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关于组织开展 2019 年第二期山东省高校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研修班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 

为贯彻落实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

全省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鲁发〔2018〕44 号）精

神，不断提升我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经研究决定，

将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至 29 日在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举

办 2019 年第二期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研修班。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2019 年第一期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研修班（莱芜

集训）学员，具体名单见附件 1。 

二、报到时间与地点 

报到时间：2019年 11 月 22日 10:00-14:00 

报到地点：新航大厦（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30号） 

三、工作安排 

（一）更新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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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18 日-21 日，参训学员登录山东省高等学校

师资培训中心网站（http://www.gspxzx.sdnu.edu.cn/），选

择“山东省第七届超星杯高校教师教学比赛评审平台”—登录

系统—点击“遴选赛”，核对并更新山东省第六届高校教师教

学比赛教学设计，高师中心将组织专家对整套教学设计方案进

行打分，具体评分标准见附件 2。 

（二）报到确认 

2019 年 11 月 22 日学员报到后现场抽取教学展示时段，并

填写报到信息表，领取相关材料。 

（三）学员会议 

2019 年 11 月 22 日 15:00，在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实

验楼二层多媒体教室召开学员会议。 

（四）课堂教学展示 

2019 年 11 月 23 日-24 日 12:00，参照青教赛复赛组织流

程，学员根据抽签顺序进行课堂教学展示，规定时间为 20 分钟，

不区分组别。学员从 20 个教学节段中随机抽取 1 个进行展示，

展示过程全程网络直播。根据各自课程需要，学员可携带教学

模型、挂图等，粉笔、白板笔、翻页器统一提供。评审专家将

从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语言与教态、教学特色四个方面

对学员展示情况进行量化评分，具体评分标准见附件 3。 

（五）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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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4 日 14:30，在新航大厦多功能厅召开学员

会议，专家将对学员展示情况进行集体点评和分组交流。 

（六）分班培训 

根据学员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展示总成绩进行排名，从文、

理、工、思政四个专业中各选取前三名共 12 人进入高端研修班；

其余 18人进入“2019年山东省高校卓越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研修

班”，有关事宜另行通知。  

四、高端研修班 

2019 年 11 月 25 日-29 日，在山东师范大学半导体研究所

410室进行培训，按照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的有关要求，

针对学员的教学能力进行专项培训、强化训练，配备导师团队

跟踪指导。包括参赛视频评析、教学设计指导、教学方法指导、

教育技术应用、学员展示、语言表达及形象气质提升等内容。 

五、工作要求 

（一）请各有关高校高度重视，积极协调、组织本校相关

人员参训。 

（二）严格培训纪律和请销假制度，请假超过一天以上者

视为自动退出。 

（三）本次培训由超星公司提供相关服务支持，不收取培

训费、食宿费。学员参加培训往返交通费由所在单位负担。 

（四）无法参加培训的学员，请在 11 月 21 日之前联系我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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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尽事宜请与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联系。 

联系人：孙永华 0531-86180266  方远  13335105535 

 

附件：1.2019 年第二期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研修 

班学员名单 

2.2019 年第二期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研修 

班教学设计评分表 

3.2019 年第二期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研修 

班课堂教学评分表 

 

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19 年 11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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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年第二期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研修班学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大类 

1 林鑫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工科 

2 翟艺 青岛滨海学院 工科 

3 张竞竞 青岛滨海学院 工科 

4 于瑛瑛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工科 

5 谷莹莹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科 

6 崔亚男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工科 

7 王勇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工科 

8 焦丽娜 山东职业学院 工科 

9 亓琳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工科 

10 刘莹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文科 

11 李斐斐 山东师范大学 文科 

12 韩肖肖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 

13 刘一帆 山东师范大学 文科 

14 毕晨光 鲁东大学 文科 

15 贝玉 泰山学院 文科 

16 蒋博文 山东师范大学 文科 

17 毕潇潇 烟台大学 文科 

18 张建华 曲阜师范大学 文科 

19 宋霞 滨州学院 理科 

20 戚明颖 山东大学 理科 

21 李娟 鲁东大学 理科 

22 朱霄 曲阜师范大学 理科 

23 孙文杰 山东大学 理科 

24 邢丽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科 

25 张鲁筠 潍坊学院 理科 

26 刘金玲 齐鲁师范学院 思政 

27 栾琮聪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思政 

28 郭爽 潍坊科技学院 思政 

29 段立国 山东大学 思政 

30 黄昊 聊城大学 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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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第二期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研修班 

教学设计评分表 
学员编号: 

项目 评测要求 分值 得分 

教学设计 

方案 

（20

分） 

符合教学大纲，内容充实，目标明确，思路

清晰，反映学科前沿 
4  

准确、合理运用信息技术解决课程的重点和

难点，突出信息化教学特点，针对性强 
5  

教学策略得当，信息化技术手段运用恰当有

效 
3  

信息技术和数字资源在教学设计中应用恰

当，图、文、音、视、动画等多媒体形式运

用准确、合理、清晰 

5  

立意新颖，构思独特，设计巧妙；适用于实

际教学，有推广性 
3  

评委 

签名 
 

合计

得分 
 

注：评委评分最多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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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第二期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研修班 

课堂教学评分表 

学员编号: 

项目 评测要求 
分值

（75） 

得

分  

课堂 

教学 

(75

分) 

教学 

内容 

(30

分) 

理论联系实际，符合学生的特点 8 

 

注重学术性，内容充实，信息量大，渗透专业思

想，为教学目标服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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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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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教课时间安排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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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

术与数字资源运用合理、有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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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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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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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