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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教学检查情况的通报

学校于本学期第 9-12 周开展了期中教学检查。本次期中教学检查围绕评建教学专

项工作开展，除例行检查各教学单位教学计划的执行与落实情况、课堂教学质量与教师

履行教学工作基本规范情况、教学设施的使用与保障等情况外，重点检查了教学过程材

料全面普查、课程思政实施情况、校内实践类课程开出及运行情况、校外实训（就业）

基地建设情况以及嘉鱼校区教学运行情况等内容。

一、各教学单位自查情况

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根据学校要求成立了期中教学检查小组，

制订了详尽的检查工作计划和安排。检查工作覆盖了日常教学环节自查和学校各项重点

检查范围，并通过组织师生座谈会等，对上半学期的教学工作进行了认真的交流和总结。

（一）教学秩序检查

各教学单位均成立了专班检查课堂教学秩序，认真落实了各级领导、同行听课评课，

针对监评中心 10 月反馈新进教师教学质量问题，相关单位进行了跟踪听课，采取有效

措施提升新进教师教学能力。如：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组建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和优秀教

师专业团队指导新入职教师，全方位从教学观摩（听课）、教育实习（备课、讲课、评

课等）、活动类课程设计与实践、科研导引四个方面制定新进教师校本研修计划，引导

老教师对新教师的“传帮带”工作开展；城市建设学院组织院教学管理组成员对新引进

的青年教师进行了专项听课评课活动等。

（二）2019-2020 学年度教学过程文档普查

各教学单位根据《关于开展 2019-2020 学年度教学过程文档检查的通知》（院评建

〔2020〕3 号）开展了 2019-2020 学年度各项教学文档自查工作，自查过程中多数单位

组织有力、方法得当、注重分析整改。如新闻与文法学院制定了规范的试卷检查指标以

“专业自查——系内互查——学院抽查”的形式，要求全体教师依照《新闻与文法学院

评建试卷检查工作记录表》的要求严格全面普查 2019-2020 学年全部试卷，并对检查结

果做了系统的分析整改。通过第二轮学校普查显示，仍然存在部分教学单位未按要求做

到全面普查，个别教学单位自查进度缓慢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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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思政建设

各教学单位采取教学交流、课程研讨、示范观摩课推广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工作。如：外国语学院于开学初在各门课程教学日历编写时增加了课程思政的内

容，将“三全育人”的精神融入到课堂教学目标中；城市建设学院于 12 月 2 日组织第

一届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汇报交流活动，党员老师示范带头，全员教师积极参与；新闻与

文法学院通过举办三期秋季专题培训、示范课、遴选培育课程改革项目等举措，切实推

进“课程思政”专业课程群建设等；艺术设计学院 350 名学生，在各系各专业负责人的

带领下进行一周的城市文化写生，通过人文、民俗文化到红色文化来深入感受武汉这座

英雄的城市，让学生在学习造型艺术知识的同时增强爱党爱国的思想情怀等。

（四）实践教学环节全面普查

各教学单位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各系（教研室）根据《关于开展实验室迎评

工作自查的通知》，全方位开展了实践教学环节的梳理和普查工作，普查范围包括实验

开出率核查、实验室开放执行情况检查、实验室安全检查以及实践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各实验中心（实验室）已将检查结果报学校实验与设备处，即将进入下一阶段整改；

各教学单位根据教务处要求，对本单位实习实训基地进行全面摸排检查，并拟定了重点

建设基地报学校教务处。

（五）嘉鱼校区教学运行情况检查

各教学单位（尤其是量大面广的基础课教学单位）采取了积极有效方式保障嘉鱼校

区正常教学，对新校区开学出现的各种紧急性突发问题做好了及时的师生沟通协调工作。

如：基础科学部黄新堂主任带队，组织部领导小组两次对于嘉鱼校区上课的情况进行突

击巡查，并与一年级工作部进行了积极交流，就如何加强教师、辅导员之间的沟通合作，

保持一年级新生的学习热情，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等进行了讨论。

（六）师生意见收集及反馈

部分教学单位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师生意见和建议调查。如：新闻与文法学院

新生开展网络问卷调查，就开学以来的课堂体验、校园生活、大学学习适应等进行调研，

共收集 365 份有效问卷，召开“学情分析全院大会”公布调研结果，有针对性的制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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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整改措施；马克思主义学院多名教师运用麦可思质量管理平台开展随堂调研，及时

了解并反馈学生学习状态和效果，有效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二、学校检查情况

根据《关于开展 2020-2021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中教学检查的通知》（院监评〔2020〕

12 号）要求，学校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协同教务处、设备处等部门开展了例行常规

检查和重点检查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教学过程材料全面普查情况

截至 11 月 30 日，在学校教务处和监评中心全体工作人员的支持下，评建办共组织

了 31 位校外专家、校内督导，开展了 5 场教学过程材料全面普查工作，覆盖 4 个教学

单位——艺术设计学院、新闻与文法学院、城市建设学院和基础科学部，总共完成 1214

份 2020-2021 学年度课程结束性考试试卷和 633 份 2020 届毕业论文/设计。从检查结果

来看，部分学院教学过程材料依然存在较多问题，需加以完善。李桂兰副校长带队召开

了 3场现场反馈会，评建办已将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共性、个性问题反馈至相关教学单位，

各教学单位目前正在抓紧整改。

（二）2020-2021 学年度第一学期试卷命题质量情况

自 10 月 6 日起，监评中心邀请 31 名校外同行专家评审各单位 2020-2021 学年度第

一学期的试卷命题质量，共检查 9个教学单位 313 门课程考试试卷。11 月初监评中心以

简报形式对命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通报，根据截止 11 月 30 日专家反馈情况，11 月份全

校试卷命题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但仍然存在如下问题：

1.试卷题目用语措辞不严谨、不准确，标点符号、图标编号等校对错误；

2.部分 A、B卷两套试题重复率高于 10%、难度不一致；

3.少数课程给分太粗略，没有分步骤评分标准；

4.个别试卷大题总分和小题合分不一致，题型难易程度与对应分值设置不合理；

5.个别试卷考试内容与教学内容不相匹配；

6.少数开卷形式的考试，简单题比重较大、开放性试题偏少。

希望各教学单位结合共性问题及专家反馈的个别问题及时整改，确保本学期课程考

试试卷命题质量。



5

（三）课程思政建设情况

学校教务处开展了 2020 年度武昌首义学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示范课程申报工

作，引导各教学单位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建设，通过教学单位自评、学校申报，目前共有

17 项申报课程项目通过立项初审，在全校范围掀起了课程思政建设热潮。

（四）校内实践类课程开出及运行情况

实验与设备处牵头围绕实验开出率核查、实验室开放执行情况检查、实验室安全检

查以及实践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专项普查，具体检查结果及整改措施待专项评

建小组讨论后另发文通报。

（五）嘉鱼校区教学运行情况

2020 年 10 月 21 日，2020 级新生正式在嘉鱼校区开课。全体校领导、各级职能部

门领导干部深入嘉鱼校区教学一线开展随堂听课、巡课，了解新校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

习状况。据检查情况反映，嘉鱼校区新生上课精神面貌佳、教师课堂井然有序。2020

年 10 月，学校监评中心针对嘉鱼校区师生线上收集 76 条授课教师意见、66 条新生反馈

意见，并将收集意见分类反馈至相关职能部门。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已妥善处理嘉鱼校

区师生反馈意见，在一年级工作部、全体新校区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新校区各项设施建

设逐步完善，教学工作运行平稳有序。

（六）关于教师、学生座谈会

学校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11 月 11 日分别在主校区和嘉鱼校区召开了全校老生、

新生教学信息员代表座谈会，全面了解学生学习情况、教师授课情况以及教学管理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并将学生信息员反映的问题及时向有关单位进行了反馈。

同时，本次期中教学检查期间，各教学单位共组织了 9场教师座谈会，18 场学生座

谈会。学校组织教务处、监评中心相关人员分别参加了各教学单位组织的师生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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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学单位开展师生座谈会的情况统计表

组织单位 教师座谈会次数 学生座谈会次数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 5

机电与自动化学院 1 5

城市建设学院 1 2

外国语学院 1 1

经济管理学院 1 2

新闻与文法学院 1 1

艺术设计学院 1 2

基础科学部 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

合 计 9 18

对于本次期中教学检查反映的问题，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进行了分类汇总，共

整理了涉及 9个教学单位、15 个职能部门的 314 个具体问题，相关单位和部门对这些问

题进行了认真回复，并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监评中心将统一反馈至各教学单位。希望

各单位能够及时把解决方案反馈给教师和学生，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规范教学工作，

营造良好的师德师风和学风环境，促进教学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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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线上课堂教学运行情况通报

根据超星学习通运行月报统计，2020 年 11 月，全校活跃课程 674 门、上线教师 859

人、上线学生 16505 人；自建课程 1957 门、新建课程 150 门、课堂活动 243170 次。教

师新增任务点、发布活动、发起讨论、发布作业、发布考试分别为 2297、8492、1126、

1908、156 个，批阅作业和批阅考试分别为 23008、1073 人次。学生活动参与和讨论分

别为 234678 人次、51954 个，完成任务点、完成作业、完成考试分别为 492738、89625、

7390 人次 。各院系新建课程、上线教师、上线学生、资源上传情况如下：

各教学单位线上课堂教学运行情况统计表

院系名称
新建课程

（门）

上线教师

（人）

上线学生

（人）

资源上传

（个）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4 73 4121 564

机电与自动化学院 13 81 2711 500

城市建设学院 11 46 1422 165

外国语学院 11 74 747 868

经济管理学院 19 81 3863 306

新闻与法学学院 6 46 1463 145

艺术设计学院 330 330 330 330

基础科学部 28 52 0 1442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2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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