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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教学督导聘任暨校督导期中例会 

5 月 11日，校教学督导聘任暨校督导工

作期中例会在学 3316 举行，副校长沈月琴、

质控中心负责人尹国俊、教务处副处长吴鹏

出席会议，校级教学督导组全体成员、教学

质量与评估中心主要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

校督导组组长胡云江主持。 

沈月琴表示，新督导的加入，校督导组

的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它是一支有情怀、有

奉献的队伍，是具有权威性的教学指导团

队。督导对学校一流课程听评课的汇报反馈

非常有深度，意见建议有专业性、有针对性，

为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贡献了智慧和力

量。 

沈校长对督导组提出两点希望，一是提

高认识，认清形势，履职尽责。守住教学底

线，维护教学秩序，对教学事故“零容忍”；

二是思变应变，功能优化，培育品牌。督导

工作要从“督”向“导”慢慢转变，帮助学

校和学院提炼出教育教学方面的特色与品

牌。 

会上，督导对本学期一流课程的听课情

况进行反馈，并围绕本科一流课程教学提出

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教务处副处长吴鹏、

质控中心负责人尹国俊先后进行了指导性

发言。会上，质控中心负责人宣读了新一届

校督导聘任文件，沈月琴副校长为 6位新入

职校教学督导组教师颁发聘书，林海萍代表

新入职的校督导教师作了履职表态。 

. 

（校督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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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满洪参加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座谈会 

5 月12日，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提升座谈会，校党委书

记沈满洪参加会议并指导学院工作。校教学

质量与评估中心主要成员、校教学督导，马

院班子成员和教师代表共 20 人参加本次讲

座会，马院党总支书记仲晓婷主持座谈会。 

沈 满 洪

指出，一是要

准确理解习

近平总书记

对我校重要指示精神和涉农高校的重要回

信精神。思政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

道，我校的思政课要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实

际情况，把思想政治教育和农林、生态特色

结合起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二是要深刻

认识当前形势与习近平总书记对我校重要

指示精神落实要求存在的差距。思政课教学

是马院的核心任务，这项工作要求高、难度

大、责任重、使命光荣，当前还存在教师人

数不达标等问题，马院要通过改革创新和系

列措施，大力提升教师教学水平、提升科研

能力。三是要大力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要

把思政课作为学校德育的主渠道，成为思政

课教师的自觉行动；要把配足、配强思政课

教师队伍成为学院的重要工作；要明确思政

课教学质量提升的目标，化被动为主动尽早

完成任务；要以研究带动教学质量提升及整

个学院的发展；同时，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

的人事制度。 

会上，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

责人尹国俊、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高君、校

教学督导组组长胡云江分别汇报了思政课

教学质量提

升专项行动

落实的具体

情况，与会

教师进行了

深入的交流与讨论。通过座谈，教师们更加

坚定信心，决心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发挥思政教师队伍“主

力军”作用，优化课堂教学“主渠道”，不

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水平。 

（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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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思政课教学研讨暨质量提升 

专项行动总结会  

5月 20日，学校在行政楼第一会议室召开思政课教学研讨暨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总结会。

副校长沈月琴主持会议并讲话，教师工作部、学工部、教务处、质控中心、马院负责人、

校本科教学督导，以及马院相关教师参加了会议。 

沈月琴指出，专项行动从 2022年 2月 21

日开始，5月 20日结束，通过三个月落实《浙

江农林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提升专

项行动方案》，开展培训交流、督导听评课等

“十大”活动，统一了思想，专项行动实施达

到预期的效果。学校、职能部门、学院上下齐

心，实施形式丰富多样，富有成效，尤其实施

的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化程度明显提升。 

沈月琴强调，要持续改进，全面提升思政课质量和思政队伍水平，总结经验提炼形成

机制和制度化，固化成果。一是要深化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关键性课程认识，思政教师应

具有使命感和荣誉感；二是健全思政课教学质量的内控体系；三是重视年青教师的教学水

平和能力的提升，开展学情分析，把握好课程设计；四是强化马克思主义学科和学院的建

设，提升学院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会上，质控中心负责人汇报了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开展情况；校教学督导组长胡云江汇

报了听评课情况，校督导逐一反馈了听评课意见与建议；马院教师代表丁峰表达了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的感受和收获；马院负责人总结了提升行动的经验与未来思考。 

与会人员还就进一步提升和持续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进行了深入交流。 

 

（质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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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学督导组召开期末工作例会 

2022年 6月 23日，校教学督导组召开 2021-2022年度第二学期工作会议。教务处副处

长代向阳，研究生院副院长杨胜祥，质控中心主任尹国俊出席会议，全体校督导组成员和

质控中心主要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校督导组组长胡云江主持。 

 

胡云江对本学期督导工作进行全面梳理总结，对督导工作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分

析。他指出，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教学质量监控闭环，注重信息反馈；努力提高听课评教的

覆盖率，以提高教学质量监控的效果；听课评教要更加关注课堂教学质量、课堂教学目标

和学生在课堂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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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中心主任尹国俊围绕教学质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建设，以及学校即将面临的新一

轮教育部审核性评估的要求，提出了指导意见。教务处副处长代向阳对各位督导老师的辛

苦付出表示感谢，并对督导老师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回应。研究生院副院长杨胜祥

希望在校督导组的指导下，通过 “本研一体化平台”，进一步协同解决研究生教学督导遇

到的问题。 

参会督导老师分别就本学期个人督导工作开展情况，交流了经验和感受，围绕本科教

育教学大会相关材料进行了热烈讨论，为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完善积极建言献策。 

通过例会，督导组进一步明确了督导工作目标，为进一步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全

面理解新一轮审核评估方案思想理念、制度设计核心用意，实现以评促建推动高质量发展

做好了思想准备。 

 

（校督导组） 

 

化材学院举行“教师教学技能创新活动月”活动 

4月 8日下午，化材学院青年教师教学

竞赛顺利完成，标志着化材学院自 3月初启

动的“教师教学技能创新活动月”落下了

帷幕。此次活动月搭建了多个教师教学交流

平台，旨在全面提升教师教学技能，强化师

德师风建设。 

在活动月中，化材学院组织了教学创新

大赛（课程思政专项）选拔赛、优质课堂（课

程）评选推荐、教师教学示范课观摩、青年

教师教学竞赛等系列活动，涉及课程达 21

门，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公共选

修课，参与教师达 68人次，占专任教师 85%

以上。教师通过现场教学展现、课程思政融

入、教学技能应用和课程说课等多种方式实

战演练，开展课程设计、教学 PPT制作、现

代技术、课程反思等，教师课堂教学技能得

到了有效锻炼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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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比赛现场 

为加强课程思政，化材学院组织了教学创新大赛（课程思政专项）学院选拔赛，参赛

团队 3 支队伍精心设计制作视频，把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过程，张艳、胡玲玲领衔的 2 支队

伍推荐参加了学校比赛，均获得校级三等奖。经过 4 个专业小组选拔，10 名教师参加了青

年教师教学竞赛。新入职的青年教师有的敢于创新，令人惊艳；富有经验的骨干教师功底

深厚，技压全场。 

况燚老师主讲的《有机化学 II》、聂玉静老师主讲的《木材学》和王喆老师主讲的《人

造板工艺学》3门课程进行了示范观摩，参赛教师利用现代教学工具开展教学活动，既有实

物展示，又有视频播放，学生互动积极，课堂中学生抬头率达 100%。 

教学创新选拔赛（课程思政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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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示范观摩课 

为加强立德树人阵地建设，打造精品课堂，强化师德师风，培育优良教风学风，学院

负责人要求，本科教育教学中心地位毫不动摇，坚守讲台上好每堂课是老师的第一职责。

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教学督导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到活动现场进行指导。 

教师教学技能创新活动月是化材学院强化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活动之一，学院将持续

加强课程建设和课堂质量提升，开展教学沙龙、名师教学论坛，搭建更广泛的学习交流平

台，从精心上好一堂课到全力打造一门课，全面提升教师教学技能，培育优良教风学风，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化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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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讲座成功举办 

5 月 5 日下午，浙江农林大学求真讲会第 19 期在教师发展中心教师培训室学 3-316

举办，由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建军教授在腾讯会议作主题为“如何上好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线上讲座。马克思主义学院全体师生、文法学院教师代表、校教学督导等线上线

下 80余人参加。 

在讲座中，刘建军教授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思

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

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这一重要论断进行了深刻、全面的阐述。

他指出，其一，思政课的教学本质是讲道理，点明了思政课程的理论属性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课，既包含对思政课教师的信任，也包含对当代大学生的信任；其二，讲道理可以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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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方式方法来实现，服从和服务于思政课讲道理的本质；其三，把道理讲深、讲透、讲

活是思政课教学需要逐步实现的目标。把道理讲鲜活，应通过深入浅出、联系实际、幽默

风趣三个要点来实现；其四，“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要求思政课教师以使命

在肩的用心，帮助学生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最后，“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

斗志”是思政课教育教学应达到的理想效果。 

本次讲座是由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举办，也是浙江农林大学文

科振兴讲坛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提升的专题学术讲座。 

 

（教发中心  马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校内思政课 

教学质量系列调研活动 

近日，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政领导一行先后前往经管学院、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文法

学院（外国语学院）等校内兄弟学院开展系列调研活动，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相关

负责人一同参与调研，所调研学院

相关负责人、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

参加了调研座谈会。 

围绕协同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

主题，与会学院领导认为，要高度

重视师生对思政课的认识，强化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充分调动并发

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全校

“大思政”的良好发展氛围。与会学院教师代表就课程安排、教学材料选择及教师教学技

能等方面提了建议。学生代表从课程内容、课程考核、授课形式等谈了一些体会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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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列调研座谈，马克思主义学院将同专业学院一道，不断加强学院之间联系，落

实省委巡视组整改要求。我校将努力打造推动形成学校学院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

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共同推动“大思政课”建设，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马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举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公开观摩课 

为认真落实学校关于持续提升思政理论课教学质量实施办法，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公

开观摩课，以优秀教师驾驭先进的教学理念，凭借优良的教学素质，提供优秀的课堂样例，

促进教师教学经验的交流，推进课堂教学的改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有效提升教师教学

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 

4月 18日上午第

一、二节课，马克思主

义学院王雪莉老师举

办以“抗日战争”为讲

授主题的《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公开观摩课，

参加观摩的人员有教

学质量监控中心负责

人、学校督导、学院领

导、相关学科的教师及

新进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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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观摩，可以发现王老师的教学设计非常完整。她打破了教材原有的章节体系，

以时间为轴，以问题为导向，以专题教学方式，深度融合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培育，为大家展示了两节精彩的思政课。 

课前她要求学生参与线上论题的互动，从而掌握了学生所思所惑，使学生带着疑问和

抗日战争专题的准备走入线下课堂。课中则设置一组开放性问题，问题与问题之间环环相

扣、层层深入，形成了严密完整的逻辑链条，让大家深刻感受到了逻辑的魅力和真理的力

量，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谬性。整个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王老师的理论讲授，还是学

生小组专题汇报，都非常注重师生互动。老师围绕问题，悉心引导，训练学生与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家国命运、时代责任的共情，强化学生共情意识和能力。学生则在老师的启发

下，积极参与，努力回应，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通过这次公开观摩课，我们认真解读、评析和分享了优秀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教

学目标的定位、教学方法的选择、课堂应变的技巧等，从宏观的整体构思，到具体细微处

的教师用语及肢体语言，对锻炼教师分析课堂教学的能力，提高教师教学的综合素质，持

续提升思政理论课教学质量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马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举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公开观摩课 

4月 24日上午第三、四节课，马克思主义学院宫瑜老师以“真理与价值”为讲授主题，

展示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公开观摩课。参加本次观摩的人员有教学质量监控

中心负责人、学校督导、学院领导、相关学科的教师及新进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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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节课的现场观摩，发现宫老师的整个教学过程内容丰富、思路清晰、设计多样。

在讲解一些理论性较强的知识点时，她灵活运用了各种教学素材，包括生活娱乐中的例子、

科学史中的著名案例、趣味性的动态图、历史典故等，从而将略显枯燥难懂的知识点深入

浅出地介绍给了学生。在对专题的引入中，她也适时地发挥了自己的专业优势，将课堂内

容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让学生们领略到了哲学的魅力。从学生的课堂反馈来看，宫老师

所运用的这些丰富素材无疑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从教学素材的丰富多样到教学设计的灵活巧妙，宫老师也一贯保持了她的一大教学特

色：将她所喜爱和擅长的动漫元素有机融入课堂之中。这一教学特色可谓创新与冒险并重。

说其创新，是因为少有老师会将动漫作为自己教学的常备素材；说其冒险，是因为动漫元

素似乎很难被嫁接到课堂之中，从而有可能引起课堂气氛松散、娱乐化的后果。但是，宫



总第 25 期 

13 
 

老师凭借其对知识点的高度把握、对动漫素材的驾轻就熟，成功地把动漫元素融入到了课

堂之中，由此成为了其教学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通过这次公开观摩课，我们分享和领略了优秀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把握、教学目标的定

位、教学方法的选择、课堂应变的技巧等。从宏观上的整体构思，到细微处的教学体态，

皆对教师们的课堂教学能力以及教学的综合素质，起到了积极的提升作用，同时也为持续

提升思政理论课教学质量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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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青年教师助讲培养考核工作完成 

4月 14日-4月 29日，学校对参加 2021

年度助讲培养且完成培养期任务的教师开

展考核工作。共有 79 名青年教师参加了考

核。由学校教学督导、教务处相关领导、学

院领导和教师代表等组成专家组，分 8组进

行现场考核。 

考核先由青年教师进行 15 分钟的现场

试讲，讲课结束后由指导教师介绍其在培养

期内情况及教学持续提升计划，最后专家组

从教学设计、教学内容、过程组织、教学方

法、教学语言及技巧、教学礼仪等方面对青

年教师讲课进行点评。青年教师们准备充

分，现场试讲自信、娴熟，充分展示了个人

教学风采。经专家组评议打分，15 名青年

教师考核结果为优秀。 

考核试讲是对青年教师助讲培养期间

学习成效的检验，更是以找问题、提建议、

促发展为主要目的，通过强化考核过程，帮

助青年教师锤炼教学基本功，尽快站上讲

台、站稳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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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青年教师助讲培养考核结果 

序号 学院 姓名 考核结果 

1 现代农学院 陈勃生 合格 

2 现代农学院 陈梦丽 合格 

3 现代农学院 王  璐 优秀 

4 现代农学院 徐乾坤 合格 

5 现代农学院 徐锡明 合格 

6 现代农学院 李承哲 合格 

7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程建华 合格 

8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江  成 合格 

9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邓世鑫 合格 

10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张祖瑛 优秀 

11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贺曰林 合格 

12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侯  丹 合格 

13 环境与资源学院 余克非 优秀 

14 环境与资源学院 赵梦丽 合格 

15 环境与资源学院 邱  巍 合格 

16 环境与资源学院 支裕优 合格 

17 环境与资源学院 刘  涛 合格 

18 环境与资源学院 喻  蓉 优秀 

19 环境与资源学院 李雪建 合格 

20 环境与资源学院 夏海萍 合格 

21 环境与资源学院 孔德雷 优秀 

22 环境与资源学院 彭丽媛 合格 

23 环境与资源学院 张前前 合格 

24 环境与资源学院 邬建红 合格 

25 环境与资源学院 郭  婷 合格 

26 环境与资源学院 王  敏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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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姓名 考核结果 

27 环境与资源学院 尹  潇 合格 

28 环境与资源学院 马晓敏 合格 

29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彭云燕 合格 

30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张  一 合格 

31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王  雪 优秀 

32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李路明 合格 

33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曲丽洁 合格 

34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庞亚俊 合格 

35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肖友华 合格 

36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厉世能 优秀 

37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李莹莹 合格 

38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姜柏羽 合格 

39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曹倚中 合格 

40 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吴仁武 优秀 

41 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林  葳 合格 

42 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胡文浩 合格 

43 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王梦婧 合格 

44 经济管理学院 朱哲毅 优秀 

45 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付利敏 合格 

46 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蒋  雯 合格 

47 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陈昌军 合格 

48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苏明俊 合格 

49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王  巍 合格 

50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王攀林 合格 

51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周兴东 合格 

52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徐阿慧 合格 

53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吴  芹 合格 

54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夏天奇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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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姓名 考核结果 

55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牛  玉 合格 

56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杜  雪 合格 

57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李思鸿 优秀 

58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时恒枝 优秀 

59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黄  涛 合格 

6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承强 合格 

61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余  彪 合格 

6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史行洋 优秀 

63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余  丽 合格 

64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吕  佳 合格 

65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刘昊奇 合格 

66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薛星宇 合格 

67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徐流畅 合格 

68 光机电工程学院 张永健 优秀 

69 光机电工程学院 侯萍萍 合格 

70 光机电工程学院 张慧聪 合格 

71 园艺科学学院 闫国超 合格 

72 园艺科学学院 辛静静 合格 

73 园艺科学学院 高  帅 合格 

74 园艺科学学院 许丽爱 合格 

75 园艺科学学院 胡校粒 优秀 

76 食品与健康学院（现代粮食产业学院） 解东超 合格 

77 食品与健康学院（现代粮食产业学院） 方  宇 优秀 

78 食品与健康学院（现代粮食产业学院） 于海征 合格 

79 茶学与茶文化学院 吕务云 合格 

 

（教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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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系列名师公开课 

 

为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模范引领作用，倡导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引导教师热爱

教学、潜心教学、研究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水平，并为教师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台，5

月份，教发中心邀请历届本科优质教学教师特等奖“红虹奖”获得者经管学院杨丽霞、园

艺学院徐凯、经管学院刘龙青、光机电学院曾松伟 4位老师，举办名师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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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老师的课堂展现了渊博的专业知识、宽阔的学术视野、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和生动

形象的教学语言，充分运用信息化等教学手段，呈现了精彩生动的高水平公开课。他们展

现出的课堂教学设计、教学经验以及教学风格，给参加观摩的教师，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

领作用。 

 

（教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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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师在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 

喜获一等奖 

5 月 14 日，浙江省第二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圆满收官。我校动科动医学院杨永

春团队获得副高组一等奖，经管学院许一老师和刘宝森团队分获正高组和中级及以下组优

胜奖。同时，在本赛事课程思政专项赛中，园林学院徐斌团队获得理工组一等奖，动科动

医学院夏菁团队获得理工组二等奖，经管学院杨雪雁团队和杨丽霞团队分获文科组二等奖

和优胜奖。浙江农林大学荣获最佳组织奖。 

本次大赛由浙江省教育厅指导，浙江省高等

教育学会主办，浙江师范大学承办。大赛以

“推动教学创新，培养一流人才”为主题，

设置正高组、副高组、中级及以下组三个组

别。全省高校共推荐 158名参赛教师（团队）

参加省赛，经过对课堂教学实录和教学创新

成果报告的网络评审，最终有 64名参赛教师

（团队）入围现场评审，现场评审以线上汇

报的方式进行。本赛事同时设置课程思政微课专项赛，专项赛根据参赛课程所在学科分为

文科组、理工科组，参赛教师需提交参赛课程的 3 个微课教学视频，以及微课设计书等相

关材料。在各学校推荐的 205件参赛作品中，确定 24个参赛教师（团队）获专项赛一等奖，

42个参赛教师（团队）获得二等奖，60个参赛教师（团队）获得三等奖，79个参赛教师（团

队）获得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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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近年来充分发挥“以赛促练、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的积极作用，着力于整体提升我校教

师教育教学能力。为做好省赛备赛工作，参赛

教师及团队迎难而上，精心准备教学设计、反

复打磨创新报告。学院层面充分发挥基层教学

组织力量，多次开展交流与研讨活动。教发中

心高度重视、积极筹备、认真组织。在新冠肺

炎疫情形势反复多变的情况下，高质量、高标

准完成了参赛视频录制及决赛直播现场布置等

工作，邀请校内外专家进行多轮次、点对点的

线上线下打磨演练，助力参赛教师取得好成绩。 

 

（教发中心） 

 

学校完成 2021年度本科优质教学教师的评选工作 

根据《浙江农林大学本科优质教学教师评选办法》（浙农林大(2019)140号）和《浙江

农林大学“红虹奖”——本科优质教学教师特等奖评选细则（试行）》（教务处(2019）28

号）文件精神，教发中心今年 3 月 18 日下发《关于开展浙江农林大学 2021 年度本科优质

教学教师评选活动的通知》，正式启动评选工作。经学院（部）评审推荐，学校评审组评

审，校长办公会审定，共评选出 18人为 2021年度本科优质教学教师，名单如下： 

 

序号 奖项 姓名 学院 

1 特等奖 

（红虹奖） 

徐秋芳 环境与资源学院 

2 蒋琴儿 经济管理学院 

3 一等奖 王国英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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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姓名 学院 

4 李胜 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5 曹顺娟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6 

二等奖 

虞方伯 环境与资源学院 

7 白丽群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8 陈楚文 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9 张蕊 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10 李西斌 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11 杨丽霞 经济管理学院 

12 彭庭松 文法学院 

13 陈声威 文法学院 

14 何菲 文法学院 

15 宋明冬 艺术设计学院 

16 吕聃 艺术设计学院 

17 胡栋 光机电工程学院 

18 王超 食品与健康学院 

（教发中心）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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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通过 

“工程教育认证”中期审核 

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协会最近公布

2022 年“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期核查结

果，我校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的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专业顺利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的中期审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专业是我校第一

个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专业，

也是全国农林院校中第一个通过专业认证

的计算机专业。 

本次中期审核从 2020 年秋季着手开始

准备，学院教师全力准备中期审核相关材

料，全方位回顾与总结三年来“以学生为中

心，以产出为导向和持续改进”方面所做的

工作，圆满完成了面向产出的持续改进过程

资料报备，同时撰写完成了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持续改进中期自评报告，累计搜集整理文

件资料 10万余个，文件大小 100多个 GB。

最终工程教育认证协会对我校计算机专业

得出的中期审核结论为“继续保持有效期”，

本轮认证有效期为“2019年 1月至 2024年

12月”。 

多年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围绕工

程认证产出为导向的思路培养了一批批出

类拔萃、品学兼优的学子们，在 ACM国际大

学生程序设计竞赛、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

设计竞赛等大赛中都取得了优异战绩，多位

毕业生获得阿里、网易、字节跳动等互联网

巨头的 Offer，多人次考上北京大学、浙江

大学、厦门大学等名校研究生。 

本次中期审核的顺利通过，是对计算机

专业过去建设工作的肯定，全体教师必将按

照现有的工程认证评价机制，持续改进，共

同努力，让专业建设更充实、更规范。 

 

（数计学院） 

 


	封面—
	页 1



 
 
    
   HistoryItem_V1
   Splitter
        
     列数: 2
     行数: 1
     重叠: 0.00 点
     重叠部分归入出血: 无
     仅拆分宽幅页面 : 无
      

        
     D:20220701172309
      

        
     2
     1
     RowsAndCols
     0
     0
     0.0000
     760
     269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1
            
                
         2
         CurrentPage
         30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4
     Quite Imposing Plus 4.0g
     Quite Imposing Plus 4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