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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质量文化氛围，我院公开课活动圆满结束

为了进一步推动教学改革，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发挥优秀教师的

示范效应，加强教师之间的学习和交流。10月 16 日至 11 月 17 日，

我院开展了为期五周的公开课教学和教研活动，现将此次活动总结如

下：

一、 公开课课程分析

全院包括继续教育学院共计 9 个教学单位，共推荐岳亮、王雨婷

和王癸霖等 21名教师参加了此次公开课活动。课程涵盖英语、创新

创业领导力等通识课程，也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方向

课课程，课程涵盖范围广，内容丰富。详见下表：

表 1：2017-2018 学年上学期公开课推荐教师名单

部门 教师姓名 课程 授课班级

交通工程系
雷权 《汽车电路识图》 2017级汽车检测与维修6班

岳亮 《客舱服务与管理》 16 级空乘 1班

建筑工程系
张永丽 工程经济 16 级工程造价 3班

徐莉萍 建筑与装饰材料 17 管理 2班、物业 1班

社会管理系

王伟杨 服务心理学 16 级酒店管理 2班

阚波 都市社会发展 17 级人力资源管理 1班

廖桂苓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16 级商务英语 1班

林琢人 商务综合技能 16 级会计 2班



王雨婷 职业形象与礼仪 16 级会计 2班

尚丹 基础英语 17 级计算机网络技术 1班

艺术与体育系

任宇翔 住宅空间设计与实训 16 级建装室内设计 2班

温莉莎 三维游戏角色设计与制作 16 动漫制作技术 2班

潘翔 运动解剖基础 17 级健身指导与管理 1班

经济管理系
胡虹 会计电算化（2） 16 会计 8班

张凯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 16 互联网金融 1班

电子信息系
王癸霖 光传输技术 2016 级移动通信技术 2班

袁珊 通信工程制图 CAD 16 级通信技术 1班

学生发展处 陈肖霖 创新创业领导力 16 公选课班级

鼎利学院
段宇 网络营销 16 电子商务技术 1班

黄超昔 3G 无线网络系统原理 16 级移动互联（网优）

继续教育学院 王昌盛 英语 五年制 2016 级 1 班

从表 1可以看出，较广的课程范围，为教师跨院系、跨专业听课

学习提供了机会，老师们通过观摩不同类别的课程教学，可以从教学

设计思路、课堂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上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

从教师选听的课程来看，通识类课程较多，如《创新创业领导力》、

《职业形象与礼仪》和《基础英语》，然后是专业课程《国际贸易理

论与实务》、《证券投资与理论》和《客舱服务与管理》，听得较少

的课程有《光传输技术》、《三维游戏角色设计与制作》和《3G无

线网络系统原理》。从教师的听课偏好来看，大部分教师首选本部门

老师的专业课，这样易于学习和应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去，对于跨院系

听课，大都集中在文科通识类，此类课程易理解，教师兴趣较浓，又

比较实用，如《创新创业领导力》和《职业形象与礼仪》。对于偏理

工科，专业性强且不容易理解的科目听得较少，如《3G无线网络系

统原理》。

二、 公开课评价指标分析



教学评价指标是教育教学测量与评价的工具，也是老师们努力的

行动指南，评价指标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评价的结果和教学效果的

改善。此次公开课活动采用如下 10个指标：

表 2：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公开课教学评价表

评价项目 评价结果

1.课程目标明确，能力为本，融入育人目标。 优 良 中 差

2.教学内容有设计，成效为本，信息量适中。

3.教学文件齐备，授课内容与教学进度基本吻合。

4.语言规范、准确，声音洪亮，语速适中且有感染力。

5.课件制作精良，板书配合得当（理论课）。

示范易懂、易模仿，阐述准确（实践课）。

6.知识、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做一体化。

7.重点突出，难点讲清，深入浅出（理论课）。

巡视频繁，因材施教，耐心辅导学生（实践课）。

8.以学生为主体，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9.课上有练习、有总结归纳，课下有作业、有考核安排。

10.课堂控制得力，调动学生积极性，课堂气氛活跃。

您对该教师的建议、意见和评价：

本次公开课活动要求全院专职教师听课并填写《四川长江职业学

院公开课教学评价表》，根据要求确定标准：优、良、中、差四个等

级。

从《评教表》可以看出，着重对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要求：第一，

要明确课程教学目标，能力为本；第二，明确指出课程教学内容要与

实践结合，教、学、做一体；第三，明确指出多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

教学方法，如互动式教学；第四，明确要求课堂教学目标要有考核安

排，成效为本。对课堂管控，作业布置与课程考核等，也提出相应的



要求。希望教师以评价指标作为自己教学设计的指南，尽可能的完善

优化自己的教学设计，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三、公开课授课情况分析

1.教、学、做一体化，让学生“做中学，学中做”

本次公开课活动的一大特点是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让学生

在实践中观察和思考，将知识和生活实践相联系，学以致用，活学活

用，让学生将知识和技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习。

张凯老师的《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让学生在真实的股市中模拟

交易，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交易账户和一笔虚拟资金用来交易，在真

实的环境下操盘交易，最后以资金账户多少作为课堂考核的依据，这

一创新的教学方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提高了

学习的效率。

袁珊老师的《通信工程制图 CAD》基本概念清楚，课程内容讲解

准确，教师一边讲解，一边演示，然后让学生自己操作，老师巡视并

耐心指导学生，准确把握学生学习情况，真正做到让学生在“做中学，

学中做”。

任宇翔老师的《住宅空间设计与实训》采用“任务驱动”，教师

在学生完成任务过程中及时指导学生的错误以及不完善的地方，让学

生在实践操作中完成知识的掌握。

2．教学内容联系实际生活和将来就业岗位



雷权老师的《汽车电路识图》用实物图展示汽车电器基础元件，

熔断器、继电器，以及如何减少控制开关电流负荷、烧蚀等现象的发

生。教学内容结合将来学生就业岗位，有利于学生就业。

林琢人老师的《商务综合技能》以学生为主体，在宜家家居选择

某特定主题为拍摄对象，老师指导，然后以拍摄的作品作为学习、评

价和考核的依据，既学习了知识，又锻炼了能力。

尚丹老师的《基础英语》以学生大学生活为线索，设计四个不同

场景，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让学生在熟悉的场景用英语交流，激起

了学生参与的热情。

潘翔老师的《运动解剖基础》以人体骨架为教具，结合人体躯干，

讲解人体的 206 块骨头，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身体，大大提高了学生

的兴趣和学习效果。

3.互动式教学改革在我校逐步推动

互动式教学是一个动态发展着的教与学交互影响和交互活动的

过程，能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

效果的目的。我院互动式教学改革活动已推行一年多的时间，从此次

公开课的授课情况看来，已初现成效。

王雨婷老师的《职业形象与礼仪》采用典型案例法结合马斯洛需

要层次，与学生讨论如何高效回答面试官的问题，既符合学生实际，

又契合考官心理需求。然后又运用情景创设法，给学生创设一个三人

初次见面的场景，让学生 A介绍双方认识，并强调肢体和语言的恰当



运用，其他同学观看并找出不足之处。这样的互动式教学，极大地调

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活跃了课堂。

岳亮老师的《客舱服务与管理》，要求全体学生着正装上课，让

学生有种职业岗位待命感，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课堂专注度，分组教学

则加强了学生间的交流和合作，每次课一组学生实训，反复巩固反复

练习，提高了教学效果。

廖桂苓老师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并应

用情景创设法，让学生参与如下体验，自己注册公司，选产品，从海

鲜大类，具体到虾、蟹，鱿鱼等小类，让学生在体验过程中学习工作

内容，又掌握了需要注意的细节，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四、教师听课及教研活动开展情况

1.听课情况有待改善

本次公开课活动要求全院专职教师至少听课 3 次及以上，全院共

听课 300 余次。从各教学单位提交的听课表可以看出：第一、各教学

单位教师听课以完成任务为主，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部分教

师评价不够严谨，所提建议不具体，套话较多。如：“生动形象，幽

默，互动较好”；“案例充分，互动性强，声音洪亮”等这种一句话

评语不在少数，第三、听课后与任课教师交流不太积极。

2.教研活动情况良好

公开课活动结束后各教学单位组织安排了专题教研活动，老师们

分享了自己的听课心得，反思对自己教学设计的启发和今后努力的方



向，基本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汇总各教学单位的活动总结，有如下

几条建议：

（1）建议教师广泛采用情景引入法、案例法、分组讨论等方法，

增加课堂互动，能很好的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参与度。

（2）理实一体化课程，建议将理论与实操分教室授课，以理论

部分为主的课，建议在多媒体教室，避免学生在机房以电脑为屏障做

与课堂无关的事，以实际操作为主的课，则应选择不同的实训场地进

行灵活授课，教师应加强对学生自行操作期间的引导和管理。

（3）重视学情的分析，分析学生的基础，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

设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因材施教，这样才能达到理想

的效果。

（4）个别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和专业培养目标不符，如人力资

源专业的专业拓展课《都市社会发展》开设时间和内容都需要改进。

（5）老师们不仅可以通过全院公开课活动学习，也可以通过方

便快捷的网络、媒体等方式学习，扩大自己的学习范围，促进教师个

人业务素养的提高。

五、公开课活动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建议

1.部分课程职业教育理念体现不够，跟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改革自

己的课程还不够积极，教师学习的主动性不够

我院大部分教师是从普通高校毕业，对职业教育和教学规律还不

太熟悉，职业教育的理念在课程中得不到体现或体现较少。社会在发



展，新技术、新工艺、新的培养模式的出现，需要教师努力提高业务

水平，跟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从听课情况来看，部分课程的教师授课方式比较传统，教学方法

以讲授为主，缺乏互动，教学内容以课本为主，不能联系实际，无法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效果欠佳。

高等职业教育“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就业为引导、能力为主

线的培养目的要求教师必须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转变自身角色，努力

提高自身业务素养，达到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目的。

2.个别专业课程体系设计存在问题，课程体系需要整合调整

专业课程应在对人才市场需求进行充分调研，对相关专业毕业生

进行跟踪调查的基础之上，通过总结分析和综合考虑之后才确定，设

计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以培养出符合市场需要的实用性人才。

通过本次公开课活动，发现个别专业课程体系设计存在问题，有

的专业课程重复度较大，教学效果不好，还需花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

调研和改进，让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学习目标一致，切实提升学生的

职业能力。

3.部分教师听课态度有待加强

部分老师态度敷衍，不认真听课，捏造教学评价表，以听陈肖霖

老师的《创新创业领导力》为例，该课程因有外出安排，公开课活动

期间实际在校上课仅一次，而我们收集的教学评价表，有的听课时间

是在该老师安排外出的时间；还有部分教师听课时间不够，听几分钟

就走，不认真填写教学评价表，与任课教师交流沟通不多。望系部加



强管理和引导，营造良好的质量文化氛围，从我做起，诊断自我，不

断改进，提高教学水平。

4．信息化的利用率还有待提高

建议老师们加强信息化的学习和运用，充分利用现有的知新软

件、微信微博，努力提高课堂教学中信息化的应用，将线上线下的学

习、辅导、作业结合起来，提高教学效果。

本次公开课和教研活动持续了五周时间，基本达到了示范教学、

研究教学和促进教师交流的目标，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希望全院教师

能不断学习他人所长，反思自己的教学，找准存在的问题，持续改进。

只有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完善改进，才能提高教学水平和业务素

养，改善教学效果，让我们的每一节课都是有效课堂，学生都能有所

收获，毕业时才有较强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