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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秋季学期开学本科教学工作指引 

为保障 2021-2022学年秋季学期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学校的统一部署和安排，现

将开学相关教学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新生教学工作安排 

2021级新生报到时间为 10月 9-10日，待入学教育相关工作完成后，正式开始上课。具

体时间和方式学校将另行通知。 

二、老生教学工作安排 

（一）返校前 

1. 老生返校报到时间为 9月 25-26日。教学工作仍按原定课表执行教学计划，于 9月 1

日正式开展线上教学。 

2. 各学院要面向全体学生上好“线上开学第一课”，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开

展思想引导、心理疏导、人文关怀和学习生活指导；要向全体师生员工普及防疫知识和疫情防

控新要求。 

3. 各授课教师要提前做好线上教学的准备，选择好教学平台。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已建

成，建议使用。登录成功后，依据操作指南，在教学空间“我教的课”中激活课程或创建新课。

学校教学平台登录方式如下： 

（1）登录信息门户，通过业务系统中的教学平台进入； 

（2）访问网址jssf.fanya.chaoxing.com或超星学习通移动客户端进入，用户名为工号，

初始密码为“s654321s”。 

4. 需要使用黑板的课程，授课教师可提前向校教学资源保障中心申请使用录播教室（17

号楼）进行在线教学。 

5. 授课教师需提前建立微信群或 QQ群，将在线教学的相关信息提前告知学生。 

6. 授课教师要充分总结在线教学的经验，遵循在线教学的特点和客观规律，坚持“以

生为本”，认真做好在线教学设计，加强与学生的线上交流互动以及课后对学生的线上答疑辅

导，安排好学生的课后练习和实践活动等，力争实现在线教学质量与线下教学等效。 

7. 学院要提前梳理、汇总线上教学课程、在线教学平台、授课方式以及进入线上课堂

的方式等，并报教务处教学督导科。同时做好线上教学前期和线上教学开始后的检查工作，确

保教学运行稳定、有序。 

（二）返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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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老生在返校两周后进行线下授课，如有特殊需求，须向学院申请。经学院审核同

意的线下授课课程必须满足疫情防控的条件和要求，并报教务处审批。 

（三）缓补考工作 

本学期的缓补考工作待学生返校后进行。教务处和各学院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在学生返

校后一周内完成缓补考工作。 

（四）实习实训工作 

1. 专业实习自 9月 1 日起视疫情防控情况，由学院与实习单位协商后确定实习时间，

并报教务处备案。 

2. 教育实习自 9月 1 日起由各学院安排线上实习培训，做好实习前准备工作。待学生

返校后视疫情发展由教务处与实习单位协商后确定实习时间。 

3. 乡村教师定向生教育实习工作服从定向生生源所在地教育局安排，与当地中小学教

育教学工作同步开展。各学院要安排指导老师通过电话、微信、QQ等方式做好教育实习指导

和管理工作。 

请各学院根据本教学指引，认真做好 2021-2022 学年秋季学期的开学工作，对因疫情等

不可控原因不能按时返校学生的学习及时进行指导和帮扶。教务处将组织在线教学检查督导小

组，对各学院相关教学工作进行检查并提供在线教学支持和服务。 

（教务处） 

 
  江苏师范大学疫情防控期间本科在线教学规范  

为保障线上授课的教学质量，根据《2021-2022学年秋季学期开学本科教学工作指引》要

求和新学期教学督导听课的信息反馈,特制定我校疫情防控期间本科在线教学规范。 

一、教师自身规范 

教师应遵守网络规范，采用实名制加入课程学习群和参加直播教学，同时注意在线教学

时仪表整洁、举止文明，确保正向角度向学生开放直播镜头。 

二、课前教学规范 

教师至少提前 10分钟进入到指定的教学平台进行调试，并通过语音、视频点名的方式确

认每一位学生在线。如果发现问题，及时切换其他备用教学平台，确保教学正常进行。 

三、课堂教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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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建议采用雨课堂、课堂派等课堂管理工具辅助直播方式,设计图文并茂、布局合理、

简洁规范的 PPT，单个视频资源的播放尽量控制在３—５分钟之内。 

教师对照“金课”的标准, 做好学生中心的在线教学设计，主动设计富有高阶性、创新

性的问题,使用任务驱动、案例教学、在线讨论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提高学习的

挑战度。同时在互动区保留课堂互动痕迹，并将其作为该门课程过程性评价的依据。 

教师也可使用翻转教学等方式，课前将学习资源或教学问题发布给学生，在直播教学时

进行更深入的在线讨论，同时保留讨论过程或课堂实录以备学生反复学习或进行课程评价。 

四、课堂管理规范 

教师通过制定“公约”对学生在线教学中的行为进行约定。要求学生实名制进入课堂，

上课时着装整齐，仪表端正，上课前打开音视频报到，教学过程中通过“举手”、使用文字、

屏幕分享等方式参与讨论。 

教师采取有效手段对课程内容及学生发布的讨论信息进行审核，以防有害信息的传播，

必要时关闭直播或屏蔽信息。 

教师采用随机发言等方式，保证学生在线参与度，坚决杜绝“满堂灌”、“一言堂”，

杜绝线上“水课”。请各学院根据学科专业特征，制定院本级的落实细则，切实保证在线教学

质量。 

（教务处） 

 

新学期线上教学工作顺利开启   

9月 1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我校线上教学工作顺利进行。为确保在线教学工作顺利开

展，各学院及相关部门依据学校发布的教学工作指引，认真做好在线教学准备工作，保障了新

学期教学工作的有序运行。 

上午 1、2 小节，校领导在泉山校区 5#-207（教学资源保障中心监控室）集中在线巡课，

共计抽查了 10 门课程的在线教学情况。从听课检查结果看，大部分教师课前准备充分，教学

内容熟悉，讲解较为清晰，教学效果较好，特别是外国语学院的唐美华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

授课风格明快、语言简洁、思路清晰，教学效果好。但同时部分教师也存在照本宣科，PPT制

作粗糙，授课语言随意，语调平淡，无交流互动等现象，教学效果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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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线上教学检查，建议授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大教学投入，深挖课堂教学思政元

素，深度思考如何上好网课，提高教学效果；各学院应加大线上课程的督查力度，充分发挥教

研室、教学团队等基层教学组织的功能，加强集体备课，落实好每一个教学环节，强化在线教

学的“达标”意识，着力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学校将逐步推广使用网络教学

平台，加强线上课程教学的指导和培训，制定线上课程的教学“达标”标准。 

（教务处  张志华） 

 

我校圆满完成 2021 年江苏省内本科招生录取工作  

我校 2021 年江苏省本科招生录取工作已基本完成。自 7月 8日起，我校陆续完成了艺术、

体育类提前批次、江苏省农村专项、乡村教师、综合评价、普通类本科批次的录取工作，生源

数量充足，生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今年，我校本科招生计划大幅增加，本科招生人数第一次突破 6000 人。江苏省普通类历

史等科目类大专业组投档线为 551 分，最高分 599 分，平均分 561.14 分；物理等科目类大专

业组投档线为 527 分，最高分 587 分，平均分 543.75 分。（普通类特殊类型线：历史等科目

类 533分，物理等科目类 501 分） 

  7 月 18 日上午，我校召开江苏省本科批次招生录取集中阅档工作会议，杜增吉副校长全

面总结了目前已经完成的省内、外招生录取情况，今年作为新高考改革的定标之年，招生宣传

期间仍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学校早谋划早启动，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招生宣传工作。

在学校领导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在各学院、部门的通力合作和全体招生宣传员的共同努力下，

我校招生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华桂宏书记到阅档现场看望慰问工作人员，对近期招生工作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绩给予充

分肯定，对奋斗在一线的招生宣传员和录取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华书记指出，要进一步总结经

验，做好数据分析，为将来的人才培养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各专业学院要进一步提升学科

和专业建设内涵，强化课程和教材建设，全面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构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

体系，为学生发展和成长提供优质平台。 

  （招生办公室  李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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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推进会  

7 月 7 日，江苏省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首批试点江苏师范大学-丰县对口支持推进会在

我校分析测试中心 101会议室举行。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广登，丰县教育局副局长丁运超

出席会议。我校对口支持的丰县 6所中小学代表，相关专业学院代表、艺术教育中心全体成员

参会。 

  刘广登副书记表示，探索建立高校支持中小学体育美育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是推进新时

代学校体育美育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是教育部和省教育厅高度重视的一项重点工作。我校作

为首批试点对口支持单位，将对标教育厅关于浸润行动计划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

立足丰县基础教育需求进行全力支持，做到精准帮扶。希望双方通力协作，建立良好沟通，推

动浸润行动计划落地落实落细，努力形成多方联动、开放高效、富有活力的中小学体育美育新

格局。 

  丁运超局长对我校为浸润行动计划前期所做的大量工作表示感谢。他要求对口支持的中小

学要珍惜机会、加强学习，积极打造特色体育美育课程和实践品牌，力争形成“一校一品”“一

校多品”的艺术教育特色。校艺术教育中心负责同志介绍了我校开展浸润计划的总体思路、重

点工作和任务分解。我校体育、音乐、美术学院代表，丰县学校代表分别发言并进行了深入交

流研讨，双方在体育美育课程教学、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建设、教师队伍建设、辐射带动和展

示交流等方面做了充分交流，并对下一阶段具体帮扶的工作进度安排进行了会商。 

（校团委）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获首批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 

品牌专业建设项目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全省“十四五”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首批立项重点建

设项目评审结果，我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成功获批。 

  江苏省教育厅自 2021 年起实施“十四五”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建设项目，计划

在 2021-2025年面向省内“双一流”高校、其他本科高校及高职院校，遴选建设 100个高校国

际化人才培养省级品牌专业，今年首批遴选建设 50 个。项目旨在引导支持高校依托优势特色

学科,加快推进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高质量对外合作交流和高水平国际科研合作，提升我

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国际竞争力。我校同时申报的江苏省国际化人才建设项目和国际科研合作

平台项目也成功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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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高度重视本项目申报，严格审核把关申报材料，精心组织线上答辩，相关职能部门和

学院通力配合，取得良好成绩。本项目的成功获批将助力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国家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和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为学校培养国际化人才做出贡

献。 

（国际合作交流处） 

 

我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实验班开班  

为满足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高端外语人才的需求，培养创新型国际化人才，江苏师范

大学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创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实验班。2021 年 9 月 2 日，实验班的

第一堂专业课《基础乌尔都语》开课，标志着“江苏师范大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实验班”（以

下简称“实验班”）正式开班，来自外国语学院的 8名本科生经过严格选拔成为实验班的第一

批学生。 

  实验班突显双外语培养及国际组织知识能力培养等特色，采用全新的教学培养方案，在招

生选拔、师资配备、课程设置、实习实践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创新。课程内容以英语/西班牙

语及乌尔都语为依托，融合国际组织、国家安全等相关课程，力求培养一批精通英/西、乌两

门外语，具备国际组织基础知识，拥有丰富的跨学科基本专业知识储备，具有国际视野与家国

情怀，通晓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具有出色的跨文化沟通和实践能力，富有创新合作精神和国

际交往能力的国际组织后备人才。 

我校近年来主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致力于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推进人才培

养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此次实验班成立，是学校主动面向国家战略和现实需求，积极探索国际

组织人才的全新培养机制，搭建跨学校、跨部门、跨院系、跨学科的多元化协同育人平台，为

国家安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贡献外语学科力量的有力举措。 

（外国语学院） 

 

《中国古典文学名篇解读》被教育部确定为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教高函〔2021〕7 号），

我校继续教育学院制作的文学院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专升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课《中国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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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名篇解读》被确定为继续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该门课程的教学团队（沙先一、刘嘉伟、

王立增、周苇风、王文君、张勇敢、胡政、张建雄）被确定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 

  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继续教育课程申报，每省推荐课程不超过 5门，先经江苏省教

育厅专家组推荐上报，再经教育部专家遴选、会议评审后确定 100门为继续教育课程示范课程。 

我校的本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申报工作在校领导的主持下，由继续教育学院和文学院共同

合作，得到了校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继续教育学院） 

 

 

简 讯 7则 

 

★8 月 11 日，钱进副校长以视频会议形式，主持召开了本科教学暑期战略研讨会，教学

资源保障中心、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敬文书院主要负责人，教务处领导班子全体成员，

共 15 人参加研讨了江苏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四五规划”和“人才培养项目”。会议设定了理

念类、宏观综合类、其他专项三大类必答和选项题目，每位参会人员均围绕“新师范的新是什

么”“宏观改革如何有利自已的分工工作”“依据部省校规划重大目标设置哪些项目”作会议发

言并展开了讨论。会议决定梳理汇总研讨成果，进一步指导做好我校本科教学“十四五规划”

和“人才培养项目”的制定和落实工作。 

（教务处  徐四海） 

 

★9 月 8 日，法学院召开了《法律诊所》一流课程建设研讨会。研讨会由副院长张峰振主

持，实践教学教研室、《法律诊所》任课老师以及学院积极参与实践教学的其他老师参加了研

讨会。法学院《法律诊所》课程自 2020 年 11 月入选首批国家级社会实践类一流本科课程。学

院为将该课程建设得更好，让更多法科学子分享优质课程，决定自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始，在

《法律诊所》课程下开设多个专业诊所方向。本学期新开《证据法诊所》、《刑事法诊所》和《劳

动法诊所》三个专业诊所方向。研讨会上，各位老师分别交流了本学期法律诊所课程的课程设

计和构想，并进行了讨论。张院长要求诊所课要理念创新、模式创新，要切实改变传统课堂讲

授模式，重视让学生亲自参与实践，让学生在掌握法学理论知识的同时，训练其法律职业技能，

培养其法律职业伦理、公益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张院长还要求老师们注意积累资料，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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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熟的教学内容录成视频，尽快实现本门课程线上共享，使我校其他学院和全国其他高校更

多学生受益。 

（法学院  李淑芬）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智慧教育学院（公共教学

系）自 2019 年开始推进我校大学计算机通识教育教学改革，本着精细务实的原则，深入调研

了不同专业的学生需求，紧密结合专业特点因材施教和因材建课，从专业特有的信息源及样本

数据着手，以实例搭建大学计算机与专业融合贯通的桥梁，致力于建设优质、共享、与时俱进

的教学资源来辅教辅学，让学生在改革中受益，学有所成。近年来，形成系列教材、课件、案

例和微视频，获批江苏省高等学会教研课题 2 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 项，多人次

在江苏省教育技术作品大赛中获奖，《面向专业的大学计算机教学改革与实践》获得 2020 年江

苏师范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获批 2021 年江苏省首批一流本科课程等

一系列教研成果。 

（智慧教育学院  岳昕） 

 

★7月 21-22日，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以下简称

“三创赛”）总决赛在云南工商学院举办。本届赛事报名参赛团队超过十万支，经过前期各省

市分赛区的选拔，共有来自 32个省、市、自治区，131 所高校的 185支团队进入全国总决赛。

我校共有 5 个项目晋级省赛。2021 年 6 月，在“三创赛”省赛中，我校共荣获特等奖 1 项、

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其中，智慧教育学院杨茂云、张功杰老师指导的《医疗废弃物追溯

管理平台》获得省赛特等奖，成功晋级国赛，同时获得“最佳创业奖”。在全国总决赛上，经

过激烈角逐，《医疗废弃物追溯管理平台》项目最终荣获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全国二等奖的好成绩。 

（教务处  刘潇  田业茹） 

 

★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苏教高函〔2021〕

6 号），为全面推进学校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教务处认真组织，择优推荐 4门课程申报，经

省高教处组织专家评审、结果公示和省教育厅审核，我校杨亦鸣教授的《语言能力训练（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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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高伟教授的《教育哲学》和李广超副教授的《化学史》3门课程确定为首批省级本科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教务处  梁靓）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2021〕

10 号）和《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推荐申报“教育部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的通知》（苏教办

高函〔2021〕21 号），经学校申报、专家评审、省教育厅审定，我校文学院汉语言教研室入

围省级虚拟教研室建设培育点。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李文） 

 

★根据《江苏省现代教育技术研究 2021 年度课题申报通知》的要求，教务处认真组织、

择优推荐 19项研究课题，经省教科院教技所组织专家评审，我校 12项课题获批江苏省现代教

育技术研究 2021 年度课题立项，其中重点课题 2项，一般课题 10项。根据《关于举办“江苏

省第十九届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作品大赛”活动的通知》的要求，教务处认真组织、积极推

荐，最终 85项作品在江苏省第十九届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作品大赛中获奖，其中一等奖 18

项，二等奖 29 项，三等奖 38项。 

（教务处  梁靓） 

 

 

  

 

 

 

 

发：各学院、各有关部门   

本期审稿：赵鹏  于涛               编辑：郑文娟  

联系电话：0516-83656155             E-mail：gjyj@js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