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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设 
 

上饶师范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奖励办法（试行） 

（饶师院字〔2017〕110 号，2017 年 11 月 8 日） 

为进一步做好本科教学工作，深化教学改革与创新，不断提升我校本科教学质量，

充分调动全校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参与各项教学工作的积极性，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范围及奖励标准 

（一）教学成果类 

1. 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奖励标准：一等奖，100万元/项；二等奖，60万元/项。 

2. 获得江西省教学成果奖，奖励标准：一等奖，8万元/项；二等奖，3万元/项。 

3. 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奖励标准：一等奖，0.8万元/项；二等奖，0.5万元/项。 

（二）专业建设类 

1. 通过教育部专业认证，奖励标准：5万元/专业。 

2. 在江西省专业综合评价中排名处于前列，奖励办法： 

（1）参评专业数在20个以上，奖励标准：排名处于前10%的专业，10万元/专业；

处于前20%的专业，8万元/专业；处于前30%的专业，6万元/个；处于前40%的专业，5

万元/个；处于前50%的专业，4万元/专业。 

（2）参评专业数在11～19个，奖励标准：排名处于前10%的专业，8万元/专业；处

于前20%的专业，6万元/专业；处于前30%的专业，4万元/专业；处于前40%的专业，3

万元/专业；处于前50%的专业，奖励2万元/专业。 

（3）参评专业数在6～10个，奖励标准：排名处于前10%的专业，6万元/专业；处

于前20%的专业，4万元/专业；处于前30%的专业，3万元/专业；处于前40%的专业，2

万元/专业；处于前50%的专业，1万元/专业。 

（4）参评专业数在3～5个，奖励标准：排名第1的专业，3万元/专业；排名第2的专

业，1万元/专业。 

（5）参评专业未进入前50%，但评价总分在75分以上（百分制），奖励标准：1万

元/专业。 

（三）本科教学工程类（质量工程类项目，含教改课题） 

1. 国家级立项，奖励标准：专业类，6万元/项；课程类和团队类，3万元/项；重点

教改课题，2万元/项；一般教改课题，1万元/项。 

2. 省级立项，奖励标准：专业类，3万元/项；课程类和团队类，2万元/项；重点教

改课题，1万元/项；一般教改课题，0.6万元/项。 

对于教改课题，立项和结题时分别发放奖励标准的50%。 

（四）教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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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获得教育主管部门组织评选的教材奖，奖励标准： 

国家级：一等奖，6万元/种；二等奖，3万元/种；三等奖，2万元/种。 

省级：一等奖，3万元/种；二等奖，1万元/种；三等奖，0.5万元/种。 

2. 获得全国性学术机构（教指委、专指委，以下同）组织评选的教材奖，奖励标准：

一等奖，3万元/种；二等奖，1万元/种；三等奖，0.5万元/种。 

3．获得省级学术机构（教指委、专指委，以下同）组织评选的教材奖，奖励标准：

一等奖，1万元/种；二等奖，0.5万元/种。 

4. 入选国家级规划教材，奖励3万元/种；入选省级规划教材，奖励1万元/种。 

（五）教师教学类 

1. 教师获得教育部组织的属于学校培养方案内课程的综合教学竞赛奖，奖励标准：

一等奖，3万元/项；二等奖，2万元/项；三等奖，1万元/项。 

2. 教师获得江西省教育厅和其它全国性学术机构组织的属于学校培养方案内课程

的综合教学竞赛奖，奖励标准：一等奖，1万元/项；二等奖，0.5万元/项；三等奖，0.3

万元/项。 

3. 教师获得教育部组织的属于学校培养方案内课程的单项教学竞赛奖（例如，多媒

体竞赛、微课竞赛等），奖励标准：一等奖，1万元/项；二等奖，0.5万元/项；三等奖，

0.3万元/项。 

4. 教师获得江西省教育厅和其它全国性学术机构组织的属于学校培养方案内课程

的单项教学竞赛奖（例如，多媒体竞赛、微课竞赛等），奖励标准：一等奖，0.5万元/

项；二等奖，0.3万元/项；三等奖，0.2万元/项。 

5. 教师获得校“教学十佳”，奖励标准：1万元/人。 

6. 教师获得学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奖（设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9名），

奖励标准：一等奖，0.5万元/人；二等奖，0.3万元/人；三等奖，0.2万元/人。 

7. 获得任课班级学生评选的“我最喜欢的任课教师”，奖励标准：0.05万元/人次。 

（六）大学生教学竞赛类 

1. 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科技部、文化部组织的各类大学生教学竞赛中获奖，奖

励标准：一等奖，1万元/项；二等奖，0.5万元/项；三等奖，0.3万元/项。 

2. 在江西省教育厅、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科技厅、江西省文化厅和全国一级学

会（协会）组织的各类大学生竞赛中获奖，奖励标准：一等奖，0.3万元/项；二等奖，

0.2万元/项；三等奖，0.1万元/项。 

3. 在全国一级学会（协会）下的各分支机构和江西省其它厅局组织的各类大学生竞

赛中获奖，奖励标准：一等奖，0.1万元/项；二等奖，0.08万元/项；三等奖，0.06万元/

项。 

4. 在全省性其他社会机构、协会主办的竞赛中获奖，奖励标准：一等奖，0.06万元

/项；二等奖，0.04万元/项；三等奖，0.03万元/项。 

上述奖项，同批同类别同等级奖，限奖三项，多于三项的按照低一等级的奖励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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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 

二、奖励实施 

（一）由教务处根据主办部门的奖励（或立项、或入选）文件（通知，或证书），

对奖励项目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告示，确认无误后，按照奖励标准，提供相关支撑材料，

办理奖励发放手续。 

（二）校内教学奖，按照相关奖励产生的程序办理。 

（三）各类教学工作奖励经费的发放方式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本办法中的奖金

均为含税金额，按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办法涉及的奖励，均为“上饶师范学院”为第一单位的成果（或项目）。 

（五）同一项目不重复计奖，学校按最高奖标准奖励，获得的奖励由第一完成人（或

第一承担者，或大学生教学竞赛第一指导教师）根据贡献大小在相关成员中进行分配。 

三、其它 

（一）原来学校有关教学奖励文件中奖励标准与本文相冲突的，以本办法为准。 

（二）对于本办法未涉及到的教研论文、教材、学生获得的授权专利或发表论文的

奖励，仍然按照《上饶师范学院关于优化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教学类指标的若干激励措施

（试行）》（饶师院发〔2016〕1号，2016年3月21日）奖励标准执行。 

（三）未列入本办法的教学奖励项目，由相关单位提出奖励申请和奖励方案，并提

供支撑材料，经教务处审核，报学校研究批准后参照相应标准进行奖励。 

（四）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执行过程中如有争议，由学

校教学委员会裁决。 

 

2017 年青年教师导师制考核结果和结对名单 

（饶师院教字〔2017〕96 号，2017 年 10 月 14 日） 

1. 2017 年青年教师导师制考核结果 

等级 序号 青年教师 指导教师 二级学院 

1 周安西 郑大贵 化学与环境科学 

2 李  豪 冯会明 历史地理与旅游 优秀 

3 黄丽旋 徐永生 体育 

4 陈  富 程立斌 物理与电子信息 

5 彭思艳 张文广 化学与环境科学 

6 刘鑫婷 韩世姣 文学与新闻传播 

7 肖海彬 张林宝 体育 

8 马璐瑶 丁晓青 美术与设计 

9 符沁瑜 韦  敏 音乐舞蹈 

10 徐玉翠 童腮军 教育科学 

良好 

11 杨思俊 罗朝晖 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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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序号 青年教师 指导教师 二级学院 

12 方立青 毛杰健 物理与电子信息 

13 罗  丹 陈宗保 化学与环境科学 合格 

14 刘  奇 熊敏鹤 美术与设计 

 

2. 2017～2019 学年度青年教师导师制结对名单 
序号 青年教师 指导教师 二级学院 

1 姚明瑞 马江山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2 蒋昌猛 颜  清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3 骆雯琦 陈齐荣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4 石黄萍 袁邓彬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5 刘琼芳 王茶香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6 陈锦回 伍行素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7 何  星 毛杰键 物理与电子信息 

8 黄  立 杨建荣 物理与电子信息 

9 毛刘量 郑大贵 化学与环境科学 

10 陈  熙 叶  青 化学与环境科学 

11 计从斌 高兆芬 化学与环境科学 

12 熊林峰 余乐书 化学与环境科学 

13 杨  希 吴丹樱 文学与新闻传播 

14 林  茜 赖文斌 外国语 

15 王凌璐 温湘频 外国语 

16 吕庶瑾 苏丽琴 外国语 

17 夏  禹 赖声利 政治与法律 

18 梁从峨 胡水华 政治与法律 

19 杨子扬 黄  蕾 政治与法律 

20 张振球 潘华华 历史地理与旅游 

21 曹  杨 项建民 体育 

22 谢午阳 项建民 体育 

23 夏小飞 张林宝 体育 

24 郑斐匀 傅继强 美术与设计 

25 夏  洁 陈丽华 美术与设计 

26 于冰蓉 包志钢 美术与设计 

27 纪满辉 彭尊善 美术与设计 

28 刘  静 包文运 美术与设计 

29 饶  岚 袁  平 音乐舞蹈 

30 刘汝姣 汪晓万 音乐舞蹈 

31 史飞飞 袁  平 音乐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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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青年教师 指导教师 二级学院 

32 胡一帆 汪晓万 音乐舞蹈 

33 何雨津 杨  咏 音乐舞蹈 

34 王相宜 张  灵 教育科学 

35 朱德彪 郭志芳 教育科学 

36 程  强 胡桂英 教育科学 

37 赵  娟 黄旭华 教育科学 

38 耿  慧 王艾平 生命科学 

39 杨  锌 尹明华 生命科学 

40 吴  凯 罗朝晖 生命科学 

41 张林雅 徐芬芬 生命科学 

42 王  婧 邓接楼 生命科学 

43 于淼瑛 洪森荣 生命科学 

44 郑丹婷 郑振华 经济与管理 

45 周略韬 林建军 经济与管理 

46 黄圣超 姬  虹 经济与管理 

47 任新民 李旭荟 马克思主义 

48 苏振宏 夏春德 马克思主义 

 
 
师范特色发展 
 

2017 年度教师教育专业拟重点建设课程第一阶段建设效果评审结果 

（饶师院字〔2017〕99 号，2017 年 10 月 24 日） 

1. 第一阶段建设效果优秀（进入第二阶段建设计划）课程 

序号 二级学院 课程名称 课程开设专业 课程类型 负责人 评审结果 

1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数学教学论 数学与应用数学 必修课 陈齐荣 优秀 

2 物理与电子信息 中学物理教学设计 物理学 必修课 王  霞 优秀 

3 化学与环境科学 中学化学教学设计 化学 必修课 高兆芬 优秀 

4 政治与法律 思想政治教学设计 思想政治教育 必修课 周春晔 优秀 

5 历史地理与旅游 地理教学论 地理科学 必修课 金姝兰 优秀 

6 音乐舞蹈 中学音乐教学论 音乐学 必修课 董  燕 优秀 

7 体育 体育教学论 体育教育 必修课 张林宝 优秀 

8 美术与设计 中学美术教学设计 美术学 必修课 张丽军 优秀 

9 生命科学 中学生物教学设计 生物科学 必修课 尹明华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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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阶段建设效果合格课程 

序号 二级学院 课程名称 课程开设专业 课程类型 负责人 评审结果 

1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信息技术教学论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必修课 饶贤清 合格 

2 文学与新闻传播 语文教学论 汉语言文学 必修课 韩世姣 合格 

3 外国语 英语教学论 英语 必修课 叶丽英 合格 

4 历史地理与旅游 历史教学论 历史学 必修课 许正昊 合格 

5 音乐舞蹈 
中学音乐（舞蹈）

课标与教材分析 
舞蹈学 必修课 李  彪 合格 

6 美术与设计 书法教学论 书法学 必修课 包文运 合格 

7 教育科学 心理学教学法研究 心理学 必修课 梁凤华 合格 

8 教育科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所有师范专业 通识课 郭志芳 合格 

 

 
教学评价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二级学院确认的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位居前 40%的

教师名单 

（饶师院教字〔2017〕85 号，2017 年 9 月 13 日） 
1．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24 人） 

喻  晓  李  波  王茶香  颜  清  黄时祥  熊  艰  郭建华  饶贤清  双  鹂 

马江山  陈齐荣  谭海女  徐晓晖  吴红星  谭国律  汪德宏  贾善德  吴  帅 

熊鹏荣  黄  亮  张慧慧  徐诚慷  吴小波  梅丽杰 

2．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17 人） 

吴  波  程立斌  毛杰键  柳仕飞  史  闽  桑志文  黄先恺  涂  虬  王  霞 

官  敏  董添文  李建生  吴建春  陈  富  叶表良  何鹏浩  方立青 

3．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15 人） 

黄海金  谢国豪  胡久荣  董洪霞  胡  昕  刘林海  陈宗保  高兆芬  王学军 

张一兵  吕英英  罗年华  罗  丹  郑  劼  彭化南 

4．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6 人） 

韩世姣  翟  朋  谢旭慧  张建秒  陈晓芸  马  宾  张红花  李智耕  毛奇芳 

管正平  张小丽  朱小阳  余国林  付惠敏  张  梅  王  珏  张  倩  张  珵 

吴菱珊  钟志翔  吴红涛  祝  颖  郑瀚迅  刘鑫婷  杨  超  邱婷婷 

5．外国语学院（28 人） 

赖文斌  施枚峰  刘晓雪  李  琴  苏丽琴  陈立涛  王丽耘  叶丽英  徐绯斐 

邱艺欣  吴立溪  汪佩文  姜琳琳  潘流霞 

王金明  付仙梅  王晓燕  徐国琴  郭海英  王智华  陈  洁  吴红梅  徐利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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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旋  范  赟  王琼芳  胡燕琴  何  雁 

6．政治与法律学院（10 人） 

赖声利  余龙生  胡水华  黄  蕾  诸葛竑  姜  丽  周春晔  邱忠善  程水栋  

王樱霏 

7．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14 人） 

张文伟  冯会明  张志荣  潘华华  成  伟  徐公喜  臧  敏  姚丽芳  王惠琴 

周运瑜  李  豪  陈剑宇  李梁平  张津瑞 

8．音乐舞蹈学院（13 人） 

袁  平   郭  波  韦  敏  陈  柳  尚  娜  吴姝岚  黄颖玲  黄慧芳  周轶瑾    

龚白雪   饶  岚  刘汝姣  詹启越   

9．体育学院（24 人） 

项建民  徐永生  陈建新  张林宝  孙作桦  俞  华  章志鹏  徐永丽  陈苏赣 

张必斌  杨丽玲  陈  倩  汪也评  沙  冕  杨小龙  邹国平  田  成  陈  平 

徐国明  关颖嵘  龚婉敏  杨小芳  熊  玲  黄  波 

10．美术与设计学院（18 人） 

何丰妍  张  翎  彭尊善  周永民  陈丽华  于秀君  熊敏鹤  杨饶民  傅继强 

王飞凯  田  丽  洪梦晗  李  莉  方  璇  徐  欢  马璐瑶  李  伟  邱锡鹏 

11．教育科学学院（13 人） 

王  勤  张释元  王佩瑾  胡  兰  范安平  胡桂英  杨蔓子  舒盛平  李  刚 

张  灵  徐玉翠  童腮军  徐芳羚子 

12．生命科学学院（13 人） 

王艾平  徐卫红  罗朝晖  徐  兵  洪森荣  郭连金  张  勇  徐芬芬  林  弘 

朱  海  王瑞庆  曹昊玮  段华平 

13．经济与管理学院（17 人） 

盛世明  潘卫华  刘义程  罗贤东  聂洪辉  黄元龙  金慧芳  张振陵  董  舒 

郑振华  谭先华  童  珊  庄小红  杨青青  盛文言  包翠华  谭雅妃 

14．马克思主义学院（14 人） 

贾凌昌  周茶仙  陈一新  李旭荟  陈红萍  夏时华  刘影春  夏春德  苏  敏  

王幼林  王  春  赖明谷  杨赣太  龙  飞 

 

2016～2017 学年优秀教学信息员名单 

（饶师院教字〔2017〕80 号，2017 年 9 月 8 日） 

序号 表彰层次 姓名 班级 二级学院 

1 饶梦帆 16 物（2） 物理与电子信息 

2 黄楚云 16 外（2） 外国语 

3 

特等奖 

康  芳 16 史（2） 历史地理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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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表彰层次 姓名 班级 二级学院 

4 张昕颖 16 教（7） 教育科学 

5 宋博媛 15 史（2） 历史地理与旅游 

6 涂  敏 16 生（2） 生命科学 

7 胡典祥 16 经（4） 经济与管理 

8 赵博坤 16 政（4） 政治与法律 

9 鲍欣欣 16 化（2） 化学与环境科学 

10 

优秀奖 

熊梦欣 16 数（3）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第十五批教学信息员名单 

（饶师院教字〔2017〕89 号，2017 年 9 月 20 日） 

序号 二级学院 姓名 班级 

1 李  玉 17 数（2） 

2 赵琪格 17 数（4） 

3 韦皓中 17 数（5） 

4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4 人） 

谢赛林 17 数（6） 

5 陈梦芝 16 物（3） 

6 陈  洁 16 物（5） 

7 汪紫妍 17 物（1） 

8 

物理与电子信息 

(4 人） 

张  磊 17 物（6） 

9 潘金燕 17 化（2） 

10 曾  妍 17 化（4） 

11 

化学与环境科学 

（3 人） 
潘  婷 17 化（5） 

12 王子珂 17 文（4） 

13 周梦瑜 17 文（5） 

14 陈思钰 17 文（7） 

15 

文学与新闻传播 

（4 人） 

蔺子峥 17 文（8） 

16 舒银萍 17 外（1） 

17 陈志辉 17 外（2） 

18 

外国语 

（3 人） 
周文娟 17 外（3） 

19 刘珮珮 17 政（2） 

20 李丽芳 17 政（3） 

21 

政治与法律 

（3 人） 
黄芸慧 17 政（5） 

22 高璐璐 17 史（2） 

23 蒋燕琳 17 史（3） 

24 

历史地理与旅游 

（3 人） 
陈地兰 17 史（5） 

25 张郁辉 16 音（3） 

26 

音乐舞蹈 

（3 人） 陈剑澜 16 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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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二级学院 姓名 班级 

27 周婕妤 16 音（7） 

28 王  玲 16 体（3） 

29 熊  锋 16 体（4） 

30 

体育 

（3 人） 
徐雨萱 17 体（5） 

31 钱畅畅 16 美（3） 

32 张  鹏 16 美（6） 

33 杨  逸 16 美（9） 

34 康志超 16 美（12） 

35 

美术与设计 

（5 人） 

周堂震 16 美（16） 

36 李  奕 17 教（1） 

37 林  琳 17 教（2） 

38 

教育科学 

（3 人） 
邱  棋 17 教（4） 

39 张润晨 17 生（2） 

40 陈丽丽 17 生（4） 

41 王小林 16 生（5） 

42 

生命科学 

（4 人） 

章宇婕 17 生（6） 

43 曾其聪 16 经（1） 

44 邹露萍 16 经（3） 

45 万丽君 17 经（5） 

46 

经济与管理 

（4 人） 

马  影 17 经（6） 

 
 

2017 年度省级以上教学质量工程中期检查和验收评审合格项目 

（饶师院教字〔2017〕112 号，2017 年 12 月 16 日）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李永明 

2 卓越工程师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涂  虬 

3 有机化学 郑大贵 

4 学校体育学 项建民 

5 

验收项目 

精品资源共享课 

英语语言学 苏丽琴 

6 教育学 张  灵 

7 数学物理方法 杨建荣 

8 无机化学 张一兵 

9 中国古代史 冯会明 

10 

中期检查

项目 
精品资源共享课 

大学英语 付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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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度第一学期“我最喜欢的任课教师”当选者名单 

（饶师院教字〔2017〕120 号，2017 年 12 月 31 日） 

序号 当选者 所在学院 任课班级 任教课程 

1 饶贤清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5 数（1） 概率论 

2 颜  清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5 数（3） 数据库系统原理 

3 徐诚慷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5 数（4） 概率统计 

4 熊  艰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5 数（5） 可视化程序设计基础 

5 王茶香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5 数（6） 金融数学模型 

6 喻  晓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6 数（1） 数学分析 

7 相中启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6 数（2） 数学分析 

8 孙玉桃 文学与新闻传播 16 数（3）（5） 大学语文 

9 孙卓明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6 数（4） 数学分析 

10 陈锦回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6 数（7） 经济学 

11 熊  艰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6 数（8）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12 梁晓斌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6 数（9） 数学分析 

13 谭海女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7 数（1） 解析几何 

14 吴小波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7 数（2） 数学分析 

15 唐海涛 马克思主义 17 数（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6 吴小波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7 数（4） 高等数学 

17 双  鹂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7 数（5）（6） 高等数学 

18 李超英 物理与电子信息 15 物（1、2） 电子线路 

19 涂  虬 物理与电子信息 15 物（3） 单片机原理 

20 付  敏 物理与电子信息 15 物（5） 光电系统设计 

21 李  厅 物理与电子信息 16 物（1） 工程数学 

22 吴  波 物理与电子信息 16 物（2） 电磁学 

23 熊熙烈 物理与电子信息 16 物（3）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24 万  昆 物理与电子信息 16 物（5） 信息技术基础应用 

25 付  敏 物理与电子信息 16 物（6） 工程数学 II 

26 吴建春 物理与电子信息 16 物（7） 电磁学 

27 程立斌 物理与电子信息 17 物（1） 力学 

28 柳仕飞 物理与电子信息 17 物（2）（3） 力学 

29 章  莎 物理与电子信息 17 物（2） 线性代数 

30 陶智明 物理与电子信息 17 物（4） 线性代数 

31 张慧慧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7 物（5） 高等数学（1） 

32 胡  昕 化学与环境科学 15 化（3） 有机合成 

33 朱  峰 化学与环境科学 15 化（4） 环境监测 

34 郑  劼 化学与环境科学 15 化（5） 高分子化学 

35 郑大贵 化学与环境科学 16 化（1） 有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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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当选者 所在学院 任课班级 任教课程 

36 谢国豪 化学与环境科学 16 化（2） 有机化学 

37 罗年华 化学与环境科学 16 化（3） 有机化学 

38 董洪霞 化学与环境科学 16 化（4） 环境化学 

39 彭化南 化学与环境科学 16 化（5） 有机化学 

40 张文广 化学与环境科学 17 化（1） 无机化学 

41 谭海女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7 化（3） 高等数学 

42 胡久荣 化学与环境科学 17 化（4） 无机化学 

43 卢水平 马克思主义 17 化（5）、17 美（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4 张来军 化学与环境科学 17 化（5） 无机化学 

45 吴红涛 文学与新闻传播 15 文（1） 文学概论 

46 林婧媛 文学与新闻传播 15 文（2） 外国文学 

47 陈晓芸 文学与新闻传播 16 文（2）（3） 中国古代文学 

48 王  珏 文学与新闻传播 16 文（5） 播音创作基础 

49 谢旭慧 文学与新闻传播 16 文（6） 播音创作基础 

50 李  旋 外国语 16 文（8）、16 音（1） 大学英语 

51 张建秒 文学与新闻传播 17 文（1）（2） 中国现当代文学 

52 马  宾 文学与新闻传播 17 文（3） 中国古代文学 

53 毛奇芳 文学与新闻传播 17 文（4） 写作 

54 郑瀚迅 文学与新闻传播 17 文（5） 新闻采访 

55 徐国琴 外国语 17 文（8）（9） 大学英语 

56 张毓瑾 外国语 15 外（1） 高级英语 I 

57 何黎莹 外国语 15 外（1） 英美报刊选读 

58 汪佩文 外国语 15 外（2） 商务英语精读 III（上） 

59 姜琳琳 外国语 15 外（4） 高级英语 I 

60 叶丽英 外国语 16 外（1）（3） 基础英语 II（上） 

61 汪佩文 外国语 16 外（2） 商务英语精读 II（上） 

62 程  妍 外国语 16 外（4）（5） 基础英语 II（上） 

63 王金玉 外国语 16 外（6） 基础英语 II（上） 

64 吴立溪 外国语 16 外（7） 基础英语 II（上） 

65 李  琴 外国语 17 外（1）（5） 基础英语 I（上） 

66 祝  晓 外国语 17 外（2） 商务英语精读 I（上） 

67 刘晓雪 外国语 17 外（3）（4） 基础英语 I（上） 

68 巢  鹏 外国语 17 外（7） 基础英语 I（上） 

69 何  雁 外国语 
17 经（1、6）、17
化（2、5） 

大学英语（混合编班） 

70 胡水华 政法与法律 16 政（1）（2） 
中国特色社会职业理论与实

践 

71 王樱霏 政法与法律 16 政（3）（4） 刑法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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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当选者 所在学院 任课班级 任教课程 

72 邱忠善 政法与法律 17 政（1）（2） 逻辑学 

73 赖声利 政法与法律 17 政（3）（4） 宪法学 

74 魏文超 政法与法律 17 政（4） 法理学 

75 聂洪辉 政法与法律 17 政（5） 社会学概论 

76 张志荣 历史地理与旅游 15 史（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77 张振球 历史地理与旅游 15 史（2） 中国地理 

78 成  伟 历史地理与旅游 15 史（3） 世界地理 

79 徐子惠 历史地理与旅游 15 史（4） 民航乘务技能（1） 

80 张津瑞 历史地理与旅游 16 史（1）（2） 世界通史（现代史） 

81 周晓雷 历史地理与旅游 16 史（6） 导游业务 

82 冯会明 历史地理与旅游 17 史（2） 中国古代史（一） 

83 潘华华 历史地理与旅游 17 史（3） 地质学基础 

84 姚丽芳 历史地理与旅游 17 史（4） 旅游学概论 

85 万田户 历史地理与旅游 17 史（5） 旅游学概论 

86 李梁平 历史地理与旅游 17 史（6） 客源国概况 

87 徐子惠 历史地理与旅游 17 史（7） 民航概论 

88 戴新林 体育 15 体（2） 太极拳、散打 

89 童立涛 体育 15 体（4） 羽毛球专选 

90 刘  刚 体育 15 体（6） 现代体育教育技术 

91 谢午阳 体育 16 体（2） 网球 

92 肖海彬 体育 16 体（4） 社会体育学、体育健身方法 

93 黄丽旋 体育 16 体（5）（6） 体育舞蹈、表演理论与实践 

94 苏振宏 马克思主义 17 体（1、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95 徐国明 体育 17 体（2） 田径 

96 赵悦竹 体育 17 体（6） 芭蕾基础训练 

97 章志鹏 体育 16 体（1、3）女生组 足球（术课） 

98 陈苏赣 体育 16 中（1、2）女生组 大学体育（混合编班） 

99 杨丽玲 体育 17 体（1、2）女生组 田径（术课） 

100 杨小龙 体育 15 体（5、6）男生组 体操（术课） 

101 龚婉敏 体育 16 化（1、3）女生组 大学体育（混合编班） 

102 黄  波 体育 15 体（5、6）女生组 瑜伽（术课） 

103 夏小飞 体育 17 经（2、4）女生组 大学体育（混合编班） 

104 孔军峰 体育 17 美（1-9）男生组 大学体育（混合编班） 

105 张丽军 美术与设计 15 美（3） 中学学科教学设计 

106 杜  跃 美术与设计 15 美（6） 中国画基础 

107 周永民 美术与设计 15 美（8） 艺术美学 

108 周永民 美术与设计 15 美（9） 设计美学 

 12



序号 当选者 所在学院 任课班级 任教课程 

109 吴晓东 马克思主义 15（9、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10 刘  静 美术与设计 15 美（11） 中国画基础 

111 马璐瑶 美术与设计 15 美（13） 中国画基础 

112 李  莉 美术与设计 15 美（15） paint 教学手绘 

113 何丰妍 美术与设计 16 美（1） 色彩 3 

114 彭尊善 美术与设计 16 美（3） 素描 3 

115 包志钢 美术与设计 16 美（4） 色彩 3 

116 王德荣 美术与设计 16 美（6） 行书 

117 陈向东 美术与设计 16 美（8） 行书 1 

118 戴  冰 美术与设计 16 美（10） 立体构成 

119 李  伟 美术与设计 16 美（11） 设计素描 

120 陈道龙 美术与设计 16 美（12） 图形创意 

121 余运正 美术与设计 16 美（14） 立体构成 

122 李  莉 美术与设计 16 美（15） 摄影基础 

123 张丽军 美术与设计 17 美（1） 中国美术史 

124 李  伟 美术与设计 17 美（2） 素描 

125 纪满辉 美术与设计 17 美（5） 色彩 

126 包文运 美术与设计 17 美（6） 唐代楷书 

127 刘  奇 美术与设计 17 美（7） 秦汉楷书 

128 戴  冰 美术与设计 17 美（10） 世界平面设计史 

129 方  璇 美术与设计 17 美（11） 平面构成 

130 纪满辉 美术与设计 17 美（14） 设计素描 

131 于秀君 美术与设计 15 国（2） 山水临摹与写生（混合编班） 

132 韦  敏 音乐舞蹈 15 音（1）（2） 合唱指挥 

133 刘诗琪 音乐舞蹈 15 音（8） 影视教学与实践 

134 郭  波 音乐舞蹈 16 音（2） 视唱练耳 

135 吴姝岚 音乐舞蹈 16 音（4） 视唱练耳 

136 周轶瑾 音乐舞蹈 16 音（5） 古典舞基础训练 

137 罗向阳 外国语 16 音（6） 大学英语 

138 祝  琦 外国语 16 音（7） 大学英语 

139 刘诗琪 音乐舞蹈 16 音（8） 表演片段综训 

140 周  明 音乐舞蹈 17 音（1）（2）（4） 歌唱语言训练 

141 史飞飞 音乐舞蹈 17 音（6） 基本功素质 

142 甘晶晶 音乐舞蹈 17 音（7）（8） 表演基础训练 

143 袁  平 音乐舞蹈 16 音（1、2） 声乐(术课) 

144 徐玉翠 教育科学 15 教（1）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145 王佩瑾 教育科学 15 教（2） 幼儿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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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当选者 所在学院 任课班级 任教课程 

146 胡  兰 教育科学 16 教（1） 发展心理学 

147 王佩瑾 教育科学 16 教（2）（3） 学前卫生学 

148 王相宜 教育科学 16 教（5）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149 胡  兰 教育科学 16 教（7） 
Prenatal through Toddler 
Development 

150 朱德彪 教育科学 17 教（1） 生物心理学 

151 张释元 教育科学 17 教（2） 中国教育史 

152 胡  兰 教育科学 17 教（2） 幼儿教师专业发展与教育 

153 孟  颖 教育科学 17 教（6） 美术（一） 

154 邓接楼 生命科学 15 生（2） 生态学 

155 曹昊玮 生命科学 15 生（3） Photoshop 

156 洪森荣 生命科学 15 生（4） 植物组织培养 

157 邓万玉 生命科学 16 生（1） 生物化学 

158 徐芬芬 生命科学 16 生（2） 植物生理学 

159 夏瑾华 生命科学 16 生（3） 动物生理学 

160 杜佳朋 生命科学 16 生（4） Autocad 

161 吴  凯 生命科学 16 生（5） 园艺昆虫学 

162 郭连金 生命科学 17 生（2）（5） 植物生物学 

163 徐卫红 生命科学 17 生（4） 植物生物学 

164 朱  海 生命科学 17 生（6） 植物生物学 

165 童  珊 经济与管理 15 经（1） 报关实务 

166 朱  源 经济与管理 
15 经（2）（3）、16
经（8） 

金融学 

167 朱  源 经济与管理 15 经（4） 证券投资学 

168 郑振华 经济与管理 15 经（4） 高级财务会计 

169 周荣华 经济与管理 15 经（5）、16 经（6） 公共关系学 

170 徐和清 经济与管理 15 经（6） 新产品开发管理 

171 王荣军 经济与管理 15 经（8）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172 周略韬 经济与管理 16 经（1） 国际贸易理论 

173 叶宇平 经济与管理 16 经（2）（5） 宏观经济学 

174 陈  佳 经济与管理 16 经（3） 中级财务会计（二） 

175 姬  虹 经济与管理 16 经（4） 消费者行为学 

176 林建军 经济与管理 16 经（6） 宏观经济学 

177 罗  欣 经济与管理 16 经（7） 会计学 

178 谭先华 经济与管理 16 经（9） 财务会计学（一） 

179 吴卫卫 经济与管理 16 经（9） 人力资源管理 

180 黎爱平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17 经（2） 微积分（上） 

181 黄圣超 经济与管理 17 经（4） 市场营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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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当选者 所在学院 任课班级 任教课程 

182 张桂香 经济与管理 17 经（5）（6） 管理学 

183 郑振华 经济与管理 17 经（7） 基础会计学 

 

 
创新创业教育 
 

2017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名单 

（饶师院教字〔2017〕90 号，2017 年 9 月 21 日） 

序号 项目名称 编号 项目类型 负责人 班级 指导教师 

1 
纳米氧化锌的合成及

性能研究 
201710416001 创新训练 陈翰韬 15 化（5） 余乐书 

2 
基于 51 单片机的家用

节约用水无线监控系

统设计 
201710416002 创新训练 陈梦南 15 物（3） 涂  虬 

3 
“视唱练耳”教学内容

研究、开发与运用 
201710416003 创新训练 祝新思 16 音（4） 袁  平 

4 
大学生制造和传播网

络谣言的预防与控制

机制研究 
201710416004 创新训练 程华健 15 经（7） 聂洪辉 

5 
师范生教学技能“互联

网+”创新训练项目 
201710416005 创新训练 郦文娟 14 文（1） 韩世姣 

6 太平军赣东北活动考 201710416006 创新训练 刘  圆 16 史（1） 张文伟 

7 
光的干涉法测金属线

胀系数 
201710416007 创新训练 何津雨 15 物（1） 毛杰键 

8 
探讨法律和道德双重

框架下的代孕 
201710416008 创新训练 魏  颖 15 政（3） 余龙生 

9 
上饶市河长制的实地

调查研究 
201710416009 创新训练 汤逸瑶 15 政（1） 邱忠善 

10 
婴幼儿期亲子关系对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

响研究 
201710416010 创新训练 张佳露 15 教（2） 繆丽珺 

11 
旅游扶贫中的纠纷防

范与解决机制探析 
201710416011 创新训练 梁琬玲 14 史（3） 周晓雷 

12 
心意小铺-以上饶师范

学院为例 
201710416012 创新训练 缪诗瑶 16 外（4） 张真真 

13 
绘本阅读教育和儿童

情商指导工作室 
201710416013 创业训练 饶罗曼 14 教（2） 胡  兰 

14 柚（诱）学社 201710416014 创业训练 程嘉霖 14 经（4） 林宸羽 

15 
上饶师院德兴泸口村

精准扶贫项目紫米种

植产业+推广项目 
201710416015 创业训练 胡光明 15 生（1） 罗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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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编号 项目类型 负责人 班级 指导教师 

16 
中小学生素质拓展训

练营 
201710416016 创业训练 陈紫银 15 体（4） 

肖海彬 

凌  云 

17 教育资源提供与推广 201710416017 创业训练 谢卓君 15 数(1) 徐牡莲 

18 
江西艺考帮-艺术考生

信息公众号开发与应

用 
201710416018 创业训练 刘杰明 15 音（2） 

陈江鸿 

袁  平 

19 束发影像工作室 201710416019 创业训练 刘  宁 14 美（12） 李  莉 

20 水晶滴胶 201710416020 创业训练 廖雨萱 16 生（5） 罗  丹 

 

  

2017 年教学工作综述 

一、全日制在籍在校生概况 

1. 基本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校全日制本专科在籍在校生 14571 人，分布在 13 个二

级学院、364 个行政班（本科 338 个、专科 26 个）、50 个本科专业（师范类 19 个，非

师范类 31 个）和 10 个专科专业（师范类 7 个，非师范类 3 个）。班级平均规模 40.03

人，其中，本科专业班级平均规模 40.24 人，专科专业班级平均规模 37.31 人。 

2. 本专科及男女生比例 

在籍在校生中，本科生 13601 人（男生 4479 人，女生 9122 人），专科生 970 人（男

生 152 人，女生 818 人）。本科生占 93.34％，专科生占 6.66％；男生占 31.78％，女生

占 68.22％。 

3. 年级分布 

2014 级 3331 人（本科生 3331 人）；2015 级 3587 人（本科生 3161 人，专科生 426

人）；2016 级 3928 人（本科生 3506 人，专科生 422 人）；2017 级 3725 人（本科生 3603

人，专科生 122 人）；2014 级、2015 级、2016 级和 2017 级学生分别占全日制在籍在校

生 22.86％、24.62％、26.96％和 25.56％。 

4. 学科分布 

本科生学科构成：艺术学 3537 人，占本科生 26.00％；理学 2773 人，占本科生 20.39

％；教育学 1753 人，占本科生 12.89％；文学 1656 人，占本科生 12.18％；管理学 1366

人，占本科生 10.04％；法学 831 人，占本科生 6.11％；工学 617 人，占本科生 4.54％；

农学 425 人，占本科生 3.12％；经济学 360 人，占本科生 2.65％；历史学 283 人，占本

科生 2.08％。 

5. 师范非师范分布 

师范类本专科生 8405 人，占学生总数 57.68％，非师范类本专科生 6166 人，占学

生总数 42.32％。师范类本科生 7711 人，占本科生 56.69％；非师范类本科生 5890 人，

占本科生 43.31％。师范类专科生 694 人，占专科生 71.55％；非师范类专科生 27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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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专科生 28.45％。 

二、教学建设 

1．本科专业增设与停招 

2017 年，学校新增“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和“行政管理”本科专业。考虑师资、办学

条件和生源情况，决定从 2017 年开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和财务管理 4 个本科专业停止招生。 

2．修订培养方案 

2017 年，学校组织了新一轮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2017 版培养方案，认真借鉴兄

弟院校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充分听取用人单位、毕业生和高年级学生的意见，结合学

校地方性、师范性、应用性和贴近校情、贴近行业、贴近社会的办学定位，以及创办省

内一流师范教育的目标，坚持基础性、个性化、实践性、特色化和开放性原则，围绕“宽

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重创新”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目标，科学设置

课程。构建了“通识教育课程+教师教育课程（师范专业）+专业教育课程+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体系。对修读实践教学学分和公选课学分做出了明确规定：

理工农艺术体育类专业占总学分 25%左右，人文社科类专业占总学分 15%左右；所有专

业学生修读各类选修课占总学分 20%左右；师范类专业学生修读教师教育类课程占总学

分 16%左右。简化了对学生毕业修读学分的要求：在获得所有必修课程学分的基础上，

只要求满足教师教育类课程学分（对于师范生）、实践教学学分和总学分的要求，就可

以毕业。试行“周六排课制”，公共选修课、大学英语拓展、计算机应用拓展、职业生涯

规划、就业创业指导以及其它跨年级跨专业的课程，统一安排在周六上课，畅通跨专业

跨年级选课机制，推动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要。在第 2-6 学期，

试行“17+1+1.5”周运行机制，即，课程教学 17 周，集中实践教学 1 周，复习考试 1.5 周。

设置“集中实践教学 1 周”，为见习、实践实训或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时间保证。 

3．修订完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 

出台《上饶师范学院本科专业建设和综合评价负责人制度实施办法（试行）》《上

饶师范学院保障本科教学经费投入实施办法》《上饶师范学院关于师范生教师基本技能

培训测试和成绩登记的实施细则》《上饶师范学院本科教学奖励办法》等 4 个教学管理

文件；修订《上饶师范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管理办法（修订）》《上饶师范学院学生学

籍管理规定（修订）》《上饶师范学院转专业办法（修订）》《上饶师范学院学士学位

授予实施细则（修订）》《上饶师范学院公共选修课设置与管理暂行办法（修订）》《上

饶师范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实施办法（修订）》《上饶师范学院关于调课、停课、代课和

补课的暂行规定（修订）》《上饶师范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修订）》《上饶

师范学院推荐选拔优秀高职高专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习暂行办法（修订）》等 9 个教

学管理文件。2017 年 9 月，教务处已将 43 个教学管理文件结集成册。 

4. 落实青年教师导师制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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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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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对合作期满的青年教师导师制合作对象的工作进行了考核验收，确定“优秀”3 对、“良

好”8 对、“合格”3 对，其余 12 对暂缓验收。此外，新确定了 48 对 2017～2019 学年度

青年教师导师制合作对象。 

5. 弘教系列校本教材 

截止 2017 年年底，已经出版弘教系列教材 10 种。 

6. 普通话培训测试站标准化建设 

根据《江西省普通话培训测试站标准化建设暂行规定》的要求，启动了普通话培训

测试站的标准化建设工作，并于 2017 年 12 月接受了省教育厅语工处标准化建设达标验

收，获得省教育厅语工处专家的一致肯定。 

三、教学评价与质量监控保障 

1. 教学评价 

（1）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和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填报工作 

根据《江西省 2017 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工作实施方案》，组织物理学、

化学、应用化学、环境科学、新闻学、历史学、地理科学、旅游管理、心理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 10 个本科专业参加了江西省普通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工作。组织全校所有本科

专业开展了 2017 年度全国高校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高等教育质量监控国家数据

平台）数据采集和填报工作。 

（2）教学成果奖 

《“师情、师能、师艺”并重的小学教育卓越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获第十五批省优秀

教学成果二等奖。 

（3）第三届“教学十佳”评选 

根据《上饶师范学院“教学十佳”评选暂行办法》，经过推荐评审，苏丽琴、何丰妍、

张灵、袁平、贾凌昌、涂虬、诸葛竑、彭化南、韩世姣、黎爱平等 10 位教师当选上饶

师范学院第三届“教学十佳”。 

（4）课堂教学优秀教师评选 

根据《上饶师范学院课堂教学优秀教师评选办法（试行）》，学校授予 130 名教师

“2014～2017 学年课堂教学优秀教师”称号。 

（5）我最喜欢的任课教师评选 

2016～2017 学年度第二学期，133 位教师被学生评选为“我最喜欢的任课教师”。

2017～2018 学年度第一学期，183 人次教师被学生评选为“我最喜欢的任课教师”。 

（6）我心目中师院的好教师评选 

经 2017 届毕业生投票，一批教师当选为“我心目中师院的好教师”。 

（7）教师教学质量评价 

全校开展了课堂教学效果学生满意度纸质问卷调查，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

2376 门次课程接受问卷调查。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 91947 人次，其中满意票 75839 票（满

意率 82.48%）、基本满意票 14290（基本满意率 15.54%）、不满意票 1698（不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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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2043 门次课程接受问卷调查。参与问卷调查的学

生 81172 人次，其中满意票 70225 票（满意率 86.51%）、基本满意票 9461（基本满意

率 11.66%）、不满意票 904（不满意率 1.11%）。教务处从不同开课单位教师满意度、

不同职称教师满意度、不同学位教师满意度、不同年级满意度、不同性质课程满意度、

专职教师与行政兼职教师满意度等多方面进行了分类整理，并对上述满意度调查结果的

应用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继续开展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活动。二级学院在对教师教学工作各个环节（课堂教学

学生满意度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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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期为单位，确定了“教学质量综合考核居本二级学院前 40%”的教师。 

（8）开展听课评课活动 

为做好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自评自建工作，促进教师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在 2016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期间，学校开展了听课评课专项活动。专项活动中，

全校所有教师，不论身份，不论年龄，均进行一次公开教学；每个专任教师必须听课 10

节以上，领导干部按照相关规定完成听课任务；每个教研室必须进行不少于三场的听课

评课活动。截止 2017 年 5 月 31 日，全校 593 位（601 人次）教师参加了公开教学，组

织听课评课 248 场。 

2．教学督导 

2017 年，校督导组完成听课评课 400 余节，听课对象 180 余人，包括晋升副教授以

上专业技术资格教师的听课，2016 和 2017 年新上岗青年教师的听课，学院反应教学效

果较差的教师听课，全校示范教学周听课，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状况专项督查听课，学生

教学信息员反映需要调研的课程听课，第 24 届大学生“教师基本功”校级决赛听课。 

2017 年，校督导组继续开展课堂教学纪律专项督查，每天坚持课堂教学看课，覆盖

全校所有开课课程，全年共巡查课程 9500 多节次，及时编制公布了《教学督导组课堂

教学秩序巡课情况通报》，对全校课堂教学秩序的规范有序起到了促进作用。2017 年共

编制《教学工作督查通报》14 期，查处三级教学事故 1 人，四级教学事故 5 人。 

根据《关于课堂教学安排（排课）的若干要求及其监管措施》，2017 年，校督导组

对全校课任教师和教学班级排课是否按照规定的“排课规范三原则”进行了专项督查。 

根据《上饶师范学院关于规范考试命题的若干意见（修订）》，校督导组对全校期

末试卷的命题规范性进行了审核，对存在问题的 2016~2017 学年度第二学期的 27 门课

程，2017~2018 学年度第一学期 18 门课程进行了通报。 

此外，校督导组还对“课堂教学效果学生满意度”问卷调查和“我最喜欢的任课教师”

评选活动进行了督查，对全校期末考试工作进行了考风巡视。 

3. 教学信息员 

2017 年，聘任了 46 名学生为第十五批教学信息员，表彰了 10 名 2016～2017 学年

度工作优秀的教学信息员。目前，全校共有 85 名教学信息员。教务处及时收集、分析

和反馈教学信息员提供的信息，有效地改善了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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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改革 

1. 教改课题和教改论文 

2017 年，17 项教改课题获省级立项，其中重点项目 2 项；14 项省级教改课题和 15

项校级教改课题结题（包括 6 项校本研究课题）。此外，根据《上饶师范学院关于优化

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教学类指标的若干激励措施（试行）》，对校外专家评审认定的教师

在 2016 年发表的 34 篇教研论文进行了奖励。 

2. 强化师范教育特色 

（1）师范技能测试工作 

根据《上饶师范学院关于加强师范专业建设和改革的决定》《上饶师范学院关于师

范生教师基本技能培训测试和成绩登记的实施细则》和《上饶师范学院师范技能测试大

纲》，2017 年 5 月，聘请了 40 名中小学骨干教师、市区教研室教研员，担任上饶师范

学院师范技能测试外聘评委。全年组织了全校 2015 级、2016 级师范生开展师范技能测

试培训工作，全校共 10717 人次的师范生报名参加了 9 大项教师基本技能培训测试，其

中 8150 人次通过测试，通过率 76%。 

（2）教师基本功竞赛工作 

2017 年 5 月 24 日至 6 月 4 日，学校开展了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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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笔字、朗诵等 7 个项

目，全校师范生参与面达到 90%以上，比赛共产生一等奖 26 个，二等奖 47 个，三等奖

49 个。 

（3）师范生微格教学训练工作 

学校坚持每年组织一次为期 2 个月的师范生微格教学训练工作。规范训练内容（包

括课程导入、提问、演示、课程小结等）、训练方式（指导教师对师范生的训前培训、

第一轮结束后的小组成员间的互评）、成绩评定（对第二轮试讲进行评价）和录像归档

工作。 

（4）师范生教育实习工作 

修订完善教育实习环节标准、实施计划、实习手册、评价标准等工作规范，做到实

习前有明确要求、实习中有严格监督、实习后有考核评价。明确教育实习内容应包括教

学实习、班主任实习、教研实习、教学管理实习等多项内容。建立了以实习计划、实习

教案、听课评课记录、实习总结与考核等为主要内容的师范生教育实习档案。遴选了 30

多个办学条件好、师资力量强的中学作为教育实习示范点。推行教育实习“双导师制”，

安排一定数量的责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的教师驻校指导，

与实习学校教师共同指导教育实习工作。加强教育实习调研工作，教育实习期间，分管

教学校领导、教务处和二级学院领导组队集体走访实习学校领导、教师和实习生，召开

多种形式座谈会、听取实习生公开教学课、发放问卷调查表，回校后进行专题研究。坚

持优秀实习生评选制度；坚持实习工作总结交流制度，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组织实习交流

和总结，组织实习生进行研讨，邀请实习学校领导和教学骨干来校座谈交流，召开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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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带队教师座谈会，举办教育实习活动图片展（成果展）。 

（5）“一院一校一室”协同培养工作 

2017 年，学校印发了《关于组织实施“一院一校一室”对接项目的办法》，举办师范

教育的 12 个二级学院在上饶市行政区域内，分别联系了一所办学条件好、师资力量强

的中小学，作为对接的学校；同时，分别联系了一个县市区以上教育（体育）局所属的

教研室作为对接的教研室。对接的主要任务是：协同制定相关专业的培养目标，设计课

程体系、建设课程资源、组织教学团队、建设实践基地、开展教学研究、评价教学质量。 

3. 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建设工作 

2017 年，全校遴选 17 门拟重点建设的教师教育专业课程，进行第一阶段的课程教

学文档重点建设。经过对第一阶段建设效果的考核，确定其中的 9 门课程进入第二阶段

课程资源网络建设。 

2017 年，经二级学院推荐、校长办公会议审定，调整了 18 项省级以上教学质量工

程项目的负责人，对 5 项 2013 年立项的省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进行了验收，对 5 项 2015

年立项的省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进行了中期检查，推荐了 6 门课程申报省级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 

五、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教学活动 

1.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2017 年，20 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准国家级立项，130 项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准校级立项，52 项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和 10 项国家级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准结题。组织推荐我校 4 个国家级项目到省教育厅参加第十

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的遴选，项目《基于单片机设计的智能垃圾桶》脱颖而出，

代表江西省（全省共推荐 8 项）参加在大连海事大学举行的全国展示，取得了我校大学

生“双创”活动的新突破。 

2.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3387 篇 2017 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选题来自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的有 134 篇，占

3.96%。其中，来自国家级项目的 24 篇，省级项目的 86 篇，市级项目的 8 篇，校级项

目的 16 篇。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接近 25%的毕业论文选题来自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大

学生挑战杯获奖论文大多数出自毕业论文。 

3. 大学生校外技能竞赛、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工作 

2017 年 3 月，学校汇总了 2016 年全年在校大学生参加全省全国各类竞赛的获奖、

公开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的情况：参加技能竞赛获奖 309 项，公开发表论文 57 篇，授

权专利 5 项。 

2017 年，学校先后组织学生参加了全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2017 年江西

省大学生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竞赛、江西省第七届“艺德杯”大中小学师生艺术作品征

集、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举办的 2017 诗词

创作征集等各级各类比赛。2017 年大学生参加技能竞赛获奖、公开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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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正在统计核对中。 

六、毕业学位与考研工作 

1．毕业学位工作 

（1）毕业工作 

2017 年，全校 13 个二级学院 43 个本科专业毕业生 3373 人，符合毕业要求准予毕

业 3284 人，毕业率 97.36％。2017 年，全校 7 个二级学院 7 个专科专业毕业生 404 人，

符合毕业要求准予毕业 401 人，毕业率 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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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届 43 个专业 3245 名

全日制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学位授予率 96.21%；按 3 大学科门类授予 2017

届 3 个专业 39 名全日制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辅修双学士学位；授予 2 个专业 5 名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 2016 年 6 月毕业生文学学士学位；按 3 大学科门类授予 5 个专业 5 名 2017

年 1 月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和 1 个专业 7 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2016 年 12 月毕业生学士

学位。 

2. 考研工作 

全校 3375 名 2017 届本科毕业生，899 人参加了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358

人被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升研率 10.61％。127 人被 211 高校录取，占录取人数的 35.67

％。升研的毕业生覆盖 13 个二级学院 41 个本科专业。升研率在 10%以上的二级学院（4

个）：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38.07％）、生命科学学院（30.22％）、物理与电子信息

学院（20.11％）和政治与法律学院（12.96％）。升研率在 10%以上的专业（16 个）：

化学（45.54％）、生物科学（36.23％）、生物技术（34.62％）、思想政治教育（34.15

％）、应用化学（30.77%）、园林（28.75％）、教育技术学（28.57％）、环境科学（24.24

％）、地理科学（23.64％）、物理学（22.50％）、园艺（22.00％）、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21.05％）、国际经济与贸易（16.28％）、书法学（13.95％）、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13.11％）和小学教育（12.63％）。全校师范类本科专业毕业生 1864 人，230 人

升研，升研率 12.50%；非师范类本科专业毕业生 1511 人，128 人升研，升研率 8.47%。 

七、考试工作 

1.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 

2016 年 12 月，参加 CET 的考生 5927 人。其中，参加 CET-4 的考生 4404 人，分数

在 425 及以上的 1606 人，占考生数的 36.47％；参加 CET-6 的考生 1523 人，分数在 425

及以上的 314 人，占考生数的 20.62％。 

2017 年 6 月，参加 CET 的考生 5045 人。其中，参加 CET-4 的考生 2669 人，分数

在 425 分以上的考生 368 人，占考生数的 13.79％；参加 CET-6 的考生 2376 人，分数在

425 分以上的考生 581 人，占考生数的 24.45％。 

2017 年 12 月，参加 CET 的考生 6181 人。其中，参加 CET-4 的考生 4428 人，参加

CET-6 的考生 175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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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升本选拔考试 

2017 年，在 7 个本科专业中进行了专升本选拔考试，校内外 308 名应届专科毕业生

报名，50 人被选拔到相应的本科专业继续学习。 

3. 普通话测试 

2017 年，5028 人参加了普通话测试，4618 人获“二乙”以上等次，其中，一乙 104

人，二甲 2383 人，二乙 2131 人。全校年度测试通过率为 91.85%。 

4. 考风考纪建设 

2017 年，在各种等级考试及校内期末考试中共查处违纪舞弊学生 6 人。依据期末考

试组织工作考核办法，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体育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等 7 个二级学

院被评为“2016~2017 学年度考风先进教学单位”。 

八、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工作 

学校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审核评估工作，2016 年 10 月 13 日正式启动评建工作后，分

别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2017 年 9 月 11 日先后召开两次中层以上领导、教授博士老师、

专业负责人和教研室主任参加的评建工作推进会。2017 年 9 月 27 日，学校还召开迎接

本科教学工作预评估动员大会，校党委书记朱寅健、校长詹世友出席会议作动员讲话，

并为迎接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60 天倒计时揭牌。 

2017 年 6 月，学校制定了《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2017 年暑假行动方案》。方案

的第一部分为教学文档建设及其督查工作的安排，主要教学文档有毕业论文/设计信息汇

总、期末试卷信息汇总、毕业论文/设计过程材料、2017 届毕业论文/设计中来自指导教

师科研项目和教改项目的论文/设计选题比例统计、2016～2017 学年度综合性和设计性

实验统计、试卷及试卷分析、课程教学大纲、二级学院教学管理办法、教师听课本、教

案、调课单及其调课数据统计、教研室活动记录本等；第二部分为校院两级的审核评估

自评报告撰写工作安排；第三部分为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填报工作安排；第四部

分为师范特色发展工作安排。为抓好交流和落实工作，2017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9

月 9 日至 9 月 10 日分别组织 32 位校内专家对上述工作进展进行了专项督查和交流。 

2017 年 10 月 7 日至 9 日，学校聘请福建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7 名专家按照教

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工作流程，对我校本科教学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核预评估。

专家组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学校在本科教学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以及整改建议。 

2017 年 10 月 13 日，校评估办印发了《上饶师范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迎评决

战工作方案》，从条件保障、课堂教学、校园环境、评估材料、干部作风、教师教风、

学生学风、宣传动员、专家考察基地和场地、专家接待等 10 个方面，明确了工作任务、

工作措施、工作进度、责任校领导和责任单位，明确了督查工作和追责工作的要求。自

方案印发之日起至审核评估前夕，每周一上午召开学校党政班子联席扩大会议，听取工

作进展汇报，协调相关工作，对推动评建工作取得了积极的作用。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以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国祥教授为组长的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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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组一行 11 人，对我校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审核评估工作。专

家组从四个方面对学校的教学工作予以肯定：定位和目标明确，主动适应行业与地方经

济发展需求；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改善教学资源条件，保证教学运行的需要；

不断完善培养体系，不断优化培养模式，努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努力构建有效的

质量保障体系，教学质量稳步提高，毕业生广受用人单位的好评。专家组一致认为，学

校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高；师资队伍和

教学资源条件的保障度强；教学和质量保障体系有效运行；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

度高，人才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效果的实现状况好，达成度高，学校的本科教学评建工

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专家组同时建议，学校的本科教学工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进一步落实实现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的路径和举措，进一步增加师资队

伍的总量和优化师资队伍的结构，进一步完善服务教师发展的机制和措施，进一步发挥

科研对人才培养的反哺作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根据专家组的反馈意见，在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学校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以

饶师院字〔2017〕128 号文印发了《上饶师范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方案》，

上报教育部评估中心和江西省教育厅。同时，决定在 2018 年寒假期间，开展为期 4 天

的全校不同层面的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工作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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