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疫期线上教学教师风采大赛

各线上教学教师：

2020 年 2 月份以来，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响应教育部《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

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及中央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要求，进一步落实《安徽

省教育厅关于高等学校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开展线上教学的指导意见》，安徽省各学校积极组织开展

线上“停课不停学、教学不延期”教学工作，各校教师第一时间

参与到线上教学上来，各校教学管理人员、教师、学生戮力同

心将疫情造成的延期开学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附件：安徽省疫期线上教学教师风采大赛规程

望各位教师踊跃参赛，共同提高安徽省线上教学水平。

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在皖抗疫辅教小组

2020 年 3 月 16 日

为有效提升安徽省线上教学质量，展示教师风采，共享线

上教学经验，激励各校教师线上教学积极性，经研究，超星集

团安徽分公司及在皖抗疫辅教小组即日起拟组织《安徽省疫期

线上教学教师风采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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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赛对象

1. 竞赛组别：大赛设本科组和职业教育组两个组别

2. 参赛对象

 安徽省所有本科及职业教育参与线上教学的一线教师；

 根据组别加入对应的大赛班级，班级邀请码：80024229

（本科组），66812681（职业教育组）；

 以教学团队名义参赛的，团队成员不超过 3 人。

 每位参赛教师（团队）限报一门线上课程，可创建多

个教学班级，但评比时将以得分最高的 1 个教学班级

为评比对象，即每位教师（团队）有且仅有 1 门课程

的 1 个教学班级参与最终评比。

二、赛事组织

1. 主办单位：超星集团

2. 指导单位：安徽省教育厅

三、大赛流程

（一）比赛报名

（1）报名时间：2020 年 3 月 14 日-3 月 25 日（参赛教师

在该时间段内可随时报名参赛）

（2）报名方式：填写《参赛回执》（附件 1）并发送至大赛

联系人龚富华，邮箱：gongfuhua@chaoxing.com。

（3）活动参与方式：以在线课程《安徽省疫期线上教学教

师风采大赛》进行发布，参赛教师应在学习通首页输入班

级邀请码：80024229（本科组），66812681（职业教育组）

加入该课程，及时关注赛事动态。

（二）初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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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赛时间为 3 月 20 日-4 月 15 日，报名成功的老师正常开

展课程创建及线上教学即可，此外，请参赛老师于 4 月 15 日

12:00 前将附件 3 提交至邮箱：gongfuhua@chaoxing.com。大赛

组委会将根据大赛评比标准评选出本科组和职业教育组的各

组前 5%晋级现场决赛，并于 4 月 20 日公布评选结果。

（三）决赛阶段

疫情结束后，将组织现场决赛，比赛形式、地点、时间等

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四、初赛评比标准

本次线上教学质量评比主要从线上课程建设完整性（30

分）、参赛课程线上教学运行情况（20 分）、教师线上教学反思

与总结（40 分）、学生问卷调查（10 分）四个方面开展。

1. 线上课程建设完整性

课程完整性是针对一门课建设的完整做要求，可以边建设

边实施教学活动。

1) 课程章节及资源(70%)：课程要求上传丰富的的教学资

源，包括视频、ppt、音频和文档等。

2) 课程资料(10%)：课程资料是课外资料分享板块，作为

课外补充资料，上传学习资料类型不限。

3) 题库(20%)：创建并完善课程题库。

2. 参赛课程教学运行情况

要求尽量凸显课前、课中和课后各环节的教学运行情况，

比如课前利用超星平台发布通知；课中通过超星平台在班级发

布签到、抢答、选人等教学活动；课后发布作业了解学生反馈。

各教学活动功能说明如下：

1) 作业、考试：每次作业或考试包括不少于 3 道题;

2) 抢答：每次课程利用平台或学习通发布的抢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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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人：每次课程利用平台或学习通发布的选人活动;

4) 签到：每次课程发布的课前或课后签到活动；

5) 讨论：学生需要在课程的"讨论"模块发贴和回帖，学生

可根据主讲老师的引导选择参与（注:只能讨论知识内

容相关的帖子，牢骚及有灌水嫌疑的帖子不计分）；

6) 通知：每次课程利用平台或学习通发布的通知活动；

7) 其他学习通课程活动：学习通加号活动中的其他课堂

活动。

教学运行建议:

1) 教师每日授课应保证足够及有效的教学时长；

2) 不建议教师采用全程直播方式授课；

3) 教师应充分考虑到教学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

况，并做好应对预案，及时调整教学方式以保证教学

运行质量；

4) 教学运行体现课程思政的元素，按照课程思政的要求

进行内容设计与创新等。

3. 学生对线上教学的反馈

学生是线上学习的主要体验者，学习该课程的学生对课程

内容、课程学习效果和主讲教师授课情况的反馈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该课程线上运行的质量，请参赛老师利用“问卷星”

在参赛班级内发布“学生线上学习课程调查问卷”（要求学生匿

名评价），问卷内容见附件 2，并把统计的问卷星链接放到附件

3 中一并提交。

4. 教师线上教学反思与总结

截至目前，线上教学已开展一段时间，每位老师都有自己

的线上教学经验、反思与总结，请参赛老师在比赛结束前（4

月 15 日）提交一份自己的线上教学反思和总结，总结参考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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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3 进行整理，字数不限，尽量图文并茂，并把总结提交至

gongfuhua@chaoxing.com。

五、奖项及福利设置

1. 择优整理获奖教师提交的心得总结，作为校内优秀案例

推广；

2. 遴选优秀案例并整合推荐至全省各校；

3. 精美礼品奖励（按照本科组、职业教育组两个组别分别

设立奖品如下）

奖项 名额 奖品

特等奖 每组 5 名（共 10 名） 华为手机一部＋证书

一等奖 每组参与活动总人数的 5% 居家不粘锅三件套＋证书

二等奖 每组参与活动总人数的 10% 美的家用榨汁机＋证书

三等奖 每组参与活动总人数的 20% 三明治早餐机+证书

六、活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龚富华

手机号：15005666774

邮 箱：gongfuhua@chaoxing.com

附件：1. 参赛回执

2. 学生线上学习课程调查问卷

3. 线上教学心得总结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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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参赛回执

参赛回执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 职称 手机号码
参赛组别（本科/

职业教育）
课程名称



附件 2：学生线上学习课程调查问卷（要求匿名）

《 》课程学生线上学习问卷调查

一、学生基本信息

（1）您的性别是？

A.男

B.女

二、教师教学态度评价

（1）教师课前备课充分，上课前在线上平台发放预习资料和

任务？

A.完全符合

B.基本符合

C.不符合

（2）教师线上课程作业批改认真，对学生很耐心、很负责？

A.完全符合

B.基本符合

C.不符合

（3）主讲教师是否按时授课？

A.完全按照课表，按时授课

B.基本按照课表，少量调整课表课程授课时间

C.不固定课程学习时间，固定时间集中答疑

D.授课时间混乱

三、教学内容评价

（1）您认为该门课程内容建设情况如何？

A.比较完整，资源类型多样，对我学习帮助很大

B.基本可以满足学习要求

C.一般，老师只是把 ppt 等简单资料传到课程章节

D.不太满意



（2）教师线上课程是否观点正确，讲课条理清晰，系统性强？

A.完全符合

B.基本符合

C.不符合

（3）教师线上课程是否教学内容充实，信息量适度，学习有

无压力？

A.内容充实、信息量适中、学习无压力

B.内容充实、信息量过多、学习有些吃力

C.内容不够充实、信息量不足、完成学习有些压力

（4）教师线上课程章节，项目（任务）设计是否合理，便于

您学习？

A.非常合理，思路清晰，易于学习

B.比较合理，思路较清晰，学习无困难

C.不太合理，思路混乱，难以完成学习

（5）教师线上课程，是否重点突出，知识点难度、深度适宜？

A.完全符合

B.基本符合

C.不符合

四、授课方式（教学方法）评价

（1）主讲教师是否在课堂环节中发布对应的教学活动？

A.是，线上教学和我们互动效果很好

B.一般，只是把学习任务发送给我们，没有线上授课

C.没有，不太满意

（2）主讲教师教学方法是否灵活多样，上课生动有趣？

A.完全符合

B.基本符合

C.不符合



五、教学效果评价

（1）您对本课程线上教学的整体满意程度如何？

A.非常满意

B.基本满意

C.一般

（2）您是否能较好地理解并掌握主要教学内容？

A.完全符合

B.基本符合

C.不符合

（3）教师在线上授课，大家学习积极性如何？课堂气氛如何？

A.非常好

B.比较好

C.勉强可以

D.效果不好

（4）教师能有效利用线上授课时间，教学进度控制适中，上

课效率高？

A.完全符合

B.基本符合

C.不符合

（5）您在本门课程线上教学过程中，收获颇丰？

A.完全符合

B.基本符合

C.勉强符合

D.不符合



附件 3：线上教学心得总结模板

线上教学过程、反思与总结

教师姓名 所属单位

课程名称 邮箱

模块一：

线上教学

过程、总

结与反思

（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设计；线上教学的总结反思；课

程思政与创新）

可参考但不拘泥于以上内容，字数不限，图文并茂

模块二：

学生问卷

调查问卷

星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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