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建工作简报
2016 年第 3 期
西安工程大学评建办主办

2016 年 6 月 6 日

目

录

★【评建聚焦-学风】我校举行学风建设工作推进会
★我校举行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培训会
★【评建聚焦-期中教学检查】我校积极开展期中教学检查工作
★我校举办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讲座
★【评建聚焦-各教学单位】我校各教学单位近期评建工作开展现状

第2版

西安工程大学评建工作简报

2016 年第 3 期

【评建聚焦-学风】我校举行学风建设工作推进会
5 月 19 日下午，我校在临潼校区教学楼 A

意见。校团委谢霈从丰富校园文化、加强学生

座会议室举行学风建设工作推进会。党委副书

干部管理等方面谈了加强学风建设所做的工

记李博飞，教务处、学工部、宣传部、校团委

作。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学院党委副书记、学生

李博飞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在教务部门、

工作办公室主任、
部分辅导员代表参加了会议。

学生管理部门、学院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学

会议由学工部部长黄海峙主持。

风建设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但是目前还存在一

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森、计算机学院党委

些不足，他希望相关部门、学院能够从三个方

副书记周波、应用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

面进一步明确学风建设的重要性，加强学风建

任高魁、服装学院辅导员蔺晓珣分别代表各学

设工作。一是高度重视，相互配合，部门联动，

院对前期在学风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存在的

抓好教师、学生和管理，做好顶层设计；二是

问题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进行了总结和交流。

坚持问题导向，分析原因，明确思路，采取措

教务处处长万明从提教风、促学风角度对

施，提高学风建设质量；三是强化措施，明确

当前的学风情况进行了剖析和总结，并对今后

责任，狠抓落实，提高学风建设工作。同时，

学风建设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宣传部部长

他指出学风建设工作是一个综合工程，抓好教

王志从校园文化建设、校风促学风建设等方面

风是关键、强化学风是重点、加强管理是基础，

谈了自己的想法。学工部部长黄海峙从学生工

这项工作需要学校、管理部门、教师、学生共

作层面对当前学风建设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学

同努力、高度重视，将教与学结合、管与抓结

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加强学风建设应采

合才能做好各项工作。

取的措施等三个方面谈了加强学风建设工作的

（学生工作部（处）
）

我校举行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培训会
为全面推进我校审核评估工作进展，确保

工作审核评估工作指南》；介绍了我校定位与

各教学单位和牵头单位能准确把握评估职责，

目标、培养过程、质量保障等整体办学的思想

我校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在金花校区第三会议

与内涵；解释了在准备审核要素支撑材料时涉

室举行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校内培训会。副校长

及的引导性问题，并就评估中主要考核的五个

樊增禄、审核评估评建办公室全体成员，各教

度进行了举例解释；他进一步明确了学院和职

学单位院长、教学副院长、教学秘书，教务处

能部门评建工作的具体任务，指出评建工作的

相关人员等共计 5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

重要任务就是完善质量保障体系、规范教学行

由樊增禄主持。

为、重视内涵建设、突出特色发展；他强调，

会上，评建办常务副主任、教务处处长万

今年我校正在大力实施提教风促学风活动，每

明详细讲解了
《西安工程大学 2016 年本科教学

个学院、每个系（教研室）、每个教职工都要

校 评 建 办 地 址 ： 临潼校区 C 座教学楼 260 室（正常上班时间）
联系电话：83116259
金花校区主楼 1019、1017 室（非正常上班时间）联系电话：8233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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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西安工程大学 2016 年本科教学工
作审核评估工作指南》已经发放到全校在册教
职工，保证了人手一册。希望通过对工作指南

动员，进入状态，每个教师都有责任配合并做

的学习，使大家进一步加深对审核评估的认知，

好评建工作；各教学单位和部门要密切配合，

准确把握审核评估的要素内涵，提高教师参与

通力协作，从被动转变为主动扎实有效开展评

评建工作的积极性。

建，以饱满的热情迎接评估，圆满完成本科教

（校评建办公室）

学审核评估任务，推进学校发展上新台阶。

【评建聚焦-期中教学检查】我校积极开展期中教学检查工作
近日，
我校围绕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要求

行了现场解答和说明。副校长樊增禄在总结讲

开展了本学期的期中教学检查，采取“学院

话时对各位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为学校教学工

（部）自查为主，学校检查工作领导小组抽查

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他希望期中教学

为辅”的方式，通过查课、听课、学生评教、

检查结束后，各有关部门能高度重视并积极解

召开学生、教师座谈会、查看原始教学资料等

决座谈会反映的问题，加快教学条件的保障建

多种形式，对我校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教研

设，提升教师教风和教学水平，严格学生课堂

活动、专业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检查，本着

纪律，深化学风整顿工作。他强调教师要负起

查摆不足，梳理工作，加强建设，促进质量的

教书育人的责任，自觉提高业务水平和教学能

目的，检查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力，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学生观，端正

5 月 11 日和 5 月 18 日下午，我校分别在
金花校区、临潼校区召开了期中教学检查教师
和学生座谈会，副校长樊增禄、有关职能处室

学习态度，希望通过从严治教、从严治学，努
力营造优良教风和学风。
5 月 26 日，我校在金花校区西纺报告厅召

负责人以及各学院
（部）
的 34 位一线教师代表、

开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总结会。会上，校教学

两校区的 50 位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教

质量督导团组长李硕文汇报了本学期开学以来

务处处长万明主持。

专家组工作开展情况，并剖析了我校教学秩序、

座谈会上，教师代表、学生代表踊跃发言，

教学文件、试卷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建议教

气氛热烈，针对我校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教

学管理部门和各教学单位要明确制度，进一步

学条件保障、教学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

加强教学日常规范。

了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对我校今年大

教务处处长万明汇报了本学期期中教学检

力提教风、促学风的举措表示肯定，对我校的

查反映的整体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意见和

教风、学风的不断转变和改善表示欣慰。各与

措施，介绍了教学工作今后开展的重点，并详

会部门针对教师和学生提出的疑惑和问题也进

细阐述了我校今年提教风、促学风的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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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通过本次检查，学生和教师更多关注的

副校长樊增禄作会议总结时指出，各教学

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问题，为提教风

单位对于本次检查高度重视，组织得力，措施

促学风，学校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初见成

到位；强调各单位要做好期中教学检查发现的

效，后续将以评建工作为抓手，继续强化内涵

问题的整改工作，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各部

建设、规范教学运行与管理、提高教学质量、

门和各教学单位要全力以赴做好迎接本科教学

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深化创新创业教育；强

审核评估的准备工作，以评促建，严格课堂管

调在教风、学风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学院、系（教

理，严肃考风考纪，提升师德师风，提高教师

研室）、教师的核心作用，各相关部门要全力

教学水平，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机关效能；二

为教学服务，将教风、学风融入到日常教学管

是各教学单位也要召开自己的期中教学检查总

理、教学监控的每一个环节，并形成长效机制；

结会，梳理教学工作，部署下一阶段的教学工

对于学校草拟的提升教风、优化学风的文件希

作。

望广大教师能踊跃建言献策，集思广益。

（教务处）

我校举办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讲座
2016 年 6 月 1 日，我校副校长黄翔以教育

读，对每个要素进行了全面释义，举例分析了

部审核评估专家的身份，在金花校区西纺报告

各要素的考察重点。他希望广大教职工能认真

厅做了题为《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要素解读》的

学习我校的《西安工程大学 2016 年本科教学工

专题讲座。审核评估评建办公室全体成员，各

作审核评估工作指南》，准确把握审核评估的

教学单位院长、教学副院长、系（教研室）主

要素内涵。他还介绍了评估专家进校前资料准

任、教学秘书聆听了讲座，讲座由副校长樊增

备和进校现场考察环节的具体任务和目标以及

禄主持。

学校要承担的工作，最后，介绍了武汉纺织大

黄翔从评估专家和迎评院校两个角度，以

学、长春工程学院在自评过程中高度精炼支撑

亲身参与武汉纺织大学、长春工程学院的审核

内容的特色总结方式，分享了参加审核评估的

评估工作为例，解答了审核评估用自己的尺子

经验与体会，将我校和武汉纺织大学的教学核

为何量、用何量、量什么、怎么量自己的问题。

心数据做了对比，为我校评估和建设提供了很

他指出，审核评估就是以“一个坚持、三个突

好的思路。

出、四个强化”为工作目标，通过学校自定的

樊增禄在总结讲话中强调，我校在接下来

“硬性+软性目标”为尺子，衡量各个项目支

的评估工作中要在全面检查和把脉自身工作、

撑下“五个度”的达标情况，评估重在自省自

深入理解要素内涵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和

评、找出问题、专家诊断、建设改进。针对教

事实判断，提出改进措施，真正做到以审核评

育部审核评估的范围，黄翔对 6+1 个项目、24

估提高本科教学水平、推动学校事业发展。

个要素形成的审核评估指标体系进行了详细解
校 评 建 办 地 址 ： 临潼校区 C 座教学楼 260 室（正常上班时间）
联系电话：83116259
金花校区主楼 1019、1017 室（非正常上班时间）联系电话：82330038
校评建办联系人：李红艳、张振方

（校评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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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建聚焦-各教学单位】我校各教学单位近期评建工作开展现状
近日，人文学院在金花校区举办了教师讲
课大赛。本次比赛是落实人文学院教师教学能
力提升计划的重要工作之一，来自大学英语教

作、教学效果等多方面进行评议，最终评选出
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7 名。
赛后，校教学督导组高菊霞对比赛进行了

学一部、大学英语教学二部、法学系、英语系、

点评，在指出参赛教师授课优点的同时，提出

汉语言文学系、汉语国际教育系的 13 名教师参

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人文学院院长胡伟华对比

加了比赛，在三尺讲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全

赛作了总结，他充分肯定参赛教师的比赛表现，

院教师观摩了比赛。

强调了提升教师讲课技能的重要意义，并希望

比赛由副院长秦伟主持，分外语组和中文

全院教师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刻苦钻研教学方

组两个组别进行，评委由院学术委员会和教学

法、教学技能，加强教学研究，不断提高教学

委员会成员组成，校教学督导组成员周婉筠、

质量。参加观摩的教师纷纷表示，本次比赛使

高菊霞作为特约评委参加了活动。比赛中，参

他们获益良多，对教学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大

赛教师在规定时间内，展现了完整的课堂教学

家将以更高的热情投入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

过程，重点突出，条理清晰，信息充足，语言

育教学质量，为学校和学院的发展贡献力量。

生动，充分体现了现代大学教学的特点。评委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们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语言教态、课件制

近日，大华·1935 毕业季——西安工程大
学 2016 届 毕 业 设 计 展 暨 颁 奖 典 礼 在 大
华·1935 开幕。展出分为环艺静态作品展、首

品，作品涉及建筑景观、广场景观、城市景观、
工作空间、公共空间等。
下午 5 点，首届金丝路奖颁奖典礼举行。

届金丝路奖颁奖典礼和“嬗变”服装动态展三

本届金丝路奖入围作品共 43 部，类型包括二

个单元，汇集了来自我校艺术工程学院服装设

维、三维及定格动画作品、纪录片、剧情片、

计、环境艺术设计、动画、播音与主持艺术、

广告片，电视栏目作品等，共有 11 部作品分别

广播电视编导等 5 个本科专业应届毕业生的优

获得学院颁发的最佳导演、最佳摄像、最佳剪

秀毕业设计作品。校领导刘江南、李博飞、朱

辑、最佳策划、最佳主持人等不同奖项。

君强、黄翔、樊增禄、田靖鹏等参加了系列活

晚上 8 点，服装动态展精彩上演。此次展

动，各界嘉宾和艺术工程学院师生到场观看了

演的服装共 60 个系列、123 套服装，以“嬗变”

演出。

为主题，通过特有的视角表达“传统与流行、

当天下午 4 点，校纪委书记朱君强、总会

古朴与现代”的结合，作品采撷了众多的灵感，

计师田靖鹏在大华博物馆为毕业设计展剪彩。

凝聚了毕业生们的思想、理念和憧憬，展现了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静态作品展拉开了此次毕

他们对现代时尚生活状态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业展的序幕。环艺静态作品展共展出 36 件作

（艺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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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校服装学院首届“丝路·时

作品。本次毕业设计的主题为“奇幻之旅

尚·科技”文化周暨 2016 届毕业生服装设计

（Fantastic Trip）”。教学定位是从传统与现代、

大赛在凯宾斯基大酒店举行。我校校领导刘江

民俗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寻找设计灵感，

南、高勇、朱君强、黄翔、吴轩第、樊增禄、

考查毕业生驾驭多种元素进行综合设计的能

朱永民等，校相关单位负责人、兄弟院校代表、

力；特色主要体现为将大西北的粗犷稚拙与民

社会各界人士及全校师生 1000 余人到场见证

间手作的华丽精美，以及充满时尚趣味的流行

了这场视听盛宴。

文化相结合，呈现出多种风格杂糅、多元文化

校长高勇、服装学院院长戴鸿分别致辞。

碰撞、奇特梦幻的整体风貌。大赛结束时，捷

大赛邀请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院

克教授还奉献上了她指导的学生设计的作品。

长王永进，溢达集团梭织业务发展部董事总经

经过激烈的角逐，欧铸辉、王晶晶的《独

理黄坤宇，汇洁集团董事兼 COYEEE（加一尚

度》获得一等奖，宗子祾的《澄净》和戴盼的

品）品牌事业部总经理刘铁兵，国际知名服装

《探险者》获得二等奖，岑旷怡的《关于流动》、

设计师计文波、波兰洛兹工业大学材料工艺和

张兰兰的《再·塑·素》和马政嘉的《咎源》

纺织品设计学院院长约瑟夫·马萨提斯（Prof.

获得三等奖。此外，李博的《西·域》获得最

Jozef Masajtis），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设计学院

佳材料运用奖、尤姣娣的《行囊》获得最佳工

教 学 副 院 长 玛 里 琳 ·德 隆 （ Prof. Marilyn

艺制作奖、刘星泽的《出尘》获得最具市场潜

DeLong ） ， 韩 国 诚 信 女 子 大 学 金 京 姬

力奖。

（Prof.Gingm Gong He），捷克利贝雷茨技术

在大赛颁奖典礼上，还为“九牧王杯”第

大学苏扎娜·韦塞拉（Prof.Zuzana Vesela）等

21 届中国时装设计新人奖获得者欧铸辉、优秀

10 位国内外知名专家为评委。

指导教师王文丽、“2016 年度中国时装设计育

参与本次服装设计大赛的服装设计毕业作

人奖”服装学院进行颁奖。

品，是从服装设计系、服装表演系近 200 多个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系列中精选出来的 30 个系列 160 余套毕业设计

近日，电子信息学院于 D288 教室开展四六

台各抒己见，与大家分享，整个过程氛围认真

级学习经验交流会。此次活动由班团部组织，

热烈。自动化专业的尹舒龙同学分享了自己的

班团部部长杨凯旋、体育部部长王泽阳出席了

英语四级考试经验和历程；通信专业的曹璐为

本次活动，与会的还有 15 级所有班长团支书，

我们详细的讲述了学习英语的方法，针对不同

以及各班通过四级考试、即将进行考试的同学

的模块用不同的方法提升自身；其他同学也提

们。

出了如下建议：学习英语需要坚持不懈；对自
本次大会由通信三班严雪宁同学主持，在

杨凯旋同学的鼓励下拉开序幕。各专业同学上

己有极大的自信心；培养自己的语感以及不懈
的努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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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到来的四六级考试中取得满意的成绩。

示，相信在接下来的备考过程中，同学们能更

（电子信息学院）

好的树立信心，突破自己的弱势板块，能在即

近日，机电学院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和良好的意见建议。会

作组组长会，学院院长胥光申、副院长贺辛亥，

议决定，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组在本学期本

学院评估工作组组长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胥光

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过程中实行周例会制度，

申主持。

总结上周的工作，提出下周的计划，将责任落

首先，胥光申强调了召开本次会议的目的，

到实处。

他希望能切实发挥审核评估组织机构的重要作

本次会议旨在提升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用。同时，他强调教师决定着教育的品质，决

组各成员与教师之间的高度责任感和凝聚力，

定着学生的命运，他希望通过开展讲课比赛、

在不断提高学院教学质量的同时，为学院的本

教学沙龙等活动充分调动年轻教师的积极性，

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和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奠

培养优秀年轻教师，完善和规范教学体系。最

定良好的基础。

后，评估工作组的各位成员就本科教学审核评

（机电工程学院）

估工作中的重点、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

近日，机电学院举办第一期青年教师教学

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他从课程建设和专业

沙龙，机电学院副院长贺辛亥，教授王俊勃、

建设两个方面强调了教师应加强教学研究。连

高晓丁，副教授曲双为三位教学专家，学院评

续两年荣获校讲课比赛一等奖的教师曲双为副

估组全体成员以及近 5 年来全体新进的教师参

教授从教师上课的战略层面、战术层面、教学

加了教学沙龙，沙龙由贺辛亥主持。

设计和教师讲课艺术等四方面分享了自己工作

首先，贺辛亥强调了学校对教学工作的重

多年的心得体会，他强调青年教师应该在学校

视，他指出教学环节是教师的立足之本，他希

教学工作这个指挥棒下完成教学从“量”到“质”

望能够切实发挥了教师的模范带动作用，充分

的转变。机电学院原副院长、现教学督导专家

调动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完善和规范教学体系。

高晓丁教授从课堂要求、讲课重点的把握、考

随后，三位老教师就各自在工作岗位中积累的

试规范等三方面强调了教学工作的严谨性和重

经验，针对教学工作展开了分享。陕西省教学

要性，他用“拥有一碗水必须有一桶水的储

名师王俊勃教授就他在教务处的工作经验，从

备”来形象比喻了教师在准备一堂课时应具备

教师应具备的职业素养、教学基本要求、教学

的知识储备。

方法及加强教学研究等四方面对新进教师在教

本期教学沙龙加深了机电学院全体青年教

学管理方面应注意的事项作了全面介绍。结合

师对教学管理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对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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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也为学院的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奠定了良好

（机电工程学院）

近日，管理学院在金花校区组织召开了青

系完整、要点准确，青年教师们普遍反映从中

年教师观摩教学、微课课程观摩教学及青年教
师座谈会。教学院长刘瑞霞、副教授王小红、

受益颇多。
随后，刘瑞霞与青年教师进行了座谈，各

教学秘书王姝頔及二十名青年教师参加了会

位老师从教学设施、学生教学管理及学科竞赛

议。

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并根据自己教学过程中的

会上，王小红老师从会计方法概论、借贷

实际情况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记账、会计分录等三个方面对《会计学原理》

最后，刘瑞霞对各位青年教师的工作给予

课程进行了 45 分钟的完整示范教学，并结合案

了肯定，并提出几点希望，她鼓励大家向王小

例向在座青年教师进行了课程呈现，示范过程

红老师学习，不断拓宽思维视野、积极参加各

中课程板书、
多媒体演示及案例教学结合自然、

项教学评比竞赛，教学中多下功夫、积极投入，

要点清晰，得到了在座青年教师的一致好评。

为努力过好教学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打下坚

同时，王小红向各位老师播放了曾获得

实基础。

“全国微课比赛优秀奖”的微课视频，在短短

（管理学院）

15 分钟的视频教学中，课程内容表述清晰，体

近日，管理学院在金花校区召开中期工作
大会，学院全体教职工参加了会议。

教学检查、2016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答辩等
方面工作予以总结，并提出相关要求。她强调

大会上，院长王进富对学院本学期以来的

学院教职工认真学习学校下发的《2016 年本科

工作做了回顾与总结，从学院内部管理、制度

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工作指南》，熟知评估各个

建设、本科教学、学科建设、科研工作、研究

环节及要求，将具体工作认真落实到位。她总

生教育、师资队伍、学生工作、环境改造等方

结了本学期以来教学任务完成情况及相关成

面向学院教职工通报了学院相关工作的具体进

果，要求学院教师根据期中教学检查专家反馈

展、推进难点及改进重点。另外，他深入解读

意见严把课堂教学质量关，规范期末考试试卷

了《管理学院 2016 年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工

出题及评分，认真做好 2016 届本科毕业生论文

作方案》，进一步解析任务、明确责任，要求

答辩相关工作。

全院协作、狠抓落实。
随后，教学院长刘瑞霞从审核评估、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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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计算机科学学院召开科研工作部署、

示，经过评估评建工作的的正常实施和学校组

期中教学总结大会。全院教师参加了此次会议，

织的常规教学检查，教师的纪律观念等方面明

会议由副院长薛涛主持。

显增强，评估氛围日渐浓厚，但存在不足的地

会上，副院长牟莉通报了计算机科学学院

方需改进，各系部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

期中教学检查结果及相应的整改措施。牟莉表

近日，马克思主义学院在金花校区组织召

（计算机科学学院）

年教师们普遍反映受益颇多。

开了全体教师观摩教学及全体教师座谈会。院

随后，王志刚院长对全体教师教学工作给

长王志刚、书记宁立功、教学院长张涛以及全

予了肯定，并提出几点希望。希望通过加强集

体教师参加了会议。

体备课、互相听课和不断夯实理论功底的方式

会上，郭松老师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来促进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把习近平总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四个方面对《如何坚持

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与思政课教学相结合；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课程进行了 30 分钟的

促在座的青年教师会后一定要认真总结和学

完整示范教学，并结合案例向在座青年教师进

习，切实通过改进教学方式方法不断提升自身

行了课程呈现，得到了在座教师的一致好评。

的教育教学能力；拓宽思维视野，积极开展以

我院教学督导组老师分别从教学内容的设计、

教研室为单位的形式多样的教学法活动。在教

教学方法的使用、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基层教

学中多下功夫、积极投入，为提高我院课堂教

学活动开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提高学生听课的

学质量打下坚实基础。

兴趣等方面与青年教师展开了指导和交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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