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关于山东省第九届“超星杯”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决赛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举办山东省第九届“超星杯”高

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的通知》（鲁教师函〔2021〕52号）精神，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经研究决定，决赛继续以线上形式在山东

师范大学举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赛人员 

进入决赛的 155名选手（名单见附件 1）。 

二、决赛时间 

决赛时间安排如下： 

组别及人数 线上报到时间 线上比赛时间 

文科组 73人 

理科组 16人 

工科组 50人 

医学组 16人 

7月 23日 8时-14时 7月 24日-25日 

具体实施方案另行通知，比赛安排会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做

出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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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赛方式 

决赛形式同复赛。决赛评审内容由课堂教学和教学反思两

部分组成，分值分别为 75 分、5 分，评分标准分别见附件 2 和

附件 3。教学设计作为评审参考不计分。 

（一）课堂教学。通过腾讯会议进行线上比赛，选手从 20

个教学节段中随机抽取 1 个，进行课堂教学展示，规定时间为

20 分钟。评审专家集中观看直播，主要从教学内容、教学组织、

教学语言与教态、教学特色四个方面进行评价。根据各自参赛

课程需要，选手可使用教学模型、挂图等。课堂教学环节不允

许带学生。 

（二）教学反思。课堂教学环节结束后，结合本节段课堂

教学实际，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三方面着手，进

行 2 分钟的教学反思。要求思路清晰、观点明确、联系实际、

表达流畅、有感而发。 

四、材料上传 

（一）选手参赛资料更新 

7 月 16 日-21 日 12:00 前，选手可根据需要更新复赛时上

传的参赛资料。登录山东省第九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

学比赛评审平台：http://sdgsgame.gspxonline.com/，通过

“决赛”—“参赛资料上传”更新。 

（二）管理员审核 

7 月 21 日 17:00 前，各高校管理员登录评审平台审核本校

http://sdgsgame.gspx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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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参赛资料。未按要求上传、审核的视为弃权。审核重点如

下： 

1.选手参赛材料中是否出现姓名、学校以及省、市、区等

任何与选手相关的信息； 

2.选手参赛材料中是否包含不当言论； 

3.教学设计方案 PDF 文档、课堂教学节段 PPT文档及相应

的音频视频文件能否正常播放； 

4.管理员及选手联系方式是否准确。 

（三）优秀组织奖材料上传 

7 月 20 日 17:00 前，各高校管理员登录评审平台，通过

“优秀组织奖申请”—“申请材料”上传优秀组织奖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包含校级比赛通知、实施方案、配套文件、激励政策、

工作总结、新闻报道等。 

五、其他要求 

（一）参赛单位要提高认识，积极做好各项工作。有关高

校要高度重视决赛工作，及时通知选手做好参赛准备，为选手

提供必要保障与支持，做好本校参赛选手材料审核工作，确保

决赛工作顺利进行。 

（二）主办单位要明确职责,细化措施，圆满完成比赛组织

工作。主办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成立由学校领导担任组长的

决赛工作领导小组和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比赛

工作的组织领导，要按照当地疫情防控部门要求，结合实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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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疫情防控方案、应急处置预案等，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保证比赛顺利进行。 

未尽事宜，请各高校管理员与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

心联系。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李

晓梅，0531-86180738，sdgspx@126.com；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刘

依林，0531-51793830。 

 

附件： 

1.山东省第九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决赛人

员名单 

2.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课堂教学评分表 

3.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教学反思评分表 

 

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22 年 7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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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第九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 

比赛决赛人员名单 

（按参赛组别和学校代码排序） 

ID 工作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1 山东大学 布莉莉 文科组 

2 山东大学 郑薇 文科组 

3 山东科技大学 姜力文 文科组 

4 山东科技大学 宋婷婷 文科组 

5 山东科技大学 姚沫 文科组 

6 济南大学 关兆曦 文科组 

7 青岛理工大学 李旭龙 文科组 

8 青岛理工大学 刘庆娜 文科组 

9 齐鲁工业大学 翟淑琪 文科组 

10 齐鲁工业大学 冯蕾 文科组 

11 山东理工大学 刘莎 文科组 

12 山东理工大学 张玉 文科组 

13 潍坊医学院 张菲菲 文科组 

14 滨州医学院 张潇丹 文科组 

15 山东中医药大学 李变变 文科组 

16 山东师范大学 李群 文科组 

17 山东师范大学 李婉真 文科组 

18 山东师范大学 刘橙橙 文科组 

19 山东师范大学 刘志远 文科组 

20 山东师范大学 王达 文科组 

21 山东师范大学 徐鹤文 文科组 

22 山东师范大学 周楠 文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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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工作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23 曲阜师范大学 彭奕菲 文科组 

24 聊城大学 王瑞雪 文科组 

25 德州学院 马超 文科组 

26 滨州学院 刘娟 文科组 

27 鲁东大学 鲁正一 文科组 

28 鲁东大学 王淼 文科组 

29 泰山学院 曹锐 文科组 

30 泰山学院 石春秀 文科组 

31 山东艺术学院 李卢 文科组 

32 青岛滨海学院 王楠 文科组 

33 青岛大学 刘方亮 文科组 

34 烟台大学 孙银霞 文科组 

35 山东交通学院 董亚军 文科组 

36 山东交通学院 李玉萍 文科组 

37 山东女子学院 刘瑶 文科组 

38 山东女子学院 秦利伟 文科组 

39 山东英才学院 王玉玲 文科组 

40 青岛黄海学院 韩瑜 文科组 

41 山东协和学院 李雅琦 文科组 

42 山东协和学院 魏青琳 文科组 

43 青岛城市学院 马慧娟 文科组 

44 山东华宇工学院 孙威 文科组 

45 山东政法学院 齐一雪 文科组 

46 齐鲁师范学院 程晓双 文科组 

47 山东管理学院 白历如 文科组 

48 山东管理学院 冯淼 文科组 

49 山东管理学院 张凡 文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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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工作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50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白达奕 文科组 

51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成畅 文科组 

52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冯睿 文科组 

53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冯晨 文科组 

54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王怡丽 文科组 

55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李云霄 文科组 

56 潍坊职业学院 袁晓飞 文科组 

57 潍坊职业学院 张亚男 文科组 

58 滨州职业学院 刘燕 文科组 

59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秦勇超 文科组 

60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赵晓利 文科组 

61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于文娟 文科组 

62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李琛 文科组 

63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张琳 文科组 

64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韩宝真 文科组 

65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田超 文科组 

66 济南职业学院 窦紫烟 文科组 

67 济南职业学院 李仙 文科组 

68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王静 文科组 

69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徐锐 文科组 

70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鲍喆 文科组 

71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曲福蓉 文科组 

72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颜宝成 文科组 

73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李玫莹 文科组 

74 山东科技大学 王伟 理科组 

75 济南大学 杨红晓 理科组 

76 青岛理工大学 王欣 理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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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工作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77 齐鲁工业大学 王轶男 理科组 

78 山东理工大学 李光 理科组 

79 山东农业大学 闫毅 理科组 

80 山东师范大学 高晓南 理科组 

81 山东师范大学 郑莎莎 理科组 

82 山东师范大学 周峰 理科组 

83 曲阜师范大学 陈佃鹏 理科组 

84 聊城大学 于倩倩 理科组 

85 德州学院 王晓玥 理科组 

86 鲁东大学 王肖惠 理科组 

87 泰山学院 刘婧 理科组 

88 济宁学院 王晓君 理科组 

89 潍坊学院 霍燕芳 理科组 

90 山东大学 王孟夏 工科组 

91 山东科技大学 刘丹 工科组 

92 青岛理工大学 荣华 工科组 

93 青岛理工大学 闫楠 工科组 

94 山东建筑大学 王越 工科组 

95 山东建筑大学 杨雪 工科组 

96 齐鲁工业大学 高立营 工科组 

97 山东理工大学 丁作伟 工科组 

98 山东理工大学 傅桂霞 工科组 

99 滨州医学院 刘爽 工科组 

100 德州学院 沙沙 工科组 

101 滨州学院 郝伟 工科组 

102 滨州学院 王国明 工科组 

103 鲁东大学 张蕊 工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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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工作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104 临沂大学 李传明 工科组 

105 临沂大学 李昱 工科组 

106 临沂大学 刘珂铭 工科组 

107 临沂大学 汤晓娟 工科组 

108 济宁学院 韩红 工科组 

109 菏泽学院 魏青 工科组 

110 烟台大学 孙蕾蕾 工科组 

111 山东交通学院 赵琰 工科组 

112 山东工商学院 吕均琳 工科组 

113 潍坊科技学院 彭彬 工科组 

114 烟台理工学院 王亚平 工科组 

115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曹雪 工科组 

116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李天航 工科组 

117 山东职业学院 徐亚男 工科组 

118 山东职业学院 闫彬彬 工科组 

119 潍坊职业学院 孙晓敏 工科组 

120 烟台职业学院 王英第 工科组 

121 滨州职业学院 李尊民 工科组 

122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刘艳平 工科组 

123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袁媛 工科组 

124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周佳惠 工科组 

125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王东 工科组 

12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张瑜 工科组 

12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宋莎莎 工科组 

128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罗丽 工科组 

129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丛怡 工科组 

130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康寅 工科组 



- 10 - 

 

ID 工作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131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侯冰俏 工科组 

132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国强 工科组 

133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吴克 工科组 

13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王晓燕 工科组 

135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董颖 工科组 

136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安文静 工科组 

137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傅铭 工科组 

138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曲彩悦 工科组 

139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张淇 工科组 

140 滨州医学院 菅蓁 医学组 

141 滨州医学院 解桢 医学组 

142 滨州医学院 徐瑞 医学组 

143 滨州医学院 杨坚 医学组 

144 山东英才学院 徐园园 医学组 

145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陈玉霞 医学组 

146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吴佗 医学组 

147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郭方兴 医学组 

148 淄博职业学院 张妍 医学组 

149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师淑君 医学组 

150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于晓霞 医学组 

151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林鑫 医学组 

152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田晔 医学组 

153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王俊婕 医学组 

154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马帅 医学组 

155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徐娜娜 医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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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课堂教学评分表 

（满分 75分） 

项目 评测要求 分值 得分 

课堂 
教学 

教学 
内容 

(30分) 

贯彻立德树人的具体要求,突出课堂德育。 6  

理论联系实际，符合学生的特点。 6  

注重学术性，内容充实，信息量充分，渗透
专业思想，为教学目标服务。 

6  

反映或联系学科发展新思想、新概念、新成
果。 

3  

重点突出，条理清楚，内容承前启后，循序渐
进。 

9  

教学 
组织 

(30分) 

教学过程安排合理，方法运用灵活、恰当，
教学设计方案体现完整。 

10  

启发性强，能有效调动学生思维和学习积极
性。 

10  

教学时间安排合理，课堂应变能力强。 3  

熟练、有效地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 4  

板书设计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结构合理，板书
与多媒体相配合，简洁、工整、美观、大小适
当。 

3  

语言 
教态 

(10分) 

普通话讲课，语言清晰、流畅、准确、生
动，语速节奏恰当。 

5  

肢体语言运用合理、恰当，教态自然大方。 3  

教态仪表自然得体，精神饱满，亲和力强。 2  

教学 
特色 
(5分) 

教学理念先进、风格突出、感染力强、教学效果
好。 

5  

评审专家 
（签名） 

 
合计 
得分 

 

注：评分可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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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教学反思评分表 

（满分 5分） 

项目 评测要求 分值 得分 

教学 

反思 

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三

方面着手，做到实事求是、思路清

晰、观点明确、文理通顺，有感而

发。 

5 

 

评审专家 

（签名） 
 

合计 

得分 
 

注：评分可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