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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报道】 

汕头大学创新设计产业学院揭牌成立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高教融合的意见和广东省教育

厅推进高校产业学院建设的意见，切实提升汕头大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水平，

汕头大学结合地方产业优势，与汕头工业设计城达成合作共识，联合共建汕头大

学创新设计产业学院。 

2019年 12月 30日下午，汕头

大学创新设计产业学院在汕头工

业设计城隆重揭牌成立。 

汕头大学创新设计产业学院

是汕头大学和汕头工业设计城共

建的、且由企业发挥主体作用的汕

头首个产业学院。学校希望以此为良好开端，通过产业学院构建产学研全方位、

全过程深融合的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促进人才培养供需双方紧密对接，改善

高校专业结构，实现校企之间信息、人才、技术和物质资源的共享。未来将产业

学院建设成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企业服务、学生创业以及继续

教育等多功能基地，实现区域教育和产业的联动创新发展，破解产学错位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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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将以育人为本、服务产业、融合发展、共建共管为原则，以根植设计产

业、服务设计产业、引领设计产业为理念，对接广东省创新驱动发展和汕头市创

新设计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需求，集成社会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培养

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提升粤东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把科

研成果转化为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生产力，促进学校、企业和行业的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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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动态】 

学校组织课程思政教学方案设计实操工作坊 

为进一步加强“课程思政”教师队伍建设，引导教师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帮助高校教师学会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2019年 12月 18-19日，

教务处、教师发展与教育评估中心特邀上海中医药大学张智强教授开展课程思政

培训，主题主要有《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问题及实施路径》、《课程思政教学方案

设计实操工作坊》等。共有 200余名教师参加了工作坊。 

张教授在工作坊中主要与大

家探讨了课程思政的可行性、有

效性、实施路径和方法以及初心、

要义和意义。 

张教授说，自 2014 年至 2017

年，上海中医药大学共设立了 100

门校级重点建设课程，试点效果

良好，且与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高度吻合。张教授从这些课程建设的

经验出发，通过九个课程案例中学生在认识和行为上的积极变化来探讨课程思政

建设的可行性、有效性。张教授还重点聚焦了如何理解专业教学中的“思政”，

即如何突出问题导向、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如何发掘思想政

治教育元素，如何坚持融入性原则以及如何设计“课程思政”方案等核心问题，

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以及“课程思政”的成效评价方法。 

此外，张教授还强调课程思政

的载体是课程，实施主体是教师，

教师是实施课程思政关键；推进课

程思政工作，功夫要花在教师育德

意识和育德能力的提升上。 

在第二天的工作坊中，一开始

由我校 10位教师汇报其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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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张教授做了一一点评并提出建议；接着，张教授从课程思政教学的基本要

点及逻辑关系，申报课程思政教学项目的注意事项，教学策略与教学方法的运用

和如何客观评价课程思政成效等四个方面与教师展开探讨。 

 
工作坊的最后，张教授建议，思政课程的开展，对我们专业教师提出了更高

要求，建议大家花时间去学习、研究、积累与本学科相关的人文、政治知识和问

题，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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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完成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场的建设 

2019 年 11月底，我校按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统一要求，完成了全校 72

个公共教室 100个考场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场视频监控系统的建设。这次建设

中，每个标准化考场均配置了高清摄像头和拾音器等设备，并建设了考场指挥平

台，实现考场远程电子监考和远程巡考的功能，考场视频可保存 30 天。 

标准化考场视频监控系统除了考试的监控和录像外，在平时的教室巡查中也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能快速及时地了解教室的状态，为教学管理和教室管理提供

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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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部 2020年春季学期兼课教师审核情况 

为确保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满足学校发展和培养人才目标的需求，教务处

于2019年12月组织校本部各教学单位聘请兼课教师，并完成相关审核工作。2020

年春季学期，校本部各教学单位共 17门课程申请兼课教师 21名。经汕头大学教

学委员会讨论审核，通过全部 21位兼课教师的聘请申请。 

在聘请兼课教师方面，学校鼓励各教学单位根据学科发展和专业教学的需要

及实际情况，聘请短期访问学者为学生开设专业前沿知识课程；鼓励各教学单位

聘请具有课程相关理论前沿知识或实践经验的专家或学者作为专题教师承担某

门课程中部分内容的教学任务，以提高课程在融合跨学科知识、专业实践等方面

的教学效果。 

校本部 2020年春季学期教材选用审核情况 

根据学校教材选用管理办法，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规范我校教材特别

是境外原版教材的选用管理，保证优质教材进入课堂，教务处继续开展 2020年

春季学期教材选用的审核工作。2020年春季学期，我校校本部六个学院共申请

选用教材 146本，其中境内教材 84本，境外原版教材 62本。 

按照工作安排，境内教材由汕头大学教学委员会讨论审核，境外原版教材由

境外原版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核。经过各委员会严格审查，全部 146本教材通过审

核，教材的审核工作保证了 2020年春季学期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教材的选用和使用与学校的教学质量密切相关，各教学单位在教学过程中，

须对教材的使用情况进行评估，经评估对教材质量低劣、达不到教学效果或在使

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须停止选用。学校也将不定期组织专家对选用教材的质量

进行评估，以确保所选用教材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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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信息】 

汕头大学 7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19 年 12月 30 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 2019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名单，汕头大学申报的 13个专业中，法学、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

用数学、生物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临床医学、视觉传达设计等 7

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入选率 53.85%；土木工程、工商管理

等 2个专业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19年整体入选率 69.23%，占全校

可报专业的 31%。 

2019 年 4月，教育部决定全面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启动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计划在 2019——2021 年，建设 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点和 10000 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2019年，教育部共认定首

批 4054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其中中央赛道 1691个、地方赛道 2363

个），确定 6210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本年度 9个专业入选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是对我校专业建设

和人才培养成效的充分肯定。下一阶段，学校将继续坚持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

加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支持力度，发挥示范辐射作用，做强一流本科，建设

一流专业、培养一流人才，带动全校专业建设质量的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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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个项目入选中国高等学会“双百计划”典型案例展示会 

 

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

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2019

年 5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启动了

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校企合作

双百计划”（以下简称“双百计

划”）。 “双百计划”是学会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的重要举措。该计划启动以来，受到相关高校和企业的广泛关注。 

学校推荐的 2个实践基地建设项目“产教融合，共筑口腔修复精英摇篮”和

“产教融合，培养高水平创新实践型人才——广东省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示范项

目”在 400余家单位报送的 1100余项案例中脱颖而出，入围“双百计划”典型

案例展示推选会。 

 

11 月 1-3日，吴鸣副教授代表“产教融合，培养高水平创新实践型人才—

—广东省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示范项目”项目参加在南京举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博览

会（2019·秋），并在会上进行展示和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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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2个项目获 2019年度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及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年度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项目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省高等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推荐工作的通知》相关通知，教务处于 2019-2020 学年秋季学

期组织了省级质量工程类项目及教学改革类项目的申报工作。 

经广东省教育厅评审，学校共有 7个项目获得质量工程类项目立项，15个

项目获得教学改革项目类立项，具体名单如下： 

表 1：汕头大学 2019年度获立项省级质量工程项目一览表 

 

表 2：汕头大学 2019年度获立项省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在线开放课程 走进价值投资 蔡欢 

2 在线开放课程 医学基础导读（英文） 张忠芳 

3 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 
汕头大学·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实践教学基地 
吴鸣 

4 教学团队 
“基础-临床”深度整合课程教学

团队 
林常敏 

5 教学团队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

团队 
李恩民 

6 教学团队 土木工程防灾减灾教学团队 祝志文 

7 重点专业 生物技术 杜虹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综合类教改项目 
以服务健康为导向构建全程护生医

学人文精神培育模式的研究 
郑少燕 

2 一般类教改项目 
协商教育理念在实践课程中的应用

探索：以公共项目管理系列课程为例 
徐兰兰 

3 
一般类教改项目 

“互联网+教育”环境下大学生网络

通识教育课程的学习研究 
陈小红 

4 一般类教改项目 

互动式实践与评价融合的工科专业

课程实践—以智能制造专业的‘互换

性与测量技术基础’课程为例 

张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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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5 一般类教改项目 
正心立德劳动树人：公益课程的研究

与实践 
刘祥玲 

6 一般类教改项目 
基于微信平台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

改革研究与实践 
吕秀品 

7 一般类教改项目 
多元化兴趣引导的微生物教学改革

研究 
王慧 

8 一般类教改项目 
基于学生现实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

培养的《保险学》案例教学改革研究 
池启水 

9 一般类教改项目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潮汕文化类课

程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研究与实践 
陈景熙 

10 一般类教改项目 
文学类通识教育课程全方位立体化

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管宗昌 

11 一般类教改项目 
“西语+英语”国际化复语人才培养

的创新与实践研究 
杨婧媛 

12 一般类教改项目 
We-Co嵌套外语学习生态系统对英语

听说交际能力的促进 
袁丽 

13 一般类教改项目 
基于 O2O的问诊案例开发暨医学生课

余自主互助学习 
吴丽萍 

14 一般类教改项目 
A-S-K视域下 SLPTP 教学框架的探索

与实践 
辛岗 

15 一般类教改项目 
改良版 Mini-CEX 结合情景模拟在护

生临床带教中的应用研究 
黄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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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部 2020年春季学期开课情况 

2020 年春季学期，校本部共开设了 1328 个开课班，开设学位数 61755 个，学

生选课 53324 人次，其中过渡校区开设 206 个开课班，开设学位数 10022 个，学生

选课 8712 人次；开设各类核心课（通识课）205 个开课班，学位数 9871 个，学生

选课 8417 人次。 

各单位开设新课程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 新开设的专业课程 新开设的核心（通识）课程 

文学院 12 6 

商学院 2  

法学院 6  

工学院 21 1 

理学院 7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9  

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10 2 

国际学院 3  

合计 7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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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课程思政”引领教育回归“初心”和“使命”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必然要遵循和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

一般规律，其中，“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是“课程思政”建设的

基本要求，“形成协同效应”是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指向。习惯意义上的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

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并促使其自主地接受这种影响，从

而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由此可见，若

要正确回答好“课程思政”是什么的问题，就必须厘清“课程思政”的主体、内容

和目标的内在规定。 

 

主体规定：以坚定的政治立场承担育人使命 

“课程思政”要求高校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突出位置，深入

分析课程内容，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在教学的各个环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

教育主体而言，只有当教师自身真正理解、信仰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时，才能在教学

中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教师必须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认同思想政治教

育的内容，明确政治立场，加强理论修养，努力做到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

野广、自律严、人格正，把爱国情感、社会责任、理想信念、职业道德等内容传授

给受教育者，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引导学生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再者，教师必须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在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的道德魅力与职业精神，通过以身示范与言行感染，帮助学

生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内容规定：以多维的课程设计彰显价值属性 

“大学课程不仅仅是追问其范围的解释之学，更是规范人的价值之学”。教育

是一项面向人、为了人的工程，绝不仅仅是某种知识的灌输与转移，而是要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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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能的培养过程中将某种精神与某种价值传递给受教育者，因此，教育的价值中

立在本质意义上是不存在的，而且在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科学技术

也是有国界的。在新时代强调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对教育本质的解蔽与重识，

是要将教育内容从知识维度、能力维度深入到价值维度，这是向教育“初心”回归

的必然选择。 

作为教师，要在设计课程内容时不断丰富教学维度，重视对课程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的运用，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到授课计划之中，这意味着要对课程内容进

行深度开发，对课程进行整体科学架构，努力提炼教学内容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使课程不仅要实现学生对知识积累、能力提升的需要，还要有针对性、有计划性地

对学生的道德理念、价值观念进行引导。蕴含在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不是

生硬的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移植过来的，也不是要消解专业教育的原有目标，而是

要在坚持立德树人的基础上，立足课程的自身特点，对课程进行深度开发与深层设

计，充分挖掘专业知识所蕴藏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激活各类课程的价值属性，

涵育学生的精神世界。所以，“课程思政”建设不能追求统一模式，不能确定同一

指标，更不是新增几门课程，必须注重多样化、追求个性化、遵循渐进性。 

 

目标规定：以深刻的思想体悟培育时代新人 

“课程思政”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它能让学生在学习各种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

化地接受思想洗礼和情感陶冶，更好地实现自身思想素质和政治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必须坚持立德树人目标，坚守“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

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教育情怀，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

对教育的热爱和对学生的关爱拉近与学生之间的情感距离，在润物无声、化育无形

的过程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教育不是培养“知识的存储器”和“移动的工具箱”。“课程思政”就是要在

课程目标设计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找准关键、突出重点，努力让学生形成符

合本学科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态度的同时，成为“价值理性视野下人格健全、品行端

正的‘自由人’”。所以，“课程思政”不能片面地推崇“唯量化”评价，而是要

将教育教学向理想信念教育、学术能力培养、社会责任培育等多向度延伸，培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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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大学生，使他们成为担当民族复兴重任

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课程思政”对主体、内容和目标的内在规定决定了其不是一项“口号

化”“标题化”的“面子”工程，而是新时代对全体教育工作者增设的一门“必修

课”，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突破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事业的一次“寻根”工程，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复杂性、专业性集于一

身的“正本”工程，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的“筑基”工程。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 年 12 月 23 日第 6 版 作者：东北大学 丁义浩 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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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教学通讯》作为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交流平台，主要内容包括：反映学校本科

教学的最新动态和教学成果，交流教学经验，总结教学信息，反馈教学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介绍国内外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希望得到全校教职员工的支持，欢

迎大家踊跃投稿！ 

 

《教学通讯》设置的栏目主要有：教学会议、教学研究、教学信息、教学计划、

教学交流、教育动态等 

 

投稿信箱：o_jwc@stu.edu.cn  联系电话：82902406、865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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