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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职院教〔2022〕18 号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关于举办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教学比赛的通知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关

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件精神，加强课程思

政建设，强化课程育人导向，发挥示范课程的示范效果和引

领作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教学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工作安排，学院将于 5-6

月份组织开展“课程思政示范课堂”评比活动。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 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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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显性

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充分发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

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深入挖掘课程德育内涵，推动教师

承担起课程思政主体责任，做好课程育人教学设计、创新教

育教学方式方法，充分发挥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把思想政

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二、组织机构

本次比赛建立评审组，由学院领导、院系两级督导员、

教务处处长、学生工作处处长、各系部主任等组成。名单如

下：

组 长：谢友平 叶世森

副组长：陶金辉 郑需勇

成 员：范 民 刘 林 张完英 张金良 邱海松 陈

婷 陈久健 郑桂芳 鞠璐宁 赖莉琼 黄林妹 （评委中有参赛

的同志，实行回避）

工作办公室设教务处。

三、参赛对象

参赛对象为教龄满二年以上的在职教师，比赛不限专业

和课程，重点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验收的课程中遴

选参赛教师，每个专业群推荐 1人、思政部推荐 2人参赛。

说明：学院共有机电一体技术（信息系）、数字文创（信

息系）、绿色食品（食品系）、艺术设计（设计系）、旅游

管理（管理系）、基础教育（教育系）6 大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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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安排

（一）时间、地点安排

1.现场赛课时间：2022 年 5 月-6 月（第 13-18 周），每

周三下午安排 2节教学比赛活动，其中 14:30-15:15 开展示

范课教学活动；15:25-15:35 开展说课活动；15:40-16:50 开

展答辩与评课活动。

若某个周的开课时间与学院大型活动相冲突，则顺延调

整，调整后的时间另行通知。

2.现场赛课地点：理论课地点统一安排在博学楼 404 智

慧教室；实训课由系部报教务处共同商定，原则上开课地点

应满足 30 位左右听课教师需求，鼓励赛课以实训课为主。

（二）听课对象安排

参与观摩听课对象为学院专任教师，其中开课系部要求

全员参与听课，其他系部至少安排 2-3 人，欢迎参与听课。

听课教师由各系部组织，并做好听课期间考勤工作。

（三）比赛工作流程安排

1.报名阶段：参赛对象由各系部组织遴选，择优推荐，

参赛报名表（附件 1）由各系部汇总上报教务处，不接受参赛

教师个人直接报名。报名表上交截止时间 2022 年 4 月 25 日。

2.教学设计阶段：比赛第一阶段是提交教学设计，参赛

对象根据实际使用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选取某

门课程中 2学时教学内容完成教学设计。教学设计评分要素

详见《课程思政示范课堂教学设计评分表》（附件 2）。教学

设计（Word 版及 PDF 版）完成截止时间 2022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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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教学阶段：比赛第二阶段是示范课教学，每位参

赛教师根据教学设计实施 45 分钟示范课堂的集中展示,展示

内容主要包括：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课程思政目标的设定，

课程思政的设计思路，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的方法，将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的路径等，要结合具

体教学案例进行展示。示范课教学组织按照校级公开课要求

进行，其中参赛教师比赛时所需电子教鞭、系统软件、教具

等由参赛教师自备;听课材料打印（每堂课准备课程标准 10

份、教案 30 份、示范课现场教学评分表 30 份）、教室准备

由开课系部负责；评审组工作由教务处负责。电子档课程标

准与参赛教案请提前三天上交教务处。

4.说课阶段：比赛第三阶段是说课，参赛选手对课程思

政总体设计采用 PPT 进行现场说课，时间 5-10 分钟，说课稿

模板见（附件 5）。其中说课材料打印（每堂课准备说课稿

10 份、说课评分表 10 份）由开课系部负责；评审组工作由教

务处负责。电子档说课稿及说课 PPT 请提前三天上交教务处。

5.答辩与评课阶段：比赛最后一个阶段是现场答辩与评

课，评委针对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三方面着手进行提问，考查教师的课程思政融入情

况。问题由评委组集体讨论提出 3个问题，评委可以追问，

具体工作由评审组组长安排，系部、教务处配合。

五、奖励办法

本次比赛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按照总评分（教学设计

占比 30%、说课占比 30%、示范课现场教学占比 40%）高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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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设置奖项，其中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获奖者将颁发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六、材料报送要求

参赛报名表、教学设计（Word 版及 PDF 版）、课程标准、

教案、说课稿及说课 PPT 请按文件要求的时间及时发送至教

务处联系人 OA 邮箱，联系人：谢建梅，联系电话：6133011。

七、疫情防控要求及其他事项

（一）各系部要根据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做好相关工

作，确保现场赛课阶段安全顺利进行。

（二）各系部要高度重视比赛活动，广泛宣传动员，加

强组织领导，发动教师积极参与、精心准备，同时要对参赛

内容认真审核，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及内容的准确性，确

保工作取得成效。

（三）各系部在比赛期间广泛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研讨、

培训等系列活动，帮助教师提高课程思政建设能力和水平，

逐步实现课程思政全覆盖。

（四）在比赛的组织过程中，要贯彻公平、公开、公正

和注重实效的原则，保证广大教师公平参与比赛活动。参赛

教师要总结教学经验，认真准备，转变教学观念，努力提高

教学效果，为广大教师提供课程思政的教学示范和学习样板。

mailto:pjbxjm@163.com，具体上交材料清单请参见期初教学检查材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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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参赛报名表

2.课程思政示范课堂教学设计评分表

3.课程思政示范课堂现场教学评分表

4.课程思政示范课堂说课评分表

5.说课稿模板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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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闽北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教学比赛参赛报名表

课程名称

参赛课题

课程类型 理论课 实训课

授课地点 专业/班级 班级人数

所 属 系 部 所属专业群

姓名 性别 民族 教龄

职务 普通教师 教研室/专业负责人 系部负责人 校领导

职称 未定级 初级 中级 副高 正高

职业

资格
高级技师 □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双师型教师 是 否

学历 大专及以下 本科 硕士 博士

参赛教师签字

（所在系部签署意见并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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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闽北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教学设计评分表

参赛教师 所属系部 所属专业群

课 程 课 题 专业/班级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与要求
分

值
得分

教学

内容

教学信息量充足，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应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

学科思维处理教材，组织教学内容，融入爱国情怀、法制意识、

规则意识、社会责任、人文精神、仁爱之心等要素，激发学生认

知、情感和行为的认同，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统一、教书

与育人相统一。

30

教学

目标

根据课程标准，能够从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引领三方

面设定教学目标。以专业知识为载体，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让课堂主渠道育人功能实现最大化。

20

教学策略

与方法选

择

教学策略能够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地位，有利于实现教

学目标；根据学科特点、教学内容将课程思政内容有效的融合；

遵照学生的认知规律恰当选择教学方法，注重多种教学方法的优

化组合；各知识点的教学过程结构类型与所选择的教学方法配套，

教学过程结构自然流畅，组织合理。

15

学情分析

及教学预

测

能够根据学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进行学情分析，能够列出

学生的认知特征、起点水平和情感态度准备情况、信息技术技能

等，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教学预测并有解决预案。

10

教学反思

与改进

能够对教学内容（包含课程思政内容）和过程进行梳理和反思，

并做到适时调整，能够提出改进教学的方法。
10

课外自主

学习设计

能够为学生搭建课外学习平台，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自主评

价。
5

教学测量

与评价
教学效果的测量与评价方法得当，体现形成性评价的要素。 5

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推介面广、材料丰富（包含课程思政内容）。 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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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与建议：

评课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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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闽北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现场教学评分表

参赛教师 所属系部 所属专业群

课 程 课 题 专业/班级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与要求
分

值
得分

教学

实施

善于提炼课程蕴含的育人因素，能将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知识传

授融合，教学内容呈现恰当，教学活动组织合理。
20

善于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数字资源把思政教育巧妙渗透

教学全过程，教学方法运用恰当，教学策略使用有效。
15

注重教学互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积极性。 10

教学

效果

注重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有效达成教学目标，效果明显。 20

课堂教学能结合课程特色挖掘育人因素，课堂实施成效好，特色

鲜明，具有较强的示范性。
15

教师素养

与特色创

新

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科学精神、人文情怀；教态大方，举止得

体，精神饱满，综合素质高；个人教学特色突出。
20

合计 100

综合评价与建议：

评课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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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 年闽北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说课评分表

参赛教师 所属系部 所属专业群

课 程 课 题 专业/班级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与要求
分

值
得分

教学

实施

善于提炼课程蕴含的育人因素，能将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知识传

授融合，教学内容呈现恰当，教学活动组织合理。
20

善于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数字资源把思政教育巧妙渗透

教学全过程，教学方法运用恰当，教学策略使用有效。
15

注重教学互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积极性。 10

教学

效果

注重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有效达成教学目标，效果明显。 20

课堂教学能结合课程特色挖掘育人因素，课堂实施成效好，特色

鲜明，具有较强的示范性。
10

教师素养

与特色创

新

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科学精神、人文情怀；教态大方，举止得

体，精神饱满，综合素质高；个人教学特色突出。
15

现场

提问

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条理清晰，抓住要点，观点正确，理由充

分，见解独到，针对性强。
10

合计 100

综合评价与建议：

评课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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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课题名称

说课稿

课 程 名 称 ：

说 课 人 ：

课程所属专业：

专业所属系部：

二Ο二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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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宋体，小二，加粗，段前后一行，1.5 倍行距）

采用目录自动生成方式，字体为仿宋_GB2312，三号，不加粗，

行距为固定值 28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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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课 题 》说课稿

（黑体，小二，段前段后 1 行）

要求：说课稿不做字数要求，但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格式按

照公文文本格式，基本要素包括课程名称（专业名称）、教学内容名

称、课时数、学情分析、教学目标（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思政目标）、

课程资源、教学内容与过程（内容、重点难点、思政元素及相应的思

政素材）、课程思政融入方法与实施过程、教学评价与育人成效等。

一、课程基本信息（仿宋_GB2312 小三，加粗，行距约 1.5 倍）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类型：

课程属性：

课程性质：

课程授课对象：（专业、年级等）

课程计划学时：(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

（仿宋_GB2312 小三，不加粗）

二、学情分析

三、教学目标（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思政目标）

四、课程资源

五、教学内容与过程（内容、重点难点、思政元素及相应的思政

素材）

六、课程思政融入方法与实施过程

七、教学评价与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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