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学期开学工作秩序井然

我校召开2013—2014学年度
第一学期第二次本科教学工作例会

2月24日开学第一天，由校领导刘肇军、赵

守盈带队，校督导及教务处工作人员组成的校级

开学教学检查小组，以及由各学院分管教学副院

长带队，院办公室主任、

辅导员等相关人员组成

的院级开学教学检查小

组分别对我校宝山、白

云、花溪校区的教学管

理人员、任课教师、学

生、教材等情况进行了

检查，并在花溪校区召

开开学检查情况汇总汇

报会议。会议由教务处

处长罗永祥主持。

会上，各学院分管教学领导汇报了实时检查

的教学情况。从检查及汇报情况看，各学院（教

学部）均提前做好了开学准备工作，除极少部分

学生因种种原因未正常返校，全部教职工和绝大

部分学生均已到岗到校，新学期开学工作秩序井

然。教务处、学工部及花溪管理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汇报了开学准备及检查

的相关工作。赵守盈副校

长提出有关部门要严抓学

生的出勤率，确保教学质

量。刘肇军副校长肯定了

此次“小组分工、学院参

与、集中汇总”的开学检

查形式，希望各部门、学

院继续齐心协力确保开学

及后续工作稳步开展，并

对学院和部门提出的问题和

难处进行了解答，督促相关部门协力解决，保证

教学工作正常运行。

（王威力）

2014年1月3日上午，我校2013-2014学年度

第一学期第二次本科教学工作例会在校督导会议

室召开。校长伍鹏程、副校长刘肇军，校督导张

笑一，各学院（教学部）院长和主管教学副院

长，学工部、后勤集团负责人，教务处处长、副

处长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教

务处处长罗永祥主持。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对2013年教学工作进行

总结，部署下学期本科教学工作。会上，由教务

处负责人就分管的工作进行通报。教务处副处长

杨柳对2013年竞赛类项目、开放性创新实践教

学体系构建及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等情况进行通

报。教务处副处长周勋介绍了公共课程（通识课

程）、慕课建设、教务系统升级等相关工作。教

务处副处长姜山汇报了各专业2013本科人才培养

方案的执行情况，并就教学管理文件的修订和名

师培育工程文件的制定进行说明。教务处处长罗

永祥总结了本学期教务处的教学管理情况，并通

报2014年教学工作要点。校督导张笑一老师通报

本学期本科教学检查情况，并对青年教师能力提

升等问题提出建议。

刘肇军副校长对2013年本科教学工作取得的

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形势进

行了分析，对下一步的工作作了安排。伍鹏程校长

充分肯定了2013年的教学工作，对大家的辛苦工作

表示感谢，并进一步分析了学校在办学空间得到拓

展、办学层次得到提升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学校

如何转变观念，走内涵发展道路。伍校长围绕“教

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的基本理念，提出了三要

求：一是强化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制定系统的教

学奖励政策，形成教师热爱教书、能教好书的良

好氛围。二是进一步推进学分制的改革，探索与

学分制配套的小学期制度改革。三是推动按大类

招生，加大学生转专业的力度。

（伍廷跃）

4月1日，教务处在校督导会议室召开《贵州师范大学本科生转

专业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二次征

求意见会。教务处

处长、副处长，部

分学院副院长、教

学秘书及教务处相

关工作人员参加了

此次会议。 

会上，罗永祥

处长结合《实施办

法》制定、修订的

背景，就如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切实体现“以学生为

本”的办学理念等方面对文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此次

《实施办法》的修订提出转专业要坚持“自主申请、双向选择、有

序引导、逐步放开”的原则，进一步拓宽学生自主选择空间，充分

尊重学院意见，通过校、院的合理引导，逐步加大转专业规模。与

会人员根据近年来学院转专业情况，重点讨论了转专业名额、考核

方式、成绩认定等方面内容的制定，提出《实施办法》的制定要充

分考虑“基础性、科学性、操作性”，力求文件准确详实、具有较

强操作性。此次会议的召开为修订、完善《实施办法》以及方案的

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王威力）

教务处召开第一批“慕课”辅导教师工作会议
4月1日上午，第一批“慕课”（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MOOC）指导教师工作会议在校督导会议室举行，教务处处长罗永

祥、副处长杨柳、周勋、姜山及指导教师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教务

处副处长周勋主持，公共课程建设与管理科科长雷松岭介绍辅导教

师的工作内容。

为提高学生信息化条件下的自主学习能力，共享校外优质课程

资源，我校试引入部分培养学生“核心能力”方向的“慕课”，开

展“慕课”选修试点。为更好的辅导学生科学安排学习进程，督促

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教务处安排了第一批“慕课”指导教师进行辅

导工作。会议提出四点要求：一、进行课程学习，弄懂讲解内容；

二、查看学习进度、发送督促信息；三、查看学生评论、恢复学生

问题；四、管理讨论内容、删除不良信息；五、记载辅导过程，做

好笔记总结。

罗永祥处长指出，指导教师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提前学习相

关课程；在实践中，摸索方式方法，互相交流经验；秉持责任感，

注意与学生的沟通，共同努力，保证“慕课”网络通识选修课顺利

进行。

           （梅 畅）

教务处召开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二次征求意见会

2014年1月13日至15日，第五届“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

理科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陕西师范大学

举行，我校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夏小刚老师指导的2010级

本科生李丹丹、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石红老师指导的2010级

本科生崔鑫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三等奖，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2010级本科生孙腾飞获得优秀奖。在全部42所参赛学校中，

获得等次奖的学校有19所，同时有两名参赛选手获得三等奖

以上奖项学校仅有8所。 

为认真做好此项竞赛工作，学校领导、教务处和相关学

院高度重视，通过组织校内学院级、校级的学生教学技能竞

赛选拔优秀选手。赛

前，学校组织相关教

师教育学科专家对参

赛选手进行单独及集

体培训辅导，从教学

设计、教学语言、教

学仪态、板书设计以

及实验技能等方面进

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使他们具备了扎实的课堂基本教学技能，为全国总决赛取得

优异成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校学生在“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理科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赛”中再创佳绩

参赛学生与指导教师颁奖现场合影

第五届“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

理科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赛”比赛结果

组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数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物理组 陕西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化学组 陕西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



根据学校2014年教学工作部署，落实学校关于“深入推进学分制改

革”的具体要求，2014年3月12日至17日，教务处罗永祥处长一行3人先后

赴南京大学、江苏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三所高校进行调研。本次调研旨在

深入学习兄弟学校在推行完全学分制的经验与做法，为我校推行学分制改

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在座谈会上，兄弟学校详细介绍了完全学分制的改革

历程及开展情况，并对推行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和困难作了说明。通过这次

调研，加强了我校与兄弟学校之间的联系，开阔了调研组推行学分制改革

的思路和眼界，为我校深入推进学分制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蔡祖英）

法学院司法考试通过率创历史新高
我校本科教学督导组赴
云南师范大学学习考察

教务处召开推行学分制改革座谈研讨会
3月11下午，我校推行学分制改革座谈研讨会在校督导会议室召

开。各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教师代表，校督导组负责人，教务处处

长、副处长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教务处处长罗永祥

主持。 

会上，罗永祥处长介绍了召开此次座谈会的背景及愿景。学校在办

学空间得到拓展、办学层次得到提升后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2013本

科人才培养方案正在执行的关键时期，为了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

学校提出了推行学分制改革。伍鹏程校长在2013年底教学工作会议等多

个重要场合明确指出，要求教务处做好推行学分制改革的前期调研工

作。会上，与会代表对自主选课制等核心问题，以及在推行完全学分制

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课程资源、师资力量、教学运行机制等瓶颈问题进行

了广泛、自由、热烈的讨论。

此次会议，标志着我校学分制改革的调研工作正式启动。近期，教

务处将组织人员分赴各大院校就完全学分制的实施情况进行调研。

（伍廷跃）

3月27日，根据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工

作安排和学校2014年教学工作部署，副校长刘肇军主持召开

座谈会，围绕学校深入推进学分制改革进行领题调研。教务

处处长罗永祥及部分学院副院长、学科组负责人参加会议。

教务处介绍了深入推进学分制改革的背景及外出调研的

情况，并结合2013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实施，对完全

学分制的核心、关键问题做了必要的说明。

 与会人员分别汇报了各学院就深入推进学分制改

革所做出的思考、采取的措施以及面临的问题。学校处于

本科生教学主体搬迁、教学资源相对紧缺的特殊时期，部

分学院对于深入推进学分制改革所带来的教学、管理等问

题存在顾虑，但均表示学分制的改革势必会给推动学校内涵

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翁庆北表示，生

命科学学院作为学校立项的院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愿意为

深入推进学分制改革先行先试。

刘肇军副校长总结时指出，本次专题调研是开展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深入改革，既“务虚”

又“务实”的重要会议。希望大家持续解放思想、转变观

念，切实体现“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要求教务处协

调相关部门积极深入推进学分制调研工作，提供切实可

行的建议；希望改革试点学院积极思考、探索，积累深

入推进学分制改革经验。

（王威力）

1、2月28日上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督查组莅临我校检查2014年

春季开学工作。督查组组长、教育部体卫艺司巡视员廖文科，组员、国家督

学、河南省教育厅巡视员张健一行在我校副校长刘肇军的陪同下，先后走访

了行政楼、教学中控平台、教室、食堂与学生寝室，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对学

校在全面落实开学条件保障、维护校园安全稳定、推进新学期重点工作、后

勤服务、新校区建设进度等方面情况的汇报。         （摘自师大新闻网）

2、在校领导的高度重视，教务处、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的有序组

织下，我校在“2013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喜获佳绩。

来自全校7个学院的78名本科学生，组成26支代表队，参加了本次竞赛。

共获得全国二等奖3项、赛区（省级）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12项

的好成绩。                                                   （韩  飞）

3、3月21日，由外国语学院主办的第五届海峡两岸口译大赛贵州师范

大学选拔赛在花溪校区GJ6302阶梯教室举行。本次口译大赛分英译汉、汉译

英、数字翻译三个环节。来自各学院各年级的35位参赛选手经过紧张激烈的

角逐，共产生了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本次口译大赛为我校

广大学子展现口译才能和加强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学

习外语的热情，极大地促进了学生专业素养的提高。       （外国语学院）

4、3月20日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

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曹顺庆应我校文学院邀请来花溪校区

进行题为“大学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讲座，以“中国教育现状”的

观点切入讲座，先后从中国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讲述了中国高等

教育学府发展的历史进程，用鲁迅、钱学森、钱钟书等杰出人才为例，

阐释了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性。并呼吁高校要注重对大学生实践能力的

培养。                                               （摘自师大新闻网）

5、2014年3月22日，第五届“蓝桥杯”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计与创

业大赛省赛成功举办。在校领导的高度重视，教务处的组织和学院的支持

下，我校共推荐9名同学参赛，其中数学与计算机学院冷光跃、冉旭丰两

名同学脱颖而出，荣获个人赛省赛C/C++程序设计本科B组一等奖，成功进

入决赛，晋级全国总决赛，在贵州赛区名列前茅；另外，数学与计算机学

院朱德杰同学荣获个人赛省赛C/C++程序设计本科B组二等奖；数学与计算

机学院安世博、陈黔两名同学荣获个人赛省赛C/C++程序设计本科B组三等

奖；数学与计算机学院李武超同学荣获个人赛省赛C/C++程序设计本科B组

优秀奖，数学与计算机学院熊彬同学荣获个人赛省赛Java软件开发本科B组

二等奖。                                                  （韩  飞 ）

6、4月9日，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体育专业考试在我校拉开帷幕。

考试将持续到4月20日，考试项目为100米、800米、原地推铅球和立定三级

跳远。来自9个市州的13731名考生将参加考试，比2013年增加2546人。                       

                                                       （体育学院）

7、3月27日，台湾南华大学释慧开副校长一行三人来我校访问。双

方相互介绍了各自学校的概况及办学优势，希望建立合作关系，在双方

的优势专业上开展交流合作。经过商谈，双方签署了两校学术交流合作

协议。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8、美术学院第二届教学技能大赛于3月28日顺利开赛。本次教学技能

大赛分为 A、B两组来进行，比赛时间分别为3月28日和4月4日。评委通过选

手的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及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打分，评出一等

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4名，并评出最佳课件制作奖、最佳授课奖、最

佳问答奖各1名。                                            （美术学院）

副校长刘肇军领题调研深入推进学分制改革

教学简讯：

2014年3月19日至21日，教务处姜山副处长带队，完全学分制调研小

组一行先后赴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中南大学五所高校调研学习，就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本科教学工作

的管理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完全学分制实施情况、所面临的困惑等问

题，与兄弟院校交流学习。

交流会上，兄弟院校向我校详细介绍了推行完全学分制过程中取

得的成绩、遇到的问题及相应措施，探讨了利于课外学习的“教学研讨

课”、压缩学分等特色形式。我校就推行完全学分制的做法，辅修与转专

业制度及执行情况，制定、启用新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视角与思路等方

面，与兄弟院校进行了充分交流。

兄弟院校的相关经验为我校深入推进学分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

考，同时也为我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新思路。

（王威力）

姜山副处长一行赴华中
科技大学等高校调研学习

为做好我校“深入推进学分制改革”相

关工作，深入了解兄弟院校推行完全学分制的

先进经验，2014年3月13日至18日，教务处周

勋副处长一行先后赴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

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三所高校进行考察学习。

交流会上，重点探讨了推行学分制改革必将面

临的教学、管理等一系列问题，详细了解了兄

弟院校在师资力量、教学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情

况，就课程资源的管理、大学城跨校区学分互

认、班级建制、公共课教学团队建设等方面进

行了广泛交流。 

考察期间，调研小组还就“本科教学计

划各模块课程设置要求及学制”、“教师教育

模块课程设置办法”、“辅修-双学士学位制

度”、“青果教务系统的定制”等方面，与兄

弟院校展开了经验交流，为我校推行学分制改

革提供决策参考。

 （雷松岭  梅  畅）

教务处罗永祥处长一行赴
南京大学等高校调研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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