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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估 
 

2011～2014 学年度课堂教学优秀教师 

（饶师院字〔2014〕58 号，2014 年 9 月 12 日） 

1．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15 人） 

黄时祥  双  鹂  颜  清  谭国律  周玉林  李永明  王茶香  侯仁恩  黎爱平 

龚和林  陈齐荣  袁邓彬  徐晓晖  高智勇  贾银锁 

2．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8 人） 

熊熙烈  吴  波  汪  云  毛杰健  李建生  郑雪梅  黄先恺  涂  虬 

3．化学化工学院（8 人） 

谢国豪  郑大贵  陈广大  彭化南  叶  青  吕英英  朱  峰  王学军 

4．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8 人） 

陈晓芸  孙  营  郑晓燕  傅惠敏  余和生  汲  军  张小丽  祝  颖 

5．外国语学院（10 人） 

王金玉  徐国琴  李  琴  刘晓雪  施枚峰  叶丽英  何黎莹  吴立溪  程  妍 

吴雄鹰 

6．政治与法律学院（14 人） 

卢水平  胡水华  徐晓放  赖声利  周春晔  叶  阳  张  红  吴晓东  李旭荟 

夏绪仁  贾凌昌  王幼林  涂  勇  邱忠善 

7．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9 人） 

周晓雷  张文伟  冯会明  臧  敏  张志荣  姚丽芳  潘华华  张香凤  黄建男 

8．音乐舞蹈学院（9 人） 

陈江鸿  章秋枫  袁  平  徐艳萍  汪丽红  王佳丽  吴姝岚  姚素蓉  何  樊 

9．体育学院（10 人） 

张林宝  杨丽玲  王  虔  章华飞  孙作桦  钱  锋  孙建国  俞  华  刘  刚 

孔军峰 

10．美术与设计学院（11 人） 

陈道龙  戴  冰  张善平  李行立  陈  璐  熊敏鹤  洪广明  张  露  王飞凯 

洪梦晗  俞畅凌 

11．教育科学学院（9 人） 

胡  兰  童腮军  范安平  张  灵  王  勤  梁凤华  郭志芳  缪丽珺  胡桂英 

12．生命科学学院（9 人） 

徐卫红  郭连金  罗朝晖  章志琴  洪森荣  邓接楼  徐  兵  夏瑾华  周丽明 

13．经济与管理学院（11 人） 

郑振华  潘卫华  朱  源  刘义程  童  珊  张桂香  周荣华  杨赣太  张振陵 

何  笑  李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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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学年度第一学期“我最喜欢的任课教师” 

（饶师院教字〔2014〕88 号，2014 年 12 月 29 日） 

当选者 所在学院 任课班级 任教课程 

苗  壮 数学与计算机 11 数（5） 网络程序设计 

饶贤清 数学与计算机 11 数（6） 非参数估计、统计预测与决策 

徐  健 数学与计算机 12 数（1） 概率论 

喻  晓 数学与计算机 12 数（2） 常微分方程 

颜  清 数学与计算机 12 数（3） 数据库系统原理 

侯仁恩 数学与计算机 13 数（1）（2） 数学分析 

孙卓明 数学与计算机 13 数（3） 数学分析 

王伟杨 物理与电子信息 13 数（3） 普通物理 

唐海涛 数学与计算机 13 数（5） 管理学概论 

饶贤清 数学与计算机 13 数（6） 数理统计 

徐晓晖 数学与计算机 13 数（7） 计算机基础与应用 

王茶香 数学与计算机 13 数（8） 概率统计 

谭海女 数学与计算机 14 数（1） 解析几何 

黄时祥 数学与计算机 14 数（2） 数学分析 

颜  清 数学与计算机 14 数（3） 数字逻辑 

熊鹏荣 数学与计算机 14 数（5） 计算机导论 

王茶香 数学与计算机 14 数（7） 高等代数 

黄益宾 物理与电子信息 11 物（4）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桑志文 物理与电子信息 11 物（4） 光电显示技术 

吕  岿 物理与电子信息 12 物（1）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付  敏 物理与电子信息 12 物（2） 微机原理 

叶冬连 物理与电子信息 12 物（3） 动画创作 

熊熙烈 物理与电子信息 12 物（5） 电子技术实验（二） 

熊熙烈 物理与电子信息 13 物（2）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付  敏 物理与电子信息 13 物（4） 工程数学 II 

吴长根 政治与法律 13 物（4） 先进理论概论（1） 

程立斌 物理与电子信息 14 物（1） 力学 

涂  虬 物理与电子信息 14 物（2）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导论 

叶冬连 物理与电子信息 14 物（3） 教育技术学导论 

吕英英 化学化工 12 化（1） 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实验（1） 

董洪霞 化学化工 12 化（3） 环境监测，环境科学实验 

饶  敏 化学化工 13 化（1） 有机化学实验 

谢国豪 化学化工 13 化（2） 有机化学（1） 

胡  昕 化学化工 13 化（3） 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实验（1） 

董洪霞 化学化工 13 化（4） 环境化学 

董洪霞 化学化工 13 化（5） 分析化学实验（二） 

张文广 化学化工 14 化（1） 无机化学，无机化学实验 

郭建华 化学化工 14 化（1） 高等数学 

高兆芬 化学化工 14 化（2） 无机化学实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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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者 所在学院 任课班级 任教课程 

翟  朋 文学与新闻传播 11 文（3）（4） 外国文学 

张  倩 文学与新闻传播 11 文（5）（6） 播音主持作品评析 

翟  朋 文学与新闻传播 11 文（9）（10） 广播电视新闻评论 

张小丽 文学与新闻传播 12 文（2） 中国古代文学 

孙  营 文学与新闻传播 12 文（4） 广播电视新闻评论 

张  珵 文学与新闻传播 12 文（5）（6） 广播播音与主持艺术 

曾祥石 文学与新闻传播 12 文（7） 广播节目编辑与制作 

贾凌昌 文学与新闻传播 12 文（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张红花 文学与新闻传播 12 文（9） 广告艺术 

程肇基 文学与新闻传播 12 文（1） 传播心理学 

牟玉华 文学与新闻传播 13 文（2） 古代汉语 

孙  营 文学与新闻传播 13 文（3） 新闻写作 

谢旭慧 文学与新闻传播 13 文（4） 播音创作基础 

孙  欢 文学与新闻传播 13 文（5） 大学英语 

吴红涛 文学与新闻传播 13 文（6） 中国现当代文学 

李道主 文学与新闻传播 13 文（7） 广播电视编导 

张建秒 文学与新闻传播 14 文（1）（2） 中国现当代文学 

谢旭慧 文学与新闻传播 14 文（2） 现代汉语 

汲  军 文学与新闻传播 14 文（3） 新闻学概论 

吴丹樱 文学与新闻传播 14 文（4） 中国古代文学 

李智耕 文学与新闻传播 14 文（9） 中国古代文学 

贾凌昌 政治与法律 12 外（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王金玉 外国语 13 外（1） 基础英语 II（上） 

赖文斌 外国语 13 外（3） 基础英语 II（上） 

熊谊华 外国语 13 外（4）（5） 基础英语 II（上） 

夏  滢 外国语 13 外（8） 第二外语（一） 

李  琴 外国语 14 外（2） 基础英语 I（上） 

何黎莹 外国语 14 外（3） 基础英语 I（上） 

时耀红 外国语 14 外（4） 基础英语 I（上） 

李小红 外国语 14 外（5） 英语语法 

程  妍 外国语 14 外（6） 基础英语 I（上） 

朱  珺 外国语 14 外（7） 基础英语 I（上） 

李  琴 外国语 14 外（8） 英语视听（一） 

曹逸韵 外国语 14A1、2、3、4 大学英语（1）（混合编班） 

黄姣玲 外国语 14B1、16、24 大学英语（1）（混合编班） 

付仙梅 外国语 14B22 大学英语（1）（混合编班） 

张  红 政治与法律 11 政（2） 国际经济法学 

夏昌武 政治与法律 12 政（2）（4）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周模顺 政治与法律 12 政（3） 国际法学 

张东红 政治与法律 12 政（3） 商法学 

胡水华 政治与法律 13 政（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邱忠善 政治与法律 14 政（1）（2） 逻辑学 

方  林 政治与法律 14 政（3） 法理学 

周  青 历史地理与旅游 11 史（3）、12 史（4） 旅游规划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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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者 所在学院 任课班级 任教课程 

张志荣 历史地理与旅游 12 史（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姚丽芳 历史地理与旅游 12 史（2） 中国地理 

潘华华 历史地理与旅游 12 史（3） 计量地理学、环境科学导论 

余龙生 历史地理与旅游 13 史（1） 世界通史（现代史） 

吴长根 政治与法律 13 史（4） 先进理论概论（1） 

周晓雷 历史地理与旅游 13 史（6） 导游业务、旅游法规 

冯会明 历史地理与旅游 14 史（1） 中国古代史（一） 

徐  磊 历史地理与旅游 14 史（2） 自然地理学（一）地质学 

王惠琴 历史地理与旅游 14 史（5） 客源国概况 

宋京佳 体育 11 体（4） 散打与拳击 

刘国华 体育 12 体（4） 太极拳 

周剑峰 体育 12 体（4） 排球 

张林宝 体育 11 体（6） 运动心理学 

孙作桦 体育 12 体（5） 体操基础 

杨茂林 体育 12 体（2） 体育保健学 

俞  华 体育 13 体（1） 排球 

关颖嵘 体育 13 体（2） 足球 

夏风光 体育 13 体（3）（4） 足球 

孔琳琳 外国语 13 体（6） 大学英语 

钱  锋 体育 14 体（1） 篮球 

王旭辉 体育 14 体（3） 田径 

杨  萍 体育 14 体（6) 舞蹈解剖学 

田  成 体育 14 体（7） 表演理论与实践 

王  虔 体育 12、13、14 体（1） 足球（术课） 

戴德翔 体育 14 体（2） 篮球（术课） 

徐永生 体育 14 体（1）（2）（5） 田径（术课） 

杨丽玲 体育 14 体（3）（4）（5） 田径（术课） 

张丽军 美术与设计 12 美（3） 中学学科教学设计 

丁晓青 美术与设计 12 美（4） 雕塑女人体、泥塑浮雕 

熊敏鹤 美术与设计 12 美（5） 山水临摹与写生、人体写生 

张丽军 美术与设计 12 美（6） 设计美学 

杨饶民 美术与设计 12 美（7）（9） 装饰材料与预算 

张丽军 美术与设计 12 美（8） 设计美学 

张  露 美术与设计 12 美（13）（14） Premiere 影视剪辑 

祝  琦 外国语 13 美（4） 大学英语 

戴  冰 美术与设计 13 美（11） 立体构成 

吴军政 外国语 13 美（12） 大学英语 

饶  鉴 美术与设计 13 美（14） 大学语文 

王飞凯 美术与设计 13 美（15） 动画造型设计、动画原理与技法 

卢水平 政治与法律 14 美（1）（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王维汉 美术与设计 14 美（5） 楷书 

汪继南 美术与设计 14 美（6） 楷书 

陈  璐 美术与设计 14 美（8） 透视学 

袁  平 音乐舞蹈 12 音（3） 西方音乐史及作品赏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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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者 所在学院 任课班级 任教课程 

周轶瑾 音乐舞蹈 12 音（5）（6） 现代舞基础训练（1） 

韦  敏 音乐舞蹈 13 音（1） 合唱与指挥（一） 

祝  琦 外国语 13 音（6） 大学英语（3） 

张  洁 音乐舞蹈 13 音（7） 表演片段训练（一） 

徐  婧 音乐舞蹈 13 音（8） 外国音乐名作赏析（1） 

郭  波 音乐舞蹈 14 音（2） 视唱练耳（1） 

汪丽红 音乐舞蹈 14 音（5） 芭蕾舞基础训练（1） 

何  樊 音乐舞蹈 14 音（6） 毯技（1） 

张  红 政治与法律 14 音（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王佳丽 音乐舞蹈 12、13、14 音 
声乐演唱、声乐演奏艺术、 

器乐演奏艺术 

徐玉翠 教育科学 12 教（1） 心里咨询与心理治疗 

童腮军 教育科学 14 教（1） 普通心理学（1） 

邓接楼 生命科学 11 生（2） 现代生物技术导论 

邓接楼 生命科学 12 生（1） 生态学 

林  弘 生命科学 12 生（2） 细胞生物学 

杜佳朋 生命科学 12 生（3） 园林植物造景\园林工程 

徐芬芬 生命科学 13 生（1） 植物生理学 

尹明华 生命科学 13 生（2） 动物生理学(含实验) 

杜佳朋 生命科学 13 生（3）（4） AutoCAD 

罗朝晖 生命科学 13 生（5） 园艺昆虫学(含实验) 

徐卫红 生命科学 14 生（2） 植物生物学\植物生物学实验 

童吉灶 生命科学 14 生（2） 无机与分析化学 

丁  琤 生命科学 14 生（3） 植物生物学、植物生物学实验 

童  珊 经济与管理 11 经（1） 商贸英语 

齐  荻 经济与管理 11 经（2） 专业英语 

庄小红 政治与法律 11 经（4） 统计学 

庄小红 经济与管理 11 经（7） 运筹学 

童  珊 经济与管理 12 经（1） 商贸英语 

郑振华 经济与管理 12 经（3）（4）（5） 财务管理 

谭雅妃 经济与管理 12 经（4） 会计电算化 

李敏鑫 经济与管理 12 经（6）（7） 税法 

刘义程 经济与管理 12 经（9） 经济法 

潘卫华 经济与管理 13 经（1） 国际贸易理论 

郑振华 经济与管理 13 经（2）（3） 中级财务会计（二） 

林建军 经济与管理 13 经（4） 宏观经济学 

盛世明 经济与管理 13 经（7） 宏观经济学 

朱  源 经济与管理 13 经（8） 金融学 

双  鹂 数计与计算机 14 经（1）（2）（3） 经济数学（一） 

金慧芳 经济与管理 14 经（4）（5） 管理学 

余秀华 经济与管理 14 经（6） 管理学 

聂洪辉 经济与管理 14 经（7） 政治经济学 

郭海英 外国语 14 经（8） 口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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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学年度考风考纪先进教学单位 

（饶师院教字〔2014〕65 号，2014 年 9 月 22 日） 

一等奖：化学化工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二等奖：美术与设计学院 

三等奖：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外国语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 

 
2013～2014 学年度“优秀教学信息员” 

（饶师院教字〔2014〕68 号，2014 年 9 月 14 日） 

13 教（1）韦鹏程   13 经（5）王  琪   13 史（3）刘海红 

13 文（2）王  菲   13 数（1）颜嘉燕   13 化（4）肖恒昌 

13 音（6）贾  璐   13 外（1）程思琪   13 政（2）雷  震 

 

教学改革与质量工程 
 

2014 年江西省高校省级教改立项项目 

（赣教高字〔2014〕36 号） 

1．周  鹏，宫君美、吴  波、韩世娇、李永明：教师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地方高师与中小

学建立教学改革合作机制的探索与实践—基于教师教育师资专业发展（资助经费 15000

元，重点课题，项目编号：JXJG-14-16-1） 

2．张释元，张继平、李  英、严云芬、谢  翌：基于 TOC 标准的师范类专业基础课《教

育心理学》课程标准研制（资助经费 6000 元，项目编号：JXJG-14-16-2） 

3．付惠敏，毛汉玉、张小丽、余和生：建构主义视阈中的大学文学课程“参与课型”的创

新与特色（资助经费 6000 元，项目编号：JXJG-14-16-3） 

4．郭海英，何奕娇、何牧春、徐利燕、张  玮：地方院校大学英语依托项目式教学与大

学生英语语言输出能力培养的实证研究（资助经费 6000 元，项目编号：JXJG-14-16-4） 

5．陈立涛，吴红梅、张毓瑾、吴雄鹰、刘晓雪：地方高校英专翻译课程与市场需求相接

轨的教学模式研究（资助经费 6000 元，项目编号：JXJG-14-16-5） 

6．牟玉华，谢旭慧、葛  新、汪应乐、章新传：“提笔忘字”现状下高师生汉字教学改革

研究（资助经费 5000 元，项目编号：JXJG-14-16-6） 

7．黄建男，张志荣、冯会明、侯立春、张香凤：“讲授、模拟、实践”三位一体的《旅游

规划与开发》课程教学模式构建（资助经费 5000 元，项目编号：JXJG-14-16-7） 

8．洪森荣，何长水、徐  兵、张  勇、张雅雯：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视阈下植物组织培养

双语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资助经费 5000 元，项目编号：JXJG-14-16-8） 

9．张林宝，杨茂林、刘宁凌、龚婉敏、孙作桦：体育院系体育教育专业与地方中小学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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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培养协作体系研究（资助经费 5000 元，项目编号：JXJG-14-16-9） 

10．涂  虬，熊熙烈、李超英、柳仕飞、吴明仁：面向“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数字电路》

教学改革（资助经费 4000 元，项目编号：JXJG-14-16-10） 

11．程肇基，杨继林、张桂香、梁凤华、王樱霏：以团队合作为目标的“朋辈互助”学习模

式研究与实践（资助经费 4000 元，项目编号：JXJG-14-16-11） 

12．陈齐荣，双  鹂、饶贤清、杨联华：高师数学专业师范生听评课能力培养研究（资助

经费 4000 元，项目编号：JXJG-14-16-12） 

13．陈宗保，董洪霞、王永昌、洪利明、叶  青：项目化教学在《仪器分析实验》课程中

设计与探索（资助经费 4000 元，项目编号：JXJG-14-16-13） 

14．徐  健，李永明、马江山、饶贤请：非数学专业《概率统计》教材开发与应用研究（资

助经费 4000 元，项目编号：JXJG-14-16-14） 

15．董  舒，韩龙生、齐  荻、谭先华、包翠丽：基于真实性视角的会计学实践教学研究

（2014 年）（资助经费 4000 元，项目编号：JXJG-14-16-15） 

 

2014 年校级教改立项课题 

（饶师院教字〔2014〕62 号，2014 年 9 月 12 日） 

1. 张春红，熊艰、徐牡莲、慕红宇：非计算机专业 Visual Basic 教学改革与实践（课题编

号：JG-2014-01） 

2. 祝  晓，黄姣玲、李旋、胡燕琴：预制语块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课

题编号：JG-2014-02） 

3. 李树亮，张志荣、周晓雷、王慧琴、陈剑宇：旅游管理专业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课题编号：JG-2014-03） 

4. 胡  兰，张释元、王勤、胡桂英、李小玲、曹晓芸、兰玲：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下

的教研室建设—以学前教研室为例（课题编号：JG-2014-04） 

5. 尹明华，王艾平、罗朝晖、赵红、夏瑾华：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下普通动物学 DBL

教学模式的应用研究（课题编号：JG-2014-05） 

6. 陈伟华，董洪霞、陈广大、叶青、胡久荣：环境科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课题编

号：JG-2014-06） 

7. 徐炳兴，张文伟：新形势下高校历史专业世界史课程调整探讨（课题编号：JG-2014-07） 

8. 顾  磊，吴波、熊熙烈、凃虬、付金仙：卓越工程师背景下基于 CDIO 工程教育模式的

《通信原理》教学研究（课题编号：JG-2014-08） 

    

 （每项课题资助经费为 2000 元，完成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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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江西省大学生创新教育计划立项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学生 班级 指导教师 

1 
以苯基衍生物规模化合成碳纳米管及

其生长过程探究 
艾文文，等 13 化(3) 余乐书 

2 智能实验室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浩文洁，等 13 物(2) 毛杰键 

3 
江西特色山药离体快繁及其遗传多样

性和遗传稳定性研究 
徐志坚，等 13 生(2) 尹明华 

4 
电容法测量线胀系数实验装置的设计

与制作 
李  丹，等 11 物(1) 杨建荣 

5 
全民健身运动开展情况调查研究--基于

上饶市信州区的数据 
权伍杰，等 13 数(7) 王茶香 

6 
Sol-gel 法合成稀土掺杂 LiCaPO4 的发

光性能研究 
杨勤桃，等 12 化(3) 杨流赛 

7 
炔烃结构对 B-H 键活化反应的影响研

究 
幸泽升，等 12 化(2) 叶红德 

8 
酰氯法合成 L-抗坏血酸棕榈酸酯的工

艺改进 
彭  亮，等 12 化(1) 祝显虹 

9 
基于词频分析和可视化共词网络图的

国内 MOOC 研究现状 
张林燕，等 12 物(3) 戚  丽 

10 
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

应用研究 
曾  婷，等 12 物(3) 叶冬连 

11 
英语教师技能“体验性”自主训练模式

探索 
张  媛，等 12 外(2) 郑莲香 

12 汽车智能恒温核心电路板开发 谢声平，等 12 物(2) 熊熙烈 
13 智能预防近视新型台灯 韩朝朗，等 12 物(1) 付金仙 
14 实用摩托车无线防盗报警器 刘志彬，等 12 物(3) 王伟杨 
15 智能教室的设计与实现 周  婷，等 11 物(1) 杨建荣 

16 
冷暖智能席子和智能花洒的设计与制

作 
许朝福，等 13 物(2) 毛杰键 

17 
含生物活性基团有机金属化合物的设

计、合成及性能研究 
董柔婕，等 11 化(1) 胡久荣 

18 
金属氧化物的纳米聚集体形貌设计与

制备及性能研究 
郭大政，等 12 化(1) 邹如意 

19 
英语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技能自主训

练模式(MPMG) 
徐  怡，等 12 外(4) 朱  珺 

20 
将油茶籽多糖开发为新型抗氧化剂的

研究 
黄章平，等 12 生(1) 张  勇 

21 
上饶早熟梨贮藏保鲜影响因素及其控

制技术研究 
樊生树，等 12 生(1) 徐芬芬 

22 
不同栽培条件对水稻茎秆抗倒伏性状

影响的研究 
欧阳佰玲，等 11 生(1) 邓接楼 

       （每项资助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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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省级教学质量工程立项项目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经费（万元） 负责人 文号 
1  声乐 8 徐艳萍

2  现代汉语 8 谢旭慧

3  植物生物学 8 徐卫红

4  

精品资源共享

课 

世界通史 8 张文伟

赣 教 高 字

〔2014〕38 号 

5  
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项目 
旅游管理 25 张志荣

赣 教 高 字

〔2014〕43 号 

6  
卓越新闻传播

人才教育培养

计划项目 

应用型、复合型

新闻传播人才教

育培养基地（新

闻学） 

160 程肇基
赣 教 高 字

〔2014〕46 号 

 

2014 年省级以上质量工程项目建设效果考核评估结果 

（饶师院教字〔2014〕80 号，2014 年 11 月 24 日） 

考核评估结果 
项目类别 

A 类 B 类 C 类 

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

业 
化学专业 

学前教育专业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专业 

特色专业 

化学专业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

业 

物理学专业 

新闻学专业 

旅游管理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美术学专业 

教学团队 
无机化学与教学法

教研室 
数学分析教研室 

心理学教研室 
思想政治教研室 

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实验区 

欠发达地区一专多

能物理教育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应用型旅游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实验区 
 

省级精品资源

共享课（含精

品课，优质课） 

有机化学 

综合英语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学校体育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大学物理实验 

无机化学 

英语语言学 

数据结构 

植物生物学 

政治经济学 

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 
基础化学实验教学

中心 
基础物理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 
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心 

卓越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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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设 

青年教师导师制结对名单 

1．2013～2015 学年度（饶师院教字〔2013〕66 号，2013 年 10 月 11 日） 

序号 二级学院 青年教师 指导教师 
1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张慧慧 王胜华 
2 物理与电子信息 王伟杨 吴  波 
3 物理与电子信息 顾  磊 毛杰健 
4 物理与电子信息 余  忠 黄益宾 
5 化学化工 罗年华 郑大贵 
6 化学化工 郑  劼 谢国豪 
7 化学化工 杨彦春 谢国豪 
8 化学化工 杨流赛 谢爱理 
9 文学与新闻传播 杨继林 程肇基 

10 文学与新闻传播 张  倩 汪应乐 
11 文学与新闻传播 张  珵 孙  营 
12 文学与新闻传播 祝  颖 陈晓芸 
13 文学与新闻传播 王  珏 谢旭慧 
14 外国语 祝  琦 徐国琴 
15 外国语 祝  晓 黄姣玲 
16 外国语 夏  滢 刘晓雪 
17 外国语 李  旋 王智华 
18 历史地理与旅游 陈剑宇 张志荣 
19 历史地理与旅游 汪  逸 冯会明 
20 音乐舞蹈 董良波 章秋枫 
21 音乐舞蹈 何  樊 徐爱珍 
22 音乐舞蹈 李晶华 苏前忠 
23 音乐舞蹈 李  腾 韦  敏 
24 音乐舞蹈 刘诗琪 陈  柳 
25 体育 田  成 孙作桦 
26 体育 徐  乐 龚婉敏 
27 体育 汪也评 陈建新 
28 美术与设计 王德宝 张善平 
29 美术与设计 方  璇 陈道龙 
30 美术与设计 陈  璐 周永民 
31 美术与设计 龚昊婷 彭尊善 
32 美术与设计 陈  伊 何丰妍 
33 教育科学 李小玲 胡  兰 
34 教育科学 曹晓芸 童腮军 
35 教育科学 兰  玲 胡桂英 
36 生命科学 周木华 徐卫红 
37 生命科学 周丽明 林  弘 
38 经济与管理 林安凡 余秀华 
39 经济与管理 童  珊 林建军 
40 经济与管理 包翠华 董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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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4～2016 学年度（饶师院教字〔2014〕69 号，2014 年 10 月 15 日） 

序号 二级学院 青年教师 指导教师 
1 物理与电子信息 李  厅 桑志文 
2 化学化工 周安西 郑大贵 
3 文学与新闻传播 黄斯文 余国林 
4 文学与新闻传播 尹  睿 朱小阳 
5 文学与新闻传播 袁丽娟 付惠敏 
6 文学与新闻传播 忠志翔 张小丽 
7 文学与新闻传播 瞿  朋 张  梅 
8 文学与新闻传播 何毓涵 葛  新 
9 外国语 李清清 苏丽琴 

10 政治与法律 李  凯 周茶仙 
11 历史地理与旅游 叶  青 张文伟 
12 历史地理与旅游 周  青 冯会明 
13 音乐舞蹈 徐  婧 袁  平 
14 体育 杨  萍 项建民 
15 美术与设计 许永福 于秀君 
16 美术与设计 刘  奇 熊敏鹤 
17 教育科学 付倩蕾 张  灵 
18 教育科学 吴慧娴 张  灵 
19 教育科学 王寅枚 王  勤 
20 教育科学 张柏萍 王  勤 
21 教育科学 徐玉翠 童腮军 
22 教育科学 徐芳羚子 胡桂英 
23 教育科学 孟  颖 缪丽珺 
24 教育科学 郭小君 缪丽珺 
25 生命科学 薛萍萍 徐卫红 
26 生命科学 邓万玉 徐  兵 
27 生命科学 张高阳 邓接楼 
28 生命科学 倪宇洋 张  勇 
29 生命科学 曹昊玮 郭连金 
30 经济与管理 庄小红 盛世明 
31 经济与管理 谭雅妃 张振陵 
32 经济与管理 李敏鑫 毛小平 
33 经济与管理 齐  狄 韩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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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师范学院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饶师院发〔2014〕3 号，2014 年 11 月 27 日） 

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精神，提高教学质

量，提升人才培养水平，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教学质量工作的主要目标任务。 

1. 深化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育人环节，优化人才培养体系；进一

步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课程教学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各教学主要环节质

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建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加大教学经费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教

学条件建设，从政策导向、资源配置等方面增强保障教学质量的能力，巩固本科教学中心

地位；实施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突出教师教育特色；建立学校内部教学评估制度，建立和

完善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立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制度，建立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效果评价

制度，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二、提高教学质量工作的基本要求。 

2. 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注重创新，加强以办学思想建设、师资队伍

建设、教学基本建设、学科专业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和教学质量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内涵建

设，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根据学校办学历史、办学优势、办学定位和

发展战略，确定教育教学、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特色，制订相应的特色培育方案，加

强特色培育工作，走特色发展道路。 

三、提高教学质量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措施。 

3. 进一步巩固教学工作中心地位。完善学校研究教学工作制度，坚持每年召开全校教

学工作会议制度，着力解决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把本科教学作为学校

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领导精力、师资力量、资源配置、经费安排和工作评价都要体现

以教学为中心。 

4. 深化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育人环节，优化人才培养体系。突出

实践育人环节，增加实践教学比重，确保实践教学学时学分，分类制订实践教学标准，加

大实践教学投入，加强实践教学教师队伍建设，确保实践教学质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各专业要结合人才培养实际，研究设计具有学校和专业特色以及科学基础、实践能力和人

文素养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卓越教师教育培养计划，与教育行政部门合作探索

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培养模式。 

5. 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建立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各教学主要环节质量标

准、人才培养方案实施质量标准，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评价制度；修订完善各教学主要

环节（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实习实训、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等）质量标准；根据专业建

设规划和专业综合改革基本要求，制订专业建设质量标准，建立专业建设评价体系和评价

制度；根据国家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

施质量标准（专业人才培养评价标准），建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评价体系和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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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突出教师教育特色。根据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能力培养要求，制订 “《教师

教育课程标准》”实施方案；分专业建立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培训方案，建立师范生教师

职业能力培训方案实施管理办法，切实加强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培训工作；制订“教师教

育特色”培育方案，明确特色项目的建设原则、建设目标、建设任务和保障措施等，进一

步培育教师教育特色。 

7. 发挥“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在推进教学改革、加强教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方面

的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依据《上饶师范学院关于推进“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建设工作的

实施意见》，加强“教学质量工程”项目过程管理，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效。 

8.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树立师德模范，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加强教师岗前培训，

强化师德教育；健全师德考评制度，实施师德一票否决；积极组织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活动，

确保师德师风建设取得实质性成效。 

    9. 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加强教师教育发展中心建设，完善教研室、课程

组等基层教学组织，完善青年教师导师制；制订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提升计划，明确

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提升目标、任务、方式、方法、途径，特别要注重教师课堂教学

能力、教学研究能力和参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水平和能力的提升。 

10. 实施教师分类管理。完善教师教学、科研工作量制度和教师分类评价办法，明确

不同类型教师的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制订和完善聘用、考核、晋升、奖惩办法：基础课

教师重点考核教学任务、教学质量、教研成果等情况，实验教学教师重点考核指导学生实

验实习、教学设备研发、实验项目研发等情况。 

11. 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开展“教学十佳”、“课堂教学优秀教师”等评选活动；完

善“我最喜欢的任课教师”、“我心目中师院的好教师”等评价体系；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

为基本制度，将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作为教授聘用的基本条件。 

12. 建立实验室开放制度，提高实验室使用效率。在保证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教学任

务及实验室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利用现有师资、仪器设备、设施等资源，面向学生开放，

为学生提供实践学习条件，充分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

有独立思考、自由发挥、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逐渐形成开放的实验教学氛围，促进实

验教学质量提高。 

13. 建立学校内部教学评估制度，开展经常性教学评估工作。明确学校内部教学评估

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评估内容、评估要求和方式方法，开展经常性教学评估活动；特

别要加强课堂教学评估、实践教学评估、专业建设评估、课程建设评估等重点领域的评估，

促进教学管理进一步规范、教学建设进一步加强、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 

14. 建立和完善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对照国家办学标准和办学要求，建立规范准确

的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加强教学状态的常态监测，保证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15. 建立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制度。通过教学质量年度报告，接受学生、教育主管部门

和社会对教学质量的监督，建立教学质量改进机制，确保教学运行规范、质量提升。 

16. 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强学科专业建设。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实现“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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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增强专业的社会适应度；实施专业退出机制，建立健

全专业预警、退出机制，连续两年就业率低、生源不足（或报到率低）的专业，应调减招

生计划直至停招；制订专业建设规划，明确专业建设内容、保障措施、建设进度、预期效

果；实施专业综合改革，加强专业建设。 

 

上饶师范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细则 

（饶师院发〔2014〕3 号，2014 年 11 月 27 日） 

为贯彻落实《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第 34 号令）和《关于做好<学位

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工作的通知》(教研厅〔2013〕2 号)精神, 净化学术环境，规

范学术行为，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维护我校办学声誉，倡导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学风严

谨的优良风气，依法严肃处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结合我校实际，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本实施细则所指的学位论文是指学士学位论文即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包括下列情形： 

1. 伪造、购买、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的； 

2. 由他人代写、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代写的； 

3. 在学位论文中抄袭他人作品，剽窃他人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实验数据和调查结

果等行为，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的； 

4. 在自己的学位论文中，故意假造、篡改实验或调研数据、结论和引用的资料等行为； 

5. 其他严重学位论文作假行为。 

第三条  指导教师职责。 

1. 学位申请人员应当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

文。指导教师对所指导的学生是否遵守学术规范和有违学术道德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2. 指导教师在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方面要率先垂范，做出表率。指导教师应对所

指导的学生提出明确的学术规范要求，对其研究和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予以具体明确的指

导，对学位论文是否由本人独立完成负责，对论文涉及的文献、实验数据和学术观点的真

实性、可靠性进行审查。 

第四条  认定机构及程序。  

1. 认定机构。二级学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对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嫌疑的论文

进行认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解决复议及存在争议事宜。 

2. 认定程序。通过论文抽样检查、专家评审、论文答辩、他人举报等方式发现作假行

为。 

（1）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接认定学位论文作假： 

①在预答辩或答辩阶段，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认定作假； 

②在论文评审阶段，评审专家认定作假； 

③二级学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及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作假。 

（2）根据校内论文抽查审核或者他人举报提供的论文具有作假嫌疑的，各二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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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论文是否存在作假以及作假程度进行认定。 

（3）各二级学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将认定结果和处理决定在形成后三日内书面

通知学位申请人。 

（4）学位申请人如对认定和处理结果有疑义，可在接到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学校

学位评定委员提出书面复议申请，逾期不予受理。学校学位评定委员负责复审的认定工作，

并依照相关规定做出最终处理意见。 

第五条  对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处理。 

1. 论文查重率超过 30%，视为论文抄袭，经修改达标后可以参加答辩。 

2. 因抄袭被责令延期答辩的，在第二次申请过程中，再次有抄袭行为的，取消其毕业

资格。 

3. 已授予学位人员的学位论文在抽查过程中认定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行为，学校

将取消已授予的学位证和毕业证，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六条  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 

1. 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负有对所指导的学生进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直接教育责任

与义务，对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应及时发现并加以制止。对抄袭

剽窃、弄虚作假的学位论文，取消指导教师资格 2 年，并在全校进行通报。 

2. 各二级学院负有对学生和指导教师进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教育责任和义务，并

承担学位论文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的审查与管理工作。对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的学位论文，

实行问责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3. 在学位论文撰写及公开发表过程中，对于触犯国家法律法规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

理。 

 

 

语言文字工作 
 

我校获 2011～2013 年度全省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单位 

赣教语字〔2014〕7 号文公布了江西省 2011～2013 年度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

个人评选结果，全省共评出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单位 15 个（其中本科高校 9 所），语言文字

先进工作者 63 名，优秀普通话水平测试员 54 名。 

上饶师范学院获 2011～2013 年度全省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单位，我校汪应乐、辜秋菊

老师被评为“全省优秀普通话水平测试员”，秦霞、李建生老师被评为“全省语言文字先进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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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教学工作综述 

一、全日制在籍在校生 

1. 基本情况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籍在校生 14362 人，分布在 13 个二级

学院、346 个教学班（本科 319 个、专科 27 个）。在招本科专业 50 个（师范类 19 个，非

师范类 31 个），专科专业 8 个（师范类 5 个，非师范类 3 个）。全校班级平均规模 41.51 人

/班（本科专业平均 41.45 人/班，专科专业平均 42.22 人/班）。 

2. 本专科及男女生比例 

本科生 13222 人（男生 4783 人，女生 8439 人），专科生 1140 人（男生 136 人，女生

1004 人）。在籍在校生，本科 92.06％，专科 7.94％；男生 34.25％，女生 65.75％。 

3. 年级分布 

2011 级 3219 人（本科生 3219 人）；2012 级 3755 人（本科生 3358 人，专科生 397 人）；

2013 级 3680 人（本科生 3349 人，专科生 331 人）；2014 级 3708 人（本科生 3296 人，专

科生 412 人）；2011 级、2012 级、2013 级和 2014 级学生分别占全日制在籍在校生 22.41%、

26.15％、25.62％和 25.82%。 

4. 学科分布 

按学科大类，本科生构成：艺术学 3801 人，占本科生 28.75%；理学 2162 人，占本科

生 16.35%；教育学 1806 人，占本科生 13.66%；管理学 1740 人，占本科生 13.16%；文学

1676 人，占本科生 12.68%；法学 637 人，占本科生 4.82%；工学 538 人，占本科生 4.07%；

经济学 372 人，占本科生 2.81%；农学 311 人，占本科生 2.35%；历史学 179 人，占本科

生 1.35%。 

5. 师范非师范分布 

师范类本科生 7117 人，占本科生 53.83%；非师范类本科生 6105 人，占本科生 46.17%。

师范类专科生 900 人，占专科生 78.95%；非师范类专科生 240 人，占专科生 21.05%。 

6. 其它 

与学校联合办学的在籍在校学生共 2316 人，其中，上饶师范学院小教分院 310 人（12

级 140 人，13 级 88 人，14 级 82 人），上饶师范学校五年一贯制学生 2006 人（13 级 901

人，14 级 1105 人）。  

二、教学建设 

1. 新增本科专业 

2014 年，学校新增“材料化学”和“翻译”2 个本科专业。目前，共设本科专业 50 个。 

2. 青年教师导师制 

依据《上饶师范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教师教学科研能力培养的实施意见》，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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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本人申请、二级学院初审、教务处审核、人事处备案，共确定了 33 对 2014～2016 学年

度青年教师导师制结对名单。 

3. 规章制度完善 

为适应教学改革需要，2014 年，学校先后出台了《上饶师范学院“教学十佳”评选暂行

办法》《上饶师范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细则》《上饶师范学院全面提高教

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上饶师范学院关于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意见》等 4 个教

学管理文件。 

三、教学评估与督导 

1. 教学评估 

（1）“教学十佳”评选 

为鼓励广大教师积极投身教学工作和教学改革，表彰长期在教学一线、爱岗敬业、教

学业绩突出的教师，全面提高教学质量，2014 年，学校出台了《上饶师范学院“教学十佳”

评选暂行办法》，首次开展了“教学十佳”评选活动。经过一系列推荐评审程序，10 位教师

获得首届“教学十佳”。 

（2）教学成果奖 

2014 年，学校开展了第八届教学成果奖评选，3 项教学成果获一等奖，7 项教学成果

获二等奖。 

（3）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2014 年，学校分自然科学组、人文社科组和艺术体育组，开展了第八届青年教师教学

竞赛活动，3 名教师获一等奖，7 名教师获二等奖，12 名教师获三等奖。 

（4）课堂教学优秀教师 

根据《上饶师范学院课堂教学优秀教师评选办法（试行）》，2014 年，学校授予 131 名

教师“2011～2014 学年度课堂教学优秀教师”称号。 

（5）我最喜欢的任课教师 

2013～2014 学年第二学期，141 位教师当选为 “我最喜欢的任课教师”；2014～2015

学年度第一学期，147 位教师当选为 “我最喜欢的任课教师”。 

（6）我心目中师院的好教师 

经 2014 届毕业生投票，370 位教师当选为“我心目中师院的好教师”。 

（7）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估 

2014 年，继续开展了教学质量综合评估活动。二级学院在对教师教学工作各个环节（课

堂教学、教案、批改作业、答疑辅导、命题、阅卷、实践教学等）综合考核的基础上，以

课堂教学为主，学生评价与二级学院评价、教师间评价相结合，以学期为单位，确定了“教

学质量综合考核居本部门前 40%”的教师。 

2．教学督导 

（1）课堂教学秩序专项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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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持正常课堂教学秩序，保证课堂教学质量，树立良好的教风，2014 年下半年，在

全校范围内对课堂教学秩序进行了专项督查。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校督导组对 90%

以上的课任教师（其中包括中层以上领导 80 余人）、1200 余节各种类型的全日制本专科生

课程（理论课、术课、室内室外课、公选课、双学位课等）进行抽查，核实“上课时间、

上课地点、上课教师”是否与教务管理系统中的课表安排相一致，每周在全校公布一次督

查结果，对三者不一致又没有事先办理调换手续的现象，给予了处理。 

（2）听课评课 

2014 年，校教学督导组累计参加各类听课评课 300 余节，包括晋升副教授以上专业技

术资格、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大学生“教师基本功”竞赛、随机抽查等的听课评课。 

（3）教学信息员 

2014 年，聘任了 13 名 2014 级学生为第十二批教学信息员。目前，全校共有 52 名教

学信息员。教务处对 2013～2014 学年度工作突出的 9 名教学信息员进行了表彰。 

四、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工程 

1．教学改革 

（1）2014 年，15 项教改课题获省级立项资助，8 项教改课题获学校立项资助；14 项

省级教改课题和 8 项校级教改课题结题。 

（2）2014 年，出台了《上饶师范学院关于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意见》，明

确了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工作措施和组织领导。调动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创新创业教

育项目的管理更加科学规范。 

2. 教学质量工程 

2014 年，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的“旅游管理”专业被确定为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专业综

合改革试点项目；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新闻学”专业被确定为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卓越

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项目；音乐舞蹈学院的“声乐”、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现代汉

语”、生命科学学院的“植物生物学”、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的“世界通史”等 4 门课程获得“省

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称号。 

为贯彻落实《上饶师范学院关于推进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2014

年上半年， 教务处以教改课题招标的方式，组织研制了各类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建设效果

的评估指标体系；2014 年 11 月，组织校内 30 位专家分成 4 组对校内 34 个省级以上教学

质量工程项目（不含 2014 年立项的 6 个项目）的建设效果进行了考核评估和奖励。各组

评委在认真听取介绍、核实相关资料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采取量化的方式对各项目的建

设效果进行了评价，34 个项目中最终确定为 A 类 12 个，B 类 14 个，C 类 8 个。 

五、大学生实践教学活动 

1．教育实习 

2014 年，学校组织了 2051 名 2015 届师范毕业生（本科 1738 人，专科 313 人）参加

了为期一个学期的教育实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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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学生“教师基本功”竞赛 

2014 年 4～5 月，学校开展了第 21 届大学生“教师基本功”竞赛，包括模拟课堂教学、

教学设计、多媒体课件制作、粉笔字、钢笔字、朗诵等 6 个项目，对获奖学生和优秀组织

单位进行了表彰奖励。 

3. 省级以上大学生技能竞赛 

2014 年，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了全国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全省大学生电子电脑大赛、全省大学生手机软件设计竞赛、全

省大学生物理创新竞赛、全省大学生电子综合设计竞赛、高校“外教社杯”英语教学大赛、

全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及全省大学生导游技能竞赛，获得各种奖项 60 余个。 

4. 多举措重视毕业论文工作 

首次启动了毕业论文全面查重工作，恢复了优秀毕业论文评选工作，出台了《上饶师

范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编印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学

习资料》发放给全体本科毕业生和论文指导教师，提前启动了 2015 届本科毕业论文工作。 

六、毕业学位工作与考研工作 

1．毕业学位工作 

（1）毕业工作 

2014 年，全校 13 个二级学院 36 个本科专业毕业生共 3413 人，符合毕业要求准予毕

业的 3399 人，结业 14 人，毕业率 99.59％。2014 年，全校 6 个二级学院 6 个专科专业毕

业生共 382 人，符合毕业要求准予毕业的 381 人，结业 1 人，毕业率 99.74％。 

（2）学位工作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依据相关规定，按 10 大学科门类授予 2014 届 36 个专业 3253 名全

日制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按 7 大学科门类授予 2014 届 9 个专业 113 名全日制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辅修双学士学位；按 3 大学科门类授予 2013 年上半年 4 个专业 19 名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按 5 大学科门类授予 2014 年上半年 7 个专业 10

名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和 2013 年下半年 2 个专业 84 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

学士学位。 

为保证辅修双学位教学质量，教务处组织对双学位教学秩序进行了重点督查，统一安

排了部分双学位课程的考试，对个别违规教师给予了全校通报和扣发课时津贴处理。总结

了举办双学位工作两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完善了双学位招生办法，对于艺术类考生报考辅

修双学位者进行语文数学统测，达到一定要求者方可辅修。2014 年，新招辅修双学位学生

44 人。 

2. 考研工作 

2014 届 3413 名本科毕业生，607 人参加了 2014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报考率 17.78

％；278 人被录取，升研率 8.15％，其中 105 人被 211 院校录取，占录取人数的 37.77％。

录取的毕业生覆盖 13 个二级学院 34 个本科专业。升研率居前 6 位的二级学院为：化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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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31.90％）、生命科学学院（26.80％）、政治与法律学院（11.61％）、物理与电子信

息学院（11.33％）、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11.11％）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8.46％）。

升研率在全校平均数以上的专业 16 个：生物科学（36.62％）、化学（34.15％）、环境科学

（25.00％）、生物技术（24.44％）、教育技术学（23.53％）、历史学（18.00％）、心理学（17.65

％）、物理学（14.29％）、地理科学（13.39％）、法学（13.10％）、数学与应用数学（12.03

％）、汉语言文学（10.95％）、园林（10.81％）、思想政治教育（9.86％）、公共事业管理（9.76

％）、历史学（人文教育）(9.09%)。 

七、考试工作 

1. 英语等级考试 

2013 年 12 月，参加 CET 的考生 6683 人。其中，参加 CET-4 的考生 5009 人，分数在

425 及以上的 1375 人，占考生数的 27.45％；参加 CET-6 的考生 1674 人，分数在 425 及以

上的 301 人，占考生数的 17.98％。 

2014 年 6 月，参加 CET 考试的考生 5431 人。其中，参加 CET-4 的考生 3120 人，分

数在 425 分以上的考生 376 人，占考生数的 12.05％；参加 CET-6 的考生 2311 人，其中分

数在 425 分以上的考生 394 人，占考生数的 17.05％。 

2014 年 12 月，参加 CET 考试的考生 5694 人。其中，参加 CET-4 的考生 4235 人，参

加 CET-6 的考生 1459 人。 

2. 专升本选拔考试 

2014 年，在 6 个本科专业中进行了专升本选拔考试，校内外 229 名应届专科毕业生报

名，60 人被选拔到相应的本科专业继续学习。 

3. 考风考纪建设 

为营造严谨、有序、公平、公正的考试氛围，维持良好的考风，促进学风建设，2014

年，继续加强了对考风考纪宣传、考试组织安排、考场秩序、教师监考、成绩管理等方面

的管理与考核。在各种等级考试及校内期末考试中共查处违纪舞弊学生 24 人。依据期末

考试组织工作考核办法，在汇总二级学院各项工作数据的基础上，对化学化工学院、生命

科学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外国语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等 6 个

“2013~2014 学年度考试组织工作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奖励。 

4. 成人（自学考试）本科学士学位外国语水平考试 

2014 年 11 月，237 人参加成人（自学考试）本科学士学位外国语水平考试，通过 110

人，通过率 46.41 %。 

八、语言文字工作 

2014 年，5586 人参加了普通话测试，4491 人获“二乙”以上等次，其中一乙 134 人，

二甲 2277 人，二乙 2080 人。全校年度测试通过率为 80.40%。 

继 2013 年我校普通话培训测试站获得“全省优秀普通话培训测试站”，2014 年，我校

语言文字工作获得“全省 2011 -2013 年度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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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它教学管理工作 

1. 召开教学工作会议 

为营造教学中心工作氛围，总结交流近三年教学工作，积极推进教学改革，2014 年

10 月，学校召开了教学工作会议，表彰了首届教学十佳、第八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获奖者、

2011～2014 学年度课堂教学优秀教师、第八批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出台了《上饶师范学院

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受表彰的先进代表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学

校以教学工作为中心，教学工作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的总目标，不断更新教学管理工作理

念，全面加强教学基本建设，科学规范教学常规工作，创造性地开创教学工作新领域，稳

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2．编制《上饶师范学院 2013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根据教育部要求，编制了《上饶师范学院 2013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向社会展示了

学校的风貌和办学特色，宣传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教学成果。 

3．及时更新教务网 

及时更新教务网，方便了广大师生对教学信息的查询和了解，提高了教学管理效率。 

4. 修订完善《教务指南》 

为了方便学生对学校的学籍、学位等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的全面了解，进一步修订完善

了《教务指南》，印发给 2014 级新生。 

5. 编制《教学工作通报》 

2014 年，编制了 2 期《教学工作通报》，归类发布了各种教学活动的状态数据。 

6. 编制《2014 年教务处文件汇编》 

为规范布置教学工作，及时发布教学活动结果，2014 年教务处共发布教务文件 89 个，

学位办文件 4 个。上述文件年终已汇编印制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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