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关于山东省第八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
教学比赛决赛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

按照《山东省教育厅 中国教育工会山东省委员会关于举办

山东省第八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的通知》（鲁

教师函〔2020〕51 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决赛将于 5 月

29 日-30 日在济南举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决赛人员

来自 82 所高校的 153 名选手（名单见附件 1）。

二、材料上传

（一）选手参赛资料更新

5 月 19 日-26 日 12:00 前，选手可根据需要更新复赛时上

传的参赛资料。登录山东省第八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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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gsgame.gspx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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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 17:00 前，各高校管理员登录评审平台审核本校

选手参赛资料。未按要求上传、审核的视为弃权。

（二）优秀组织奖材料上传

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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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决赛方式

决赛采取现场比赛的方式进行，参赛流程见附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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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分表分别见附件 3 和附件 4。教学设计作为评审参考不计分。

（一）课堂教学。课堂教学规定时间为 20 分钟，用普通话

授课。评审专家主要从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语言与教态、

教学特色四个方面进行考评。根据各自参赛课程需要，选手可

携带教学模型、挂图等，粉笔、白板笔、翻页器由组委会统一

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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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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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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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决赛安排
参赛组别

（人数）

选手报到

时间
时间 地点 地址

文科组（74 人）

理科组（17 人）

工科组（44 人）

医学组（18 人）

5月 28 日

14:00 前

5 月 29 日-

30 日

山东大学中心

校区

济南市历城区山

大南路 27 号

决赛由山东大学协办，具体报到地点将于比赛前 3 天以短

信形式通知参赛选手。

五、其他事宜

决赛协办单位要统筹安排比赛工作，重视疫情防控工作，

结合实际制定比赛方案、疫情防控方案、应急处置预案和舆情

应对方案等，确保比赛顺利开展，保障参赛选手、评审专家和

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各有关高校要高度重视、积

极配合，通知选手做好参赛准备，为选手提供必要保障和支持，

确保决赛工作顺利进行。参赛选手相关要求详见附件 5。

其他未尽事宜，参赛选手可通过学校管理员与省高师中心

联系，省高师中心不直接受理选手个人咨询。联系人：孙永华、

李晓梅，联系电话：0531-86180266，86180737。

附件：

1.山东省第八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决赛人

员名单

2.山东省第八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决赛参

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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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课堂教学评分表

4.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教学反思评分表

5.山东省第八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决赛选

手须知

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21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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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第八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决赛人员名单

（按参赛组别、学校代码和姓氏首字母排序）

ID 工作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1 山东大学 寇鑫 文科组

2 山东大学 卢攀 文科组

3 山东大学 任雅萱 文科组

4 中国海洋大学 郭晶 文科组

5 山东科技大学 王滋承 文科组

6 山东科技大学 杨晨晨 文科组

7 青岛科技大学 王裕瑾 文科组

8 济南大学 田浩 文科组

9 齐鲁工业大学 刘芳蕾 文科组

10 齐鲁工业大学 朱瑜燕 文科组

11 青岛农业大学 包乌兰托亚 文科组

12 山东师范大学 陈琳琳 文科组

13 山东师范大学 刘娜 文科组

14 山东师范大学 刘文丹 文科组

15 山东师范大学 骆牛牛 文科组

16 山东师范大学 马灵娟 文科组

17 山东师范大学 彭冠龙 文科组

18 曲阜师范大学 满虎 文科组

19 聊城大学 陈美 文科组

20 聊城大学 刘俊凤 文科组

21 聊城大学 马慧 文科组

22 德州学院 张驰 文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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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工作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23 滨州学院 尹婷婷 文科组

24 滨州学院 张敏 文科组

25 鲁东大学 郭大林 文科组

26 鲁东大学 刘昕 文科组

27 泰山学院 李雯竺 文科组

28 泰山学院 林琳 文科组

29 济宁学院 张颖慧 文科组

30 菏泽学院 刘静 文科组

31 青岛滨海学院 王楠 文科组

32 青岛滨海学院 郑文文 文科组

33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姜倩 文科组

34 青岛大学 韩威 文科组

35 山东警察学院 李晓卿 文科组

36 山东交通学院 侯环环 文科组

37 烟台南山学院 李昀臻 文科组

38 烟台南山学院 王芳 文科组

39 山东英才学院 陈楠 文科组

40 山东英才学院 任姗 文科组

41 青岛黄海学院 常冶衡 文科组

42 青岛黄海学院 王光颖 文科组

43 青岛黄海学院 王式晔 文科组

44 潍坊理工学院 刘文 文科组

45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易巧巧 文科组

46 山东华宇工学院 周蓉 文科组

4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徐俏然 文科组

48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李旭峰 文科组

49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张然 文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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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工作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50 山东管理学院 谷雨 文科组

51 山东管理学院 张慧丽 文科组

52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群 文科组

53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赵雨 文科组

54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刘钊乐 文科组

55 威海职业学院 赵艳 文科组

56 山东职业学院 王春红 文科组

57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马文娟 文科组

58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李云霄 文科组

59 潍坊职业学院 李莹 文科组

60 潍坊职业学院 王琳 文科组

61 潍坊职业学院 张晓敏 文科组

62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张弛 文科组

63 滨州职业学院 刘燕 文科组

64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张倩 文科组

65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牛艳梅 文科组

66 淄博职业学院 张美杰 文科组

67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李琛 文科组

68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王晓璐 文科组

69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杨晓彤 文科组

70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蒋美娜 文科组

71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柳恋清 文科组

72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王静 文科组

73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姜艳平 文科组

74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付军明 文科组

75 山东大学 谭蕾 理科组

76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王晓萌 理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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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工作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77 济南大学 杨红晓 理科组

78 齐鲁工业大学 杨真 理科组

79 山东理工大学 王本义 理科组

80 山东理工大学 郑滨 理科组

81 滨州医学院 季晓飞 理科组

82 山东师范大学 胡成 理科组

83 曲阜师范大学 张学波 理科组

84 临沂大学 李静 理科组

85 临沂大学 郗冬梅 理科组

86 泰山学院 徐光丽 理科组

87 山东财经大学 林英 理科组

88 烟台大学 李斐 理科组

89 潍坊学院 霍燕芳 理科组

90 青岛城市学院 牛月锦 理科组

91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唐镆涵 理科组

92 山东大学 赵梦莹 工科组

93 山东科技大学 蒋力帅 工科组

94 山东科技大学 李威君 工科组

95 山东科技大学 张晨晰 工科组

96 山东科技大学 张恒 工科组

9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杨东海 工科组

98 青岛理工大学 李伟丽 工科组

99 青岛理工大学 张树翠 工科组

100 齐鲁工业大学 赵鑫 工科组

101 山东理工大学 贾鹏 工科组

102 聊城大学 郑世玲 工科组

103 滨州学院 常璐璐 工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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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工作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104 滨州学院 郭庆叶 工科组

105 滨州学院 王国明 工科组

106 临沂大学 陈向勇 工科组

107 泰山学院 胡静 工科组

108 菏泽学院 魏青 工科组

109 枣庄学院 戎欠欠 工科组

110 烟台大学 甘晶 工科组

111 潍坊学院 季洪亮 工科组

112 山东交通学院 赵琰 工科组

113 潍坊科技学院 彭彬 工科组

114 青岛工学院 麻名蕊 工科组

115 齐鲁师范学院 刘文斐 工科组

116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王玺 工科组

117 威海职业学院 张宁宁 工科组

118 山东职业学院 马爱静 工科组

119 山东职业学院 邱玉 工科组

120 潍坊职业学院 刘新玲 工科组

121 滨州职业学院 李莹雪 工科组

122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宋龙龙 工科组

123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周佳惠 工科组

124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李蓓 工科组

125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李静 工科组

126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高凤如 工科组

127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程文静 工科组

128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郭金钱 工科组

129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于巾茹 工科组

130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徐红 工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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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工作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131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隋美娥 工科组

132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志梅 工科组

133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傅铭 工科组

134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王志刚 工科组

135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季丹丹 工科组

136 山东农业大学 闫俊 医学组

137 潍坊医学院 季丽丽 医学组

138 潍坊医学院 刘晓丽 医学组

139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杨瑞瑞 医学组

140 滨州医学院 解桢 医学组

141 滨州医学院 徐瑞 医学组

142 滨州医学院 杨坚 医学组

143 滨州医学院 赵慧琳 医学组

144 济宁医学院 郭岩 医学组

145 齐鲁医药学院 张燕 医学组

146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赵会芳 医学组

147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庄园 医学组

148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孟庆梅 医学组

149 淄博职业学院 周丽娟 医学组

150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崔敏 医学组

151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朱俊楠 医学组

152 枣庄职业学院 叶秀利 医学组

153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马帅 医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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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第八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决赛参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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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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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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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

附件 5

山东省第八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

比赛决赛选手须知

一、比赛事宜

（一）设备配置

1.计算机配置

系统版本：Win10 专业版；

应用软件版本：Microsoft Office2016（专业版）；

播放器：暴风影音。

2.翻页笔：得力 2808P。

3.粉笔或白板笔。

决赛过程中选手可根据需要携带与比赛相关的教学模型、

挂图等。选手需在提供的多媒体教学环境中选取课堂教学所用

软件，不提供其他软件的安装服务。

（二）注意事项

1.抽签通过比赛评审平台自动抽取。未按时报到的，评审

平台将自动为其抽取。

2.参赛选手进入准备室后就开始计时，准备 22 分钟后由引

导员引导前往比赛室。

3.比赛结束后，选手在出口处领取个人物品离开比赛场地，

中途不得在比赛区域徘徊逗留。

4.比赛过程中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工作单位、姓名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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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堂教学环节不允许安排随堂学生。

6.本次比赛成绩以专家现场评审为终审，不接受复评申请。

所有参赛作品均须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由参赛者本人及所在单

位承担其法律责任。一经发现存在抄袭、剽窃等行为则取消比

赛成绩和参赛资格。

二、疫情防控要求

（一）参赛选手要加强防疫知识学习，做好个人防护，避

免人员聚集；每日自觉进行体温测量、记录及健康状况监测；

请注册山东健康通行码，持有山东健康通行码绿色码方可参加

比赛。

（二）参赛选手须如实填写《健康承诺书》（见附件 5-

1），报到时，选手须出示绿码并现场填写《健康承诺书》交给

工作人员，经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比赛场地。

（三）新冠肺炎疑似患者、确诊病例接触者、已治愈未超

过 14 天的病例以及比赛前 21 天内从境外、高风险等级地区回

鲁的、比赛前 14 天内从中风险等级地区回鲁的、居住社区 21

天内发生疫情的、比赛前有发热（体温≥37.3℃）或其他呼吸

道疾病症状的参赛选手，务必前往本人所在市定点医疗机构作

核酸检测。参赛选手报到时主动向决赛协办单位说明情况，并

提供比赛前 7 日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

（四）所有参赛选手进入比赛地点前必须接受体温测量。

体温≥37.3℃的参赛选手，须进行体温复测。体温复测后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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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7.3℃，经专业评估和综合研判，能继续参加比赛的，安排

在备用隔离比赛室比赛。

（五）比赛期间要做好个人防护。低风险地区的参赛选手

在进入比赛场地前要佩戴口罩，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可自主

决定是否佩戴。非低风险地区或备用隔离比赛室的参赛选手要

全程佩戴口罩。

（六）参赛选手应排队有序入场和离场，与他人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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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山东省第八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决赛

参赛选手健康承诺书

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健

康

申

明

1.是否为新冠肺炎疑似、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或密切接触

者？

是 否

2.是否为新冠肺炎治愈者？

是 否

3.比赛前 14 天内，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或其他呼吸道

疾病症状？

是 否

4.比赛前 21 天内，是否从疫情高风险等级地区回赛区？

是 否

5.比赛前 14 天内，是否从疫情中风险等级地区回赛区？

是 否

6.比赛前 21 天内，所在社区（村居）是否发生疫情？

是 否

选

手

承

诺

本人参加山东省第八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决

赛，现郑重承诺：

本人如实逐项填报健康申明，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引起不良后

果，本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赛选手签名：

日 期：2021 年 月 日

注：本承诺书在选手报到时由评审平台自动生成，选手无需提前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