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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 2012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正式发布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编制发布2012年<本科教学质量报

告>的通知》和《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2年度普通本科院校教学质量报告>编制

和发布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我校系统总结了2012年本科教学工作，形成了《河

海大学2012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报告包含7个部分和32个反映教学质量的关键

数据，已在河海大学首页的通知公告栏中发布，详细内容请见： 

 http://www.hhu.edu.cn/s/1/t/7/02/9a/info66202.htm 

 

我校获十一项 2013 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 

2013 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评选结果于 12 月 12 日揭晓，河海大学共获 11 项

奖，其中特等奖 2项、一等奖 3项、二等奖 6项，分别是： 

顾冲时主持的“面向行业需求，引领专业发展，培养一流水利水电人才的创

新与实践”、王超主持的“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依托优势学科的环境类人才培养

创新与实践”获特等奖；朱昌平主持的“科教协同提升通信专业本科生实践创新

能力的团队培养模式之研究与实践”、刘汉龙主持的“岩土工程本硕博创新人才

接力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高新陵参与的“江苏省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工程

建设与实践”获一等奖；岳建平主持的“面向信息化测绘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

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王乘主持的“特色高校服务于行业基层队伍建设的继续教

育模式研究与实践”、刘爱莲主持的“‘教-学-研’一体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教学模式创新研究”、王建中主持的“构建‘三位一体’的体系化教育模式，

推进军事课课程建设创新发展”、周海炜主持的“基于标杆管理的商学教育国际

化平台建设探索与实践”、田晶华主持的“经管类创业型人才‘3+3’培养模式

的创新与实践”获二等奖。 

 

我校三位教师获 2013 年度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 

11 月 16 日，2013 年度宝钢教育奖评审会议在上海落下帷幕。我校共有 3名

教师获 2013 年度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分别是：水文院李国芳副教授、土木

院朱召泉教授和马院金林南教授。 

自 2004 年以来，我校累计共有 30 位教师获得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其中，

力材院赵振兴和武清玺教授获得优秀教师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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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青年教师专题调研会 

11 月 7 日，学校召开青年教师专题调研会，鞠平副校长出席会议并作交流

发言，会议由教务处阮怀宁处长主持。 

    鞠校长首先指出，青年教师是我校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学校高度重视青

年教师队伍建设，积极为大家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工作环境，满足广大青年教师

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随后，鞠校长就教学相关问题与广大青年教师做了亲切的交

流与研讨，青年教师就课时量、教学安排、教学硬件实施、后勤保障等方面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最后，鞠校长以一名教师的身份，结合自己执教多年的经验和体

会作了“谈上课”的交流发言。 

 教务处周立新副处长、胡明副处长、部分青年教师代表以及教务处各科室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对于本次会议上提出的问题，鞠校长要求教务处及时汇总并反

馈至学校相关部门。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做好改进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

线，提高服务广大青年教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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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评选表彰第十三届优秀主讲教师 

12 月 31 日，我校对 10 位第十三届优秀主讲教师进行了表彰。受表彰的优

秀主讲教师分别是：水文水资源学院刘俊、水利水电学院周建旭、土木与交通学

院周继凯、环境学院郑晓英、能源与电气学院孙国强、外国语学院王茜、机电工

程学院肖洪、物联网工程学院高远、数理教学部赵长青和外语教学部李上荣。 

我校自 2001 年启动了优秀主讲教师评选工作，旨在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截止目前共评出 110 名优秀主讲教师，其中产生

了一批全国及江苏省教学名师和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等荣誉获得者。此外，学

校还资助优秀主讲教师配备助教，由优秀主讲教师自主选聘，所需经费由学校支

付。 

 

河海大学第二十届教师讲课竞赛圆满结束 

12 月 31 日，学校表彰第二十届教师讲课竞赛获奖者，其中一等奖 19 名，

二等奖 37 名，三等奖 54 名。 

本届教师讲课竞赛历时一年，分青年组和普通组进行，共有 205 位教师报名，

参赛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 700%。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对每位参赛教师进行跟踪

听课，并加强课后交流与指导，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学校教学和学风得到了明

显改善。 

12 月上旬，学院根据督导听课、学生评教、现场教学竞赛等综合情况评定

出三等奖获奖人选，学校在此基础上评选出二等奖。12 月 28 日，学校举行讲课

竞赛一等奖公开赛，总计有 38 名二等奖获奖教师报名参加一等奖的公开角逐。

国家级教学名师武清玺、省级教学名师黄振平、曹平周、朱昌平及宝钢优秀教师

奖和徐芝纶教学奖获得者、本科教学督导等资深教学专家担任评委。比赛环节包

括 5分钟“说课”和 25 分钟“讲课”，参赛教师充分展示了各自的教学技能和

良好风貌，精彩表现博得了观摩师生的热烈掌声，评委们也通过现场打分与评议

选出了一等奖人选。 

我校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始于 1995 年，每学年开展一次。2013 年初，学校颁

布了《河海大学教师讲课竞赛实施办法》，对讲课竞赛进行了改革，极大地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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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师的参赛积极性和教学创造性，教师教学水平和学校整体教学质量得到了有

效提升。 

 

 

 

中心开展 2013 年新进教师岗前试讲工作 

11 月 12 日至 25 日，中心开展了一年一度的新进教师岗前试讲工作，以贯

彻学校 2013 年度教育教学工作会议精神，加强新进教师教学能力培养。 

我校国家级教学名师王惠民教授、省级教学名师黄振平教授，以及宝钢教育

奖优秀教师奖与徐芝纶教学奖获得者、本科教学督导员、优秀主讲教师、教学院

长、系主任等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和专家对参加试讲的 43 名新进教师进行

了悉心指导。专家们通过听课、审阅教案等方式，对新教师的教学理念、内容和

方法等进行了指导，并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勉励新教师不断提高自身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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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于 2004 年开始实施新进教师岗前试讲活动，目前累计共有 498 名新进

教师参加了试讲。 

 

 

中心举办第十三期教学午餐会：如何引导有效的课堂讨论 

11 月 29 日，中心举行了第十三期教学午餐会。本期午餐会由教师发展中心

主办、外国语学院承办，特邀省级教学名师曹平周教授做主题发言。外国语学院

书记王炎灿、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杜辉、第十期卓越教师工程培养对象、外国语学

院及其他学院参会教师、教务处人员 60 余人参加了午餐会。午餐会由外国语学

院副院长杨荣华主持。 

 在本次午餐会中，大家就“如何引导有效的课堂讨论”进行了交流，参会教

师结合各自讲授的课程多角度、多方位地讨论了如何引导有效的课堂讨论。省级

教学名师曹平周结合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重点谈了几点建议：科学设计讨论主

题，问题要有针对性、深浅适度；加强过程管理，注重引导与拓展，由表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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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分析，培养学生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发挥激励作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及时总结，注重课后交流及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此外，理学院教师顾华、外国语

学院教师吴益华、计信院教师李昌利等分别做了交流发言。大家认为，开展有效

的课堂讨论，需要教师提高自身驾驭课堂的能力，利用眼神、语言、动作与学生

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讨论主题要与学生所在的专业及后续的学习结合起来，

增强讨论的有效性及实用性。最后，与会教师还就课堂讨论中存在的问题与教学

专家进行了交流，现场教学研讨氛围浓厚。 

 

 

中心举办第十四期教学午餐会：2013 年优秀教师与您面对面 

1 月 3 日，中心举行了第十四期教学午餐会。本次活动特邀 2013 年宝钢优

秀教师奖获得者李国芳、首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二等奖获得者沈扬、第二十

届教师讲课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柳庆新做主题发言。教务处副处长于伟、第十期卓

越教师培养工程教师以及其他教师、教务处工作人员近 60 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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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午餐会中，获奖教师代表与大家分享了各自的教学心得体会。水文

院李国芳老师介绍了自己从前辈身上收获的宝贵经验：平时在教学上的大量投入

和教学钻研精神。土木院沈扬老师结合自己的微课参赛经验，强调教学非利益之

举，获奖非一朝一夕，参赛前需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选择难度适中、适合参赛

的教学片段，确保录制出高质量的微课教学录像。理学院柳庆新老师结合数学的

教学经验与大家分享了“板书”的艺术，他的板书原则是“重点放中间，推导写

两边”。优秀主讲教师顾华提出教学竞赛是一种锻炼，多参加比赛积累经验、将

教学心得写成教改论文等形式都是教师提升自我、积累经验的重要方式。其他与

会教师也踊跃发言，现场教学研讨氛围浓厚。 

    此外，教务处评估科科长陈磊向参会教师汇报了评估科及教师发展中心2013

年开展的各项工作，并现场开展了教学午餐会满意度调查，请大家提出改进意见，

以便更好地为广大教师服务。 

 

 

第十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进入总结阶段 

根据《关于做好第十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的通知》文件精神，各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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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为第十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教师配备教学导师，对其进行跟踪指导；教师发

展中心针对培养教师开展了各类教学发展活动，并为其拍摄了教学实况录像和建

立电子教学档案，以期共同提高教学质量。 

中心近期集中开展第十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总结考核工作。各院（系）汇

总指导教师听课材料，对培养教师进行适当考核；培养教师撰写教学总结报告，

提交《教师教学能力发展记录本》。中心对培养教师进行综合考核，为考核通过

的教师颁发结业证书。 

 

教务处召开年终本科教学督导会议 

12 月 24 日，教务处召开年终本科教学督导会议。教务处副处长于伟、全体

本科教学督导及评估科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于伟副处长主持。 

 会上，于处长向各位督导介绍了网络教学资源建设、2012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

告、国家省级教学改革项目申报等近期主要教学工作，并对督导出色地完成本学

期各项听课工作表示感谢。随后，全体与会督导详细介绍了第十三届优秀主讲教

师申报者和第二十届教师讲课竞赛三等奖入围人选的听课情况及教学效果，并进

行了综合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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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学生网上评教工作如期开展 

为及时了解学生对教学的反映和要求，加强本科教学管理，促进教学互动，

12 月 27 日至 1 月 19 日，教务处开展 2013-2014 学年第一学期学生网上评教工

作。 

网上评教共有六套问卷，分别为：课堂教学、实验教学、生产实践教学、体

育教学、外语教学和公选课教学质量评价指标，分类评教以确保评教的科学合理。

为了保证评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评教完成后，学生方可看到自己的考试成绩；

对整个评教过程实行闭环管理，所有评价数据录入后无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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