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鲁高师赛函〔2019〕8号 

 
关于山东省第六届“超星杯”高校教师教学

比赛信息化比赛决赛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本科院校有关处室：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教育工会关于举办山东省第六

届“超星杯”高校教师教学比赛的通知》(鲁教师字〔2018〕16

号)有关要求，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比赛决赛将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赛人员 

全省共有 55 所高校的 208 个选手（团队）参加了省级复赛，

经专家评审共有 30 所高校的 54 个选手（团队）入围省级决赛

（名单见附件）。 

二、比赛办法 

（一）比赛方式。决赛采用现场说课的方式进行，由说课、

答辩两部分组成，分别占 20 分、10 分，总分 30 分。以团队形

式进入决赛的由团队队长参加。 

1.说课。时长为 10 分钟。选手针对参赛课程的信息化教学

设想进行汇报，重点考察教师在一门课中合理、充分运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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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字资源和信息化教学环境的能力。专家从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策略、信息化教学手段、教学评价五个方面对

选手表现进行量化评分，重点考察信息化教学手段在该课程教

学中的实际运用。 

2.答辩。时长为 10 分钟。选手从题库中随机抽取 2 个问题，

现场答辩。要准确把握问题实质，表达清晰准确、逻辑合理，

论述有说服力。 

3.计分方法。评委评分实行实名制，具体评分标准见《山

东省第六届“超星杯”高校教师教学比赛实施方案——高校教

师信息化教学比赛》。统分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

的累积分，除以评委人数（不含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的评

委）为选手决赛得分，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省级复赛、决赛成绩之和为选手最终成绩，根据选手最终

成绩在复赛分组内的排名确定一二等奖。 

（二）参赛课程要求。决赛选手参赛课程须与复赛参赛课

程为同一门课程。选手须于 29 日 12:00 前将参赛课程的教学大

纲、说课课件及复赛教学节段目录上传至信息化教学比赛评审

系统。 

（三）决赛分组。设文科思政组、理科工科组两个比赛组。

选手参赛顺序以最终抽签结果为准。 

三、时间地点 

决赛地点 组别 决赛时间 

山东师范大学 

千佛山校区 

文科思政组 
11 月 30日-12月 1 日 

理科工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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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时间：11 月 29 日 9：00—14：00； 

报到地点：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师资培训楼，济南市

历下区文化东路 88 号。 

选手自行选择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周围酒店入住，食

宿自理。 

四、其他事宜 

（一）参加决赛选手无需报送证明材料，须携带身份证。 

（二）有关高校要按本通知要求准确、及时做好相关工作，

并通知入围决赛选手做好参赛准备。未按规定参赛者视为弃权，

弃权者比赛成绩将降为三等奖。 

（三）选手在说课和答辩环节以及提交的所有供评委评审

的参赛材料中不得出现选手姓名、学校及院系名称等信息，否

则取消参赛资格。 

（四）决赛课堂教学全程录像、全程网络直播，不再设置

观摩室，各高校可组织师生观看比赛直播，观看地址另行通知。

视频版权归高师中心所有。 

（五）赛事组委会将于 11 月 29 日 15:00 在山东师范大学千

佛山校区实验楼二层半多媒体网络教室召开决赛选手会议。参

赛选手要按时参加选手会议。 

（六）决赛现场提供多媒体教学环境，并安装 Windows10、

Microsoft Office2013（专业版）。选手须在提供的多媒体教学

环境中选取课堂教学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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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比赛成绩以专家现场评审为终审，不接受复评

申请。所有参赛作品均需具有完全知识产权，一经发现存在抄

袭、剽窃行为则取消比赛成绩和参赛资格。 

（八）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讲好

高校教师故事，我们将后期微信推送优秀稿件，欢迎各参赛高

校和选手将备赛的经验、心得形成书面材料，并于 12月 20日前

发送邮件至 sdgspx@126.com。来稿版权归高师中心所有。 

其他未尽事宜，学校管理员可与高师中心联系，不受理选

手个人咨询。 

联系人：潘世鲁  0531-86180737  13969129866 

邮箱：sdgspx@126.com 

网站：http://www.gspxzx.sdnu.edu.cn/ 

信息化教学比赛评审系统：http://sdgs.gspxonline.com/ 

 

附件：山东省第六届“超星杯”高校教师教学比赛信息化 

比赛决赛人员名单 

 

 

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19 年 11 月 26日 
  

mailto:sdgspx@126.com
http://www.gspxzx.sdnu.edu.cn/
http://sdgs.gspx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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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省第六届“超星杯”高校教师教学比赛信息化比赛 

决赛人员名单 
ID 姓名 单位 复赛组别 决赛分组 

1 李亚男 曲阜师范大学 1组 

文科思政

组 

2 刘聪聪 潍坊科技学院 1组 

3 张丽淑 山东工商学院 1组 

4 曹阳 青岛滨海学院 2组 

5 刘媛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组 

6 伊纪昌 曲阜师范大学 2组 

7 张力文 齐鲁师范学院 2组 

8 赵波 潍坊科技学院 2组 

9 孙倩倩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3组  

10 王静雅 山东管理学院 3组  

11 周盼盼 滨州学院 3组  

12 高杉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4组  

13 孙秀明 青岛理工大学 4组  

14 杨帆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4组  

15 张云舒 山东女子学院 4组  

16 赵国英 临沂大学 4组  

17 赵维军 泰山学院 4组  

18 郝翰 聊城大学 5组  

19 李云梓 潍坊学院 5组  

20 马锡骞 德州学院 5组  

21 谢国庆 泰山学院 5组  

22 张景晖 烟台大学 5组  

23 张雯 山东英才学院 5组  

24 郭鹏 山东建筑大学 6组  

25 马聪 山东建筑大学 6组  

26 亓静 山东师范大学 7组  

27 姚姗姗 山东交通学院 7组  

28 周琳 滨州学院 7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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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姓名 单位 复赛组别 决赛分组 

29 葛倩 山东建筑大学 8组  

理科工科

组 

30 宋毅 山东科技大学 8组  

31 王学玲 滨州学院 8组  

32 林科 泰山学院 9组  

33 张娜娜 潍坊学院 9组  

34 张晓峰 鲁东大学 9组  

35 桑红燕 聊城大学 10组  

36 王琦 潍坊科技学院 10组  

37 许作萍 临沂大学 10组  

38 张媛媛 青岛理工大学 10组  

39 赵慧 山东交通学院 10组  

40 刘峥 青岛农业大学 11组  

41 毛煜东 山东建筑大学 11组  

42 张赛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11组  

43 田存伟 聊城大学 12组  

44 武历颖 临沂大学 12组  

45 杨光 山东交通学院 12组  

46 张红丽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12组  

47 彭浩 济宁学院 13组  

48 宋菲 山东警察学院 13组  

49 王晓燕 山东协和学院 13组  

50 赵芹 鲁东大学 13组  

51 宗建平 齐鲁理工学院 13组  

52 刘沙 烟台大学 14组  

53 任吉 德州学院 14组  

54 张琳 德州学院 14组  

注：名单按复赛分组与姓氏拼音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