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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要 闻
☆ 张士强校长调研学校本科实验教学情况
11 月 9 日至 10 日，张士强校长先后到机械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自动
化与电气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土木建筑学
院等教学单位，实地考察调研学校本科教学实验情况，教务处和相关学院负责同志陪同
调研。
调研期间，张校长一一走访教学单位所有部门，详细了解各学院实验开出率、实验
人员队伍建设、学生创新实验项目开设以及实验室安全卫生等情况，与老师和同学们亲
切交谈，询问他们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对老师们为学校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鼓励大家争取更好的成绩。张校长对有关学院校企合作共建实验室、实验室开放创新、
专兼结合建设实验人员队伍等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对本科实验教学建设与管理
过程中存在的诸如实验教学资源共享不够、实验室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张校长强调，实验教学对学生创新精神与动手实践能力培养非常重要，各学院要积
极探索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增加学生实验、实训项目，职能部门要积极协调学院间资源共
享问题，提高利用率。今后，学校将会加大对本科实验教学的投入力度，不断优化实验
教学条件建设与共享机制，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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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教师参加 2016 年全国地方高校 UOOC(优课)联盟大会暨 MOOC 研讨会
11 月 11 日，2016 年全国地方高校 UOOC(优课)联盟大会暨 MOOC 研讨会在深圳大学
举行。教育部高教司条件处调研员张庆国，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魏中林，广东省教育厅
高教处副处长邓荣海，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许建领，美国凤凰城大学、台湾宜兰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大学、济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湖北大学等多所
加盟高校校领导以及美国 CMS 公司、CMOOC 联盟领导，UOOC 联盟理事长等参会。我校教
务处、商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负责人及相关教师参加了大会。
张庆国代表教育部高教司对 UOOC 联盟两年多来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提到，教
育部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和发展，UOOC 联盟自成立以来，整合了全
国地方高校的优质教学资源，正在形成优质课程共建共享的机制，为提升地方高校人才
培养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教育部会继续支持
UOOC 联盟的工作，将深圳大学负责的地方高校 UOOC 联盟在线课程的建设与应用作为中
国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立项支持。他对 UOOC 联盟未来
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坚持差异化发展，建立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坚持建以致用；
完善学分互认机制；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深圳大学校长、UOOC 联盟理事长李清泉在《全国地方高校 UOOC 联盟的探索与实践》
的专题报告中提到，UOOC 联盟从组建之日起就没有任何行政色彩，并且从一开始就倡导
以一个非盈利的模式推动共建共享。UOOC 联盟已经得到了教育部的重视，目前已经被列
为教育部重点关注的四个平台之一，学分互认是未来建设的重点，希望每个联盟成员高
校一起努力，共同推动联盟发展并主持联盟工作，让联盟真正成为地方高校联系的纽带。
目前 UOOC 联盟的在线课程已经成功拓展到中学，实现了中学生先修大学课程，获得大
学的认证学分。他还表示，联盟未来还将加强国际合作，获取海外优质的教育资源。
在下午的报告会上，专家们分享了在各自专业领域的 MOOC 经验经历。哈尔滨工业
大学副校长徐晓飞教授在题为《借力 MOOC 改革 创新高校教学模式》的主题分享中分析
了如何利用 MOOC 来促进我们高等教学模式的改革，详细分析了在 MOOC 的模式下不同教
学场景的设计。黄朝曦教授结合其自身在台湾的 MOOC 执教以及推广经历，为大家带来
了题为《TWMOOC 之现况与发展—中华开放教育联盟》的主题报告。分析了台湾 MOOC 发
展现状，利用数据与大陆 MOOC 的发展形成对比，展现了未来 MOOC 发展的巨大前景，并
在分享中创新性提出在 MOOC 课程里引入同侪评分的机制来提高在线授课效率并保证效
果。Charlie 分析了美国 20 年来在线教育发展遇到的问题，并为 UOOC 联盟今后发展提
2

供了值得参考的借鉴。华东师范大学的吴永和教授带来了题为《在线教育推动精准的教
育服务》的主题分享，分享中他利用图标类比，形象地为大家展示了教育机构利用教育
大数据为在线教育提供精准技术支持的方案。我校费跃农教授结合其线上线下的 MOOC
教学经验，为大家带来了题为《理工科专业课的 OPO 混合教学》的分享报告，报告中对
线下辅助线上教学、开源共享、如何对教学过程精心设计发表了其有独到的经验见解。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UOOC 联盟的理事会成员建议名单：深圳大学为理事长单位，福
建师范大学等 9 所高校为副理事长单位，济南大学等 28 所高校为理事单位。我校教务
处刘宗明处长作为理事单位代表，参加了首届 UOOC 联盟理事会。理事会决议通过了《全
国地方高校 UOOC（优课）联盟章程》；决议通过了课程运营中心授权，授权深圳市优课
在线教育有限公司为 UOOC 联盟课程运营中心的合作单位；决议通过了《全国地方高校
UOOC（优课）联盟大会宣言》。
全国地方高校 UOOC(优课)联盟是由深圳大学牵头，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成立。截止
现在，加盟高校已达 103 所，上线课程 106 门，48 所学校实现学分互认，累计选课人次
超过 20 万。本次大会主要是对 UOOC 联盟两年多来的发展进行回顾和总结，并规划和探
索未来可持续发展模式，同时对联盟突出贡献单位，优秀教师团队进行表彰。
☆ 学校召开实习支教工作会议
11 月 1 日上午，学校召开实习支教工作会议。各师范类专业相关学院的教学副院长、
教务处相关人员参加会议。会议由教务处处长刘宗明主持。
会议上教务处副处长单伟传达了《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7 年度师范生实习支
教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精神，布置了下一步的相关工作，并介绍了 2016 年秋季
我校实习支教工作的情况。教务处副处长郝丽对学生实习支教有关课程调整和学分置换
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说明。
刘宗明处长强调，各相关学院要充分认识实习支教工作的重要意义，实习支教工作
是一项常规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要积极动员师范类学生参加，提高学生教学技能，锻
炼学生实践能力。各学院要在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下进行个性化教学进程设计，在
不改变已有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让实习支教与计划内的实习教学环节相融合，保证教学计
划的圆满完成。学校高度重视实习支教工作，将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为参加实习支
教的同学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和条件保障。
参会人员还就本年度实习支教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和下一年度实习支教工
作的改进意见展开了热烈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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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新 闻
☆ 文学院召开教学工作会议
11 月 8 日，文学院召开了学院教学工作会议。会议以“坚持内涵发展，全面提
升教育教学水平与育人质量”为主题，系统总结、全面梳理了“十二五”期间的教
学工作，认真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并紧密围绕学校、学院“十三五”规划，对下一
步教学工作开展进行了部署和深入研讨。教务处相关负责人及文学院全体教师参加
了会议。
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十二五”期间教学工作的总结和反思。文学
院副院长陈晓洁代表学院向大会作教学工作报告，全面回顾了“十二五”期间文学
院教学工作取得的成果，深入分析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十三五”工作的
目标、任务和要求。随后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四
个专业负责人，从专业建设成果、专业建设面临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十三五”
建设目标和规划、采取的具体措施等方面做了专业建设情况汇报，总结提出了“书
院式”教学、“三连环”实践教学模式、“链条式”课程建设体系和“专家进课堂”
校企合作办学等育人新思路和新方法。
汇报结束后，刘宗明处长作了讲话和指导，他首先对文学院教学工作和专业建
设给予充分肯定，并结合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学校教学工作“十三五”规划制定等，
立足于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整体布局和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新形势、新机遇，提出
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针对如何构建科学有效的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如何开
放办学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如何开展新进教师培训工作、如何打破学科、专业、学
院壁垒培养创新型拔尖才等问题向老师们做了系统阐述，希望老师们把科研工作与
教学工作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学院的各项工作。
文学院院长张兵作第一阶段总结发言。张兵对老师们提出三点建议和希望：一
是勿忘本职，潜心耕耘。大学的根本功能在于人才培养，而人才培养的核心就是教
学工作，教学工作就是教师的本职工作。希望每位教师继续发扬敬业、奉献的优良
品质，一如既往的把求真务实、躬耕不辍的精神体现到教学工作的各个领域；二是
注重细节，精益求精。育人问题是大问题，教学工作既要从大处着眼，又要从小处
着手。希望老师们大力发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一定要按照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
和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精心设计每个教学环节；三是锐意进取，勇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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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希望老师们在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教学新理念新方法等方面多做创新性探索和
有益尝试。学院将出台相关规定，鼓励教师积极外出参加高层次的教学研讨会和开
展交流学习、调研活动。
第二阶段是专题研讨。审议并讨论《文学院毕业论文工作实施办法（讨论稿）》、
《文学院关于加强基层教学组织教研活动的意见（讨论稿）》等文件，以及针对实
习实践教学、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进行交流研讨。教学质量与评估办公室主任郭浩
帆全程参加讨论并发言。郭浩帆充分肯定了文学院在教学质量月期间召开教学工作
会议的重要意义，对学院教学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和建议，如希望学
院加强对学生考研工作的引导和指导，不断提高考研率；继续探索“书院式”教学
改革，力争把“舜耕书院”打造成融“经典阅读、学术交流、文化传承、社会服务”
为一体的文学院的靓丽品牌；认真总结“三连环”实践教学模式和“专家进课堂”
校企合作办学的经验并加以推广；积极鼓励老师们从事教研教改工作，踊跃申报相
关课题，大力培育标志性教研成果；在专业建设方面，一定要结合专业特点科学设
计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构建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切忌一刀切。
文学院党委书记李岩作第二阶段总结发言。李岩认为，本次教学工作会议在学
校教学质量月活动期间召开非常必要也非常成功，研讨阶段老师们踊跃发言，针对
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尤其是对学院即将实施的两个文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
下一步，学院将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修改与完善文件，并希望能够尽快推出，
以加强毕业论文环节的管理和更加切实有效的开展基层教学组织教研活动。
☆ 资源与环境学院博士论坛开幕
10 月 31 日，由济大论坛主办，资源与环境学院承办的资源与环境博士论坛在第
二学术报告厅开幕。论坛邀请刚刚从国外访学回来的王惠教授、李庆国副教授，新
进博士魏东、刘伟、卢岩、张睿担任博士论坛主讲人，他们从《西澳大学访学见闻
谈》、《城镇新型污水处理技术现状及未来展望》、《在知识中认识自己，让梦想
起航》、《我的成长与研究经历——付出和收获》、《英国的水问题及 Exeter 访学
体会》、《从专业到就业》等六个方面，开展学术交流、学涯规划、就业指导等方
面的交流和研究。资源与环境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侯启海主持开幕和论坛。
开幕式上，侯启海副书记指出博士论坛的举办是学院积极贯彻学校加强学风和
科技创新建设和就业工作会议的重要举措，是大学科技创新与发展、大学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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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学术研究与发展、学生成长与发展的需要，目的就是通过博士论坛，为大
学生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和学习互动平台，努力营造一种学习与创新的氛围、意识和
理念，让青年学子全身心投入到学习知识、锻炼能力、拓展视野中，掌握真实本领，
励志成才。
随后，博士论坛第一讲——西澳大学访学见闻漫谈会正式开始，资源与环境学
院教授，访美、访澳博士王惠老师为同学们做了生动、精彩、令人难忘的报告。王
惠老师从课题活动、学术研讨、菌根研讨会、交流活动、领保活动等五个方面讲述
了她在西澳大学的访学经历，向同学们传授其从这些活动中获得的教学、科研经验
和人生感悟。她鼓励同学们要积极参与到课题研究和学术讨论中，学会与他人交流
合作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王惠老师谈到，在国外的访学经历引发了她对
教学与科研的再思考，中国当今大学也应向国外学习，将研讨式教学与任务式教学
相结合，应用与理论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动手与实践能力，增强学生对科研实验的
严谨规范的意识。

标 题 新 闻
☆ 2016 年度专业人才培养状况年度报告编制工作正式启动
☆ 第一批通识核心课程验收工作正式开始
☆ 2016 年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报工作正式开始
☆ 校友范伏清客座教授聘任仪式暨报告会在我校举行
☆ 台湾东海大学林香伶教授应邀来我校做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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