案例+练习”模式，面对教学重点难点时最好，

关键在于三者的配合，案例尽量在授课内容的范围内展开，以免因为

案例讲授过多而影响授课进度和教学主线，但案例处理可适当引导学

生课后的深入或拓展分析。

创业教育学院督导对通识类课程教学总结出了一些很有建设性

和操作性的认识。他们认为，通识类课程教学目标多在于思维养成，

教学根本则建立在“全人”教育的前提之下。因此，教师在课程授课

过程中需要有意识的建构跨学科知识链接与思维过程的引导式培养。

目前，教学形式与教学内容匹配性不佳以及学生课堂参与度不高等现

象仍是本阶段较为突出的问题。未来的工作重心应侧重于讨论基础性

通识类课程的教学内容规划与内容呈现形式之间的合理匹配，对不必

要出现的教学互动活动进行适当的删减，进一步完善教学内容逻辑与

形式设计，让内容与形式之间能够紧密结合、承上启下、互为因果。

本月在二级督导的听课过程中，也涌现出了一些较为优秀的教

师。其中，创业教育学院唐斯娜老师在教学中，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尝

试。唐老师将《创新思维》与《创业基础》两门课程进行了打通教学，

不但厘清了不同课程的教学目的，又能够在《创业基础》课程授课过

程中，灵活运用《创新思维》课程内所讲授过的创新方法与思维工具，



6

使两门课程前后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做到了教学结构设计完整、教

学案例使用恰当合理、教学互动活动有效有序、讲授逻辑严密工整。

避免了教学过程中出现理论与案例脱节、教学活动与教学目的无关、

学生“学后忘前”等现象。课堂内容充实，理论讲授清晰透彻、承上

启下、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善于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讨论，并能当

堂发现学生问题、及时进行互动反馈，学生课堂参与度高、气氛热烈。

注意培养学生的应用型思维与实践能力。教学互动活动设计丰富而有

效，能与授课内容相结合，不是为动而动，而是能做到形式为内容服

务，既“热闹”，又有“门道”。教具设计合理，准备充分。教具的

设计能够充分考虑所处教学环境以及学生情况，循序渐进、环环相扣，

能够使学生通过“动手思考”加强对理论学习的理解。教学课件清晰

美观。PPT 结构简洁有序，图文排版设计合理，文字大小与页面设计

兼顾了课室环境及班级人数等因素，易于学生阅读、理解。

公共管理学院曾远力老师在讲授《社会行政》课程中，教学思路

清晰，内容设计有层次有逻辑，重点突出，信息冗余度低。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能够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工作领域的经典

案例结合起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社会行政理论政策背后的逻辑，体

现出教师对教材和教学内容进行了充分的打磨；同时，兼顾学术前沿

成果，引导学生进行学科思考，启发学生进行批判式思考，锻炼学科

思维，有效加强了教学的深度，训练了学生多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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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师课堂教学情况对比分析

（2020.1-2021.1）

2019 年我校新教师数量呈“井喷式”增长，2020 年第 1 期《教

学督导与质量监控简报》系统梳理与全面总结了我校新进教师的课堂

教学情况。此后一年里，经过疫情特殊时段的线上教学与疫情逐渐好

转的线下教学的双重实践打磨以及学校层面、学院层面开展的各类新

教师培训，都使得新教师从各方面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实现了一定

程度上的教学发展与专业成长。基于这样的发展现状，深入了解与分

析新教师课堂教学呈现出的新样态是当前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甚至是

亟待研究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为了探底、摸底，精准定位；二是，

为了审视、反思，内省自评；三是，为了探索、寻路，长远发展。基

于上述思考，质评中心这一年来持续关注并跟进了新教师的课堂教学

表现与教学效果，现就本轮课堂督导情况总结如下：

一、总体情况

㈠整体性分析

根据人事处提供的 2019-2020 年新入职教工名单，共有 358 人，

其中，新入职专任教师共计 345 人。在 345 名专任教师中，部分教师

因为不同原因（脱产读博、校区上课、高职班授课、未排课等）未能

对其开展听课，所以，质评中心最终共对 222 名新入职专任教师进行

了随机的课堂督导，整体听课情况如下图所示：

新进教师课堂教学情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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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优秀≥90，90＞良好≥80,80＞中≥70,70＞及格≥60,不及格＜60

图 1 新教师课堂教学整体情况分布

在被听课的 222 名教师中，90分及其以上者有 21名，占被听课

人数的 9.46%；评价为“良好”者有 200 名，占被听课总数的 90.09%，

居主体位置；评价为“中”的有 1人，占被听课总数的 0.45%，无及

格与不及格教师。

回顾上一年度数据并进行对比发现，尽管被听课新教师的绝对数

量增加了，但有关指标的相对值也得到了明显提升，比如，对比一年

后的新教师授课的优良率就较一年前提升了 1.66 个百分点；除此之

外，被评价为“中”和“及格”的人数也显而易见地减少了（见表 1）。

由此可见，我校新入职教师的整体教学质量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课堂

教学情况有一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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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教师课堂教学情况对比

有关参数 一年前 一年后

优秀 14(7.41%) 21(9.46%)

良好 171(90.48%) 200(90.09%)

中 3(1.58%) 1(0.45%)

及格 1(0.53%)

不及格

合计 189 222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对比一年前数据，获得“优秀”评价的数

量涉及面更广，有遍地开花之态势。一年前，仅有金融数学与统计学

院、经济贸易学院、会计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及保险

学院等六个学院出现评价“优秀”的教师，但一年之后，却有更多学

院涌现出“优秀”教师（见图 2），发展态势喜人。

图 2 本轮听课各学院新教师课堂教学情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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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局部性分析

鉴于被评价为“良好”的教师居多，所以我们又对其进行了分析。

“良好”评价的成绩分布如图 3所示。

图 3 “良好”教师群体内部各分数段分布

从上图可见，85 分及其以上共 138 人，占“良好”评价总数的

69%；85 分以下共 62 人，占“良好”评价总数的 31%。通过对比发现，

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在“良好”教师群体中，高分段的比重大

幅提升，低分段的数量得到了明显减少。这一组数据再次印证了新教

师课堂教学水平的基本面是好的，而且呈现出整体稳定提升的局面

（见表 2）。

表 2 “良好”教师群体课堂教学情况对比

有关参数 一年前 一年后

85 分及其以上 99（57.89%） 138（69%）

85 分以下 72（42.11%） 62（31%）

合计 17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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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被听的 222 名教师中，重复听课教师共 116 人，比较这

个群体一年前、后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更加具有说服力和信服

力。如表 3 所示，通过横向比较我们发现，一年后较之一年前出现了

“优秀”段教师数量的提升，提升了 4.31%，而“良好”段教师数量

出现了减少，减少了 3.45%。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认为，“优秀率”

的提升得益于“良好率”的减少，“良好率”减少的部分贡献给了“优

秀率”，从而使得“优秀率”得以显著提升。从纵向的视角同样也能

佐证此现象。由此可见，一年后这 116 名教师的教学水平呈现出整体

性上升位移的状态。

表 3 重复听课教师课堂教学情况对比

有关参数 一年前 一年后

优秀 7(6.04%) 12(10.35%)

良好 107(92.24%) 103(88.79%)

中 2(1.72%) 1(0.86%)

及格

不及格

合计 116 116

二、特征分析

通过上面整体性分析与局部性分析，我们不难总结出一年后新教

师教学质量呈现出的新样态：

㈠新教师教学素质整体较好

虽然看似是对新教师的两次听课总结，取其结果，但实际上，我

们真实反映出的却是新教师专业成长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变化，即初入

期向适应期的过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们发现，新教师整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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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提升更多地源自于其原有的沉淀与累积，比如，我们的新教师

普遍经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知识面广，学科基础扎实，教材内容熟

悉，有一定学术水平；上进心强，态度认真，愿意下功夫改进教学，

能虚心听取督导的建议；信息处理能力、动手能力都很强，教学课件

大都做得不错。与此同时，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新教师普遍具备基

本的教师素养和教学基本功，如组织教学、教学章法、控制节奏、语

言表达等方面都不错。

㈡底线有所提升，上线未能突破

通过本轮听课发现，无论是被评价为“中”或“及格”的人数都

有了减少，而且在“良好”教师群体中的低分段人数也同样减少了。

这表明，新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底线”有了一定的提升，是值得欣

慰的。然而，我们不能就此陷入“底线思维”的自娱自乐中，而是需

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即新教师课堂教学

质量评价中的高分段成绩仍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

图 4 “优秀”教师群体成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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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不高”，上一年度最高分是 97，而本年度最高分为 94；第二，

“优而不优”，高分段的下限数量居多，21人的“优秀”教师梯队

中，90 分占据了 13 人，完全是一副低位徘徊的景象（如图 4）。所

以综合来看，新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上限未能实现阶跃突破。

㈢结构化问题一直存在

尽管从 222 名教师的整体听课情况来看，近似属于正态分布，是

一种正常的存在。然而，我们在看到整体情况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局

部，既要立足于正态分布的基区，也要放眼负区和正区，否则片面看

事物必然看到的是偏态或者是变态的事物，不是真实的事物本身。立

足于局部性分析，在这种常态之下存在着另一种偏态的问题，即结构

化不合理，如上分析，“高分不高”、“优而不优”等都是结构化问

题的突出表现。这种问题在一年前的听课总结中同样存在：在“优秀”

教师群体中，出现高分断层与低分徘徊、扎堆的现象。由此可见，这

种结构化的问题一直存在，全校上下一直致力于课堂教学内在品质的

提升，但结果却是一直处于挣扎与停滞不前。

三、思考

一年前的总结，基于我校实际，我们建构出了“优秀课堂”的雏

形，也直指新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种面上的勾勒与

探索，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体、把握全局。一年后的总结，我们依然能

梳理出新教师教学中所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比如未能超越教材、讲出

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见解，未能站在学科的前沿地带、讲出大学教

师应有的学术水平；知识取向占据主导地位，希望学生记住教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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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讲的内容，而非思维取向、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提升思维水平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处理教材平铺直叙、按部就班、平均用力，不敢大

胆取舍；讲表面现象多，讲重点难点、讲逻辑主线、讲内在联系不够；

介绍性、解释性的东西多，辨析性、探索性的东西少甚至根本没有；

没有问题意识、提不出像样的问题，当然只能是独讲式、灌输式，难

有启发式、互动式，课堂气氛沉闷，学生消极听讲、参与度不高等等。

所以，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对比一年前之后，这种问题意识

更加强烈。然而，可喜的是，却出现了改变的势头，尽管这些改变是

在很小的范围内、很小的程度上，但这种微光式的改变却为我们点燃

了希望。这其中既有教师个人所做的努力，这种内塑性力量，同样也

有学校、学院所做的布局谋划，这种外塑性力量。尤其是在这一年里，

我们看到了学校人事处为培养新教师而打出的系列组合拳，开展的多

次有规模的培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工作的开展与推进表明，

学校对新教师的关注转移到了养成的维度上，是在前置教师需求的基

础之上开展的（如，对培训内容等以线上问卷的形式提前征集意见），

是将教师作为一个能动者来看待；同时，这也标志着学校已经开始转

变思路，对教师的管理由外在强制逐渐过渡到内化自觉，这是一种功

能定位上的调整，更是一种价值追求上的超越，值得去深化与拓展，

值得去推进与持续。

当然，学校作为介入性的外塑因素，是一种过程性力量的存在，

始终以被吸收、被内化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那么，这就必

然决定了作为内塑性力量的主体——新教师，必须要最大限度地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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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充分享受规模培训所带来的福利的同时，持续

关注自己的深度提升与全面成长。值得指出的是，我们重视技术等外

在因素的改变，但并不能仅仅为其所裹挟。因此，除了注重对技术层

面的巩固与提升之外，更应注重多元化的全面成长、特别是精神层面

的关照与获得，不断强化教师教育理念、职业道德、教学实践智慧等

方面的获得感，这是支撑教师“何为师”、“何以为师”的根本所在，

是教师乃至学校所应追求的云端价值，否则，教师接受培训的意义与

实质将被掩盖、消解甚至驱散。

当面对课堂教学改革时，这种改革看似发生的场域较小、牵涉的

关系较少，但真实却是“改到深处是教学，改到难处是课程，改到痛

处是教师”，所以这是一场攻坚战。然而，面对我校新教师一年来出

现的可喜变化与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微光会吸引微光，微光会照

亮微光，然后一起发光”，在流量与质量的博弈中，我们终能实现突

破走向双赢。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第一，对于一年前与一年后的两份总结，我们应该结合起来看，

因为这是一个过程性、系统性的完整话语体系，是用发展性眼光审视

新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在规定性的体现。一年前的总结是勾勒，是探索，

是在提出问题的思维逻辑基础之上形成的；而一年后的总结，是对问

题提出之后的回应，是在新教师教学实践环境所有参与性因素有所调

整与改变的前提下形成的，是描述，是分释，是一种实践性、发展性

的逻辑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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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客观地说，两份总结是充分立足于我校新教师教学发展的

实际，从某种意义上看，具有一定的场域决定性，而这种决定性直接

意味着评价的依赖性。我们的评价依赖于新教师的教学现状，换句话

说，我们的评价受限于新教师的教学现状。而这也即意味着，我们评

价的视角就停留在校内这个封闭的圈圈里。当然，这是评价的工具性

意义体现，操作性使然。但评价的价值性意义却并非囿于此，我们的

评价可以停留但绝不能局限。为此，我们必须要有更宽的评价视域，

我们需要看到圆圈之外的景象，看到自身的特色也看到存在的差距，

唯有此，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全、走得更远。

第三，或许，我们考察的时间周期如果更长一些，那么必然会看

到心之所向。之所以进行现阶段的总结与思考，目的在于提请注意，

认清现实，把握全局，这是对实现憧憬的铺垫与努力，乃至创生更美

好愿景，希望这份向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画面感，而更多的是真实感。

携全校之力予以解之！

2020 年 12 月份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总结

一、反馈信息的基础数据

1.整体数据：共反馈信息 270 条（含校区 47 条），其中有效信

息 247 条（重复的已归纳），反馈各院（部）的情况为：

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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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类数据：

信息类别 信息数量 信息类别 信息数量

教师教学 113 受表扬教师 98

教学管理 18 教学条件 1

学生学习 18 合理化建议 2

二、反馈信息的具体情况

㈠对教师教学的肯定和赞扬

1.备课充分，授课认真

公共管理学院陈世柏老师教学思路清晰，环节紧凑，重难点突出，

设计合理。学生的课堂习惯非常好，每个人都能积极的参与到课堂中，

课堂效果较好。老师利用情境引导学生学习新知，学生的学习兴趣被

反馈

部门

信息

数量

受表扬

教师数

反馈

部门

信息

数量

受表扬

教师数

金投学院 5 4 会计学院 2 1

数统学院 7 5 外文学院 16 15

公管学院 8 8 经贸学院 2 2

保险学院 1 1 法学院 6 3

互联网学院 24 20 工商学院 6 6

马院 12 11 创院 14 12

肇庆校区 2 2 体育部 6 6

华创院 1 1 实验中心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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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激起，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老师在教学新知时循循善诱，让学

生学习起来毫不费力，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教学设计很好，引

导得也很到位，同时还让学生体会到学生与生活的联系。整节课学生

情绪高涨，兴致勃勃，充分体现出了学生的主体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2.理论联系实际，易于学生理解

肇庆校区担任《管理学原理》课程教学的张一江老师，上课时幽

默风趣，课堂氛围活跃，同学们都很认真地听课；老师讲解理论时结

合了生活中的实例进行讲解，让同学们很容易接受理论知识，且印象

深刻；老师要求同学们课后写反馈，给大家一个方式来回顾课堂内容，

并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有助于大家的学习。

3.授课方式灵活多样，学生学习积极性高

马克思主义学院担任《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彭

精卫老师，上课使用网络平台引导同学们积极发言，提高同学们的课

堂参与度；老师安排同学们上台进行时政点评，既培养了同学们的演

讲能力又提高了同学们评价的能力，同时引导同学们关注时事；布置

的实践小组作业让同学们积极思考，总结发言，对思修课的理解更加

深入。

体育教学部担任《健美操》课程教学的周映池老师，幽默风趣，

课堂氛围很轻松；老师非常耐心地纠正每一位同学的错误，鼓励大家

放飞自我，展现自我风采，让我们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分小组练习的

方式提高了教学效率，让同学相互纠错，取长补短，同学们学得很快。

㈡教学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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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教师上课语言表达能力和语速问题：个别老师的表达能力

比较差；个别英语老师的全英教学语速有点快，很多学生跟不上。

2.关于授课内容方面：少数新进老师对内容不熟悉，基本照着

PPT 讲或按照课本讲课，内容较单一、乏味；或者联系生活实例较少。

3.关于授课进度问题：部分同学反映个别老师上课进度有点快，

学生跟不上节奏。

4.关于师生互动问题：少数教师授课枯燥，课堂上氛围有点沉闷，

师生的互动不够；老师讲课话语很平，同学们上课积极性不高。

三、院（部）回复

以上信息均已反馈回各院（部），希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褒

扬的继续发扬，有问题的与之沟通探讨，寻求改进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