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艺术学院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南艺教评字〔2020〕6号 

 

关于报送疫情防控期间本科在线教学工作

相关材料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学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及教

育部、省教育厅有关工作要求，全力做好学校疫情防控期间

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确保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和

“质量实质等效”，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总结推广典型案例和

创新经验，促进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的持续提升，

现根据江苏省教育厅文件精神，将相关材料报送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材料要求 

1.在线教学基本数据。在本单位在线教学周志、月报数

据填报的基础上，核实并汇总填写本学期在线教学相关数



据，内容包含课程开设情况、教师在线情况和学生在线情况

等（详见附件 1）。 

2.在线教学实施情况。对本单位在线教学周志、月报以

及相关宣传报道中已经撰写的在线教学筹备情况、相关举

措、存在问题和成功经验进行梳理总结，字数不超过 1000

字。 

3.在线教师典型材料。在南京艺术学院官微推送的南艺

“主播”大盘点的基础上，侧重本科在线教学，整合精简相关

内容。每个教学单位推荐 1 位教师，字数不超过 1000 字。 

4.思政课程相关材料。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整理报送疫情

期间思政课程开展情况相关材料。 

5.以“艺”抗“疫”作品。每个二级学院选择最具代表性的

以“艺”抗“疫”师生作品 2-3 件，提供作品图片 1 张、作者简

介和作品简介，其中，学生作品至少 1 件。 

6. “云端计划”相关材料。结合南艺教务处官微推送的

“南艺云工坊”“南艺云讲堂”“南艺云教室”与本单位相关的推

文进行梳理精简和整合。 

7.在线课程典型案例。结合各教学单位公众号推送，以

课程为单位，以在线课程教学设计与教学方案为主线，每个

教学单位至少推荐 1 门课程（其中，每个省级以上一流本科

专业至少推荐 1 门课程），形成在线课程典型案例，客观反

映在线教学效果，每个案例不超过 1000 字。 

8.优秀毕业创作推介。在教务处毕业展演优秀奖评选的



基础上，各二级学院可根据专业方向设置适当增加作品推

荐，每个专业方向可推荐 1 件作品，提供作品图片 1 张、作

者简介和作品简介。 

9.在线师生感言。在南京艺术学院第四期在线教学质量

报告“师生感言”的基础上，优选或增加本单位教师、学生疫

情期间在线教学的感受感言。各二级学院教师感言应覆盖专

业，学生感言应覆盖年级和专业；其他教学单位优选教师感

言 2 篇，每篇感言字数不超过 100 字。 

10.在线质量保障材料。梳理总结本单位在线教学质量监

测与保障的工作方案、工作队伍、工作举措、工作成效及在

线教学质量反馈、改进相关图片、文字等材料。 

以上材料均不需要专门撰写，都是在原有材料基础上进

行梳理，但须按照附件 2 的体例进行整合。 

二、工作安排 

1.请各教学单位重视材料报送工作，指定本单位材料报

送负责人及联络员，并于 6 月 18 日前将负责人及联络员名

单（见附件 3）报送至评估中心。 

2．各教学单位于 6 月 30 日前将有关材料及材料清单（见

附件 4）报送至评估中心。文件夹按照“单位名称+在线教学

报送材料”命名；分项材料按照“单位名称+材料编号+标题名”

命名（材料编号、标题名同附件 4）。 

3.联系人：张振华，联系方式：83517569，邮箱：

314206756@qq.com。 
 

mailto:314206756@qq.com


附件：1.本科在线教学基本数据统计表 

2.本科在线教学工作相关材料体例 

3.本科在线教学工作相关材料报送负责领导及  

联络员信息表 

4.本科在线教学工作相关材料清单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2020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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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科在线教学基本数据统计表

单位名称（盖章）： 数据填报时间：

数据审核领导： 数据填报人员：

1.本学期本单位按照教学计划应开设在线课程 门、 门次。

2.本学期实际开设在线课程 门、 门次、 课时，其中毕业班实际开设在线

课程 门、 门次、 课时。

3.本学期共建设 QQ 和微信在线班级群 个，其中，QQ 班级群 个，微信班级

群 个；同时建有 QQ 班级群和微信班级群的课程 门次，未建设 QQ 和微信在

线班级群的课程 门次。

4.本学期本单位共指导毕业生完成毕业论文 篇、毕业创作 件；520 毕业

嘉年华在线展出作品 件。

5.线上教学形式

（1）直播为主的课程 门、 门次。

（2）录播为主的课程 门、 门次。

（3）其他教学形式的课程 门、 门次。

其中，仅线上讨论的课程 门、 门次；仅提供学习材料的课程 门、 门次；

仅辅导答疑的 门、 门次。

6.教学资源使用

（1）使用本校慕课为主的课程 门、 门次。

（2）使用外校慕课为主的课程 门、 门次。

（3）仅使用自己准备的教学资源的课程 门、 门次。

7.教学平台使用

（1）使用中国大学 MOOC（爱课程）的课程 门、 门次。

（2）使用超星（学习通）的课程 门、 门次。

（3）使用智慧树的课程 门、 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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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其他教学平台的课程 门、 门次。

8.教学平台和工具使用数量

（1）使用 1个教学平台和教学工具的课程 门、 门次。

（2）使用 2个教学平台和教学工具的课程 门、 门次。

（3）使用 3个教学平台和教学工具的课程 门、 门次。

（4）使用 4个教学平台和教学工具的课程 门、 门次。

（5）使用 5个教学平台和教学工具的课程 门、 门次。

（6）使用 5个以上教学平台和教学工具的课程 门、 门次。

9.在线授课教师

（1）本学期在线授课的教师 人，其中本单位专任教师 人，校内兼职教师

人，校外外聘教师 人。

（2）本单位专任教师 人，未参加在线授课的专任教师 人。

（3）单个教师最多授课 门、 门次 课时；

单个教师最少授课 门、 门次 课时。

（4）本学期本单位参与毕业生在线授课的教师 人；参与毕业创作（论文）

指导的教师 人，其中本单位专任教师 人，校内兼职教师 人，校外

外聘教师 人。

10.在线学习学生

（1）本学期，本单位合计本科生 人。其中，应毕业本科生 人，实际毕

业本科生 人。

（2）截至填报日，本学期参加在线学习的本科生 人 人次，其中 2020

届本科毕业生 人 人次。

（3）截至填报日，本单位不具备网络学习条件的本科生 人，个性化学习指

导帮助 人。

（4）截至填报日，本科生出勤 人次，缺席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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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本科在线教学工作相关材料体例

本科在线教学工作相关材料均以 word 格式提交，相关

格式见以下文字材料模板。包含插图的材料除 word 文件中

正常插图外，须单独提交图片（JPG 格式），命名与 word

文件中一致，分辨率不低于 150 万像素。文字材料以外的单

独图片要求同上。

一、文字材料（模板）

标题（三号黑体居中，单倍行距）

单位名称（四号楷体居中，单倍行距）

一、一级标题（黑体四号字，单倍行距，顶左，手动编号）

1. 二级标题（仿宋小四号字加粗，单倍行距，顶左，手动编号）

（1） 三级标题（仿宋小四号字，单倍行距，顶左，手动编号）

正文：采用 A4 模板，小四号仿宋，1.5 倍行距，两端对齐，段落首行左

缩进 2个字符。

表格：表名置于表的上方，宋体五号居中，表格内文字为宋体，大小根

据表的内容自行调整。

表 1 XXXXXXXXXX（宋体五号居中）

样例 1 2 3

甲 61.5 71.4 68.0

乙 73.2 75.6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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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图名置于图的下方，宋体五号居中，单倍行距。

图 1 XXXXXXXXXX（宋体五号居中）

二、其他相关要求

1.材料“2.在线教学实施情况”按照“一、在线教学筹

备情况二、相关举措和成功经验三、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案”

依次梳理。

2.材料“5.以“艺”抗“疫”作品”“8.优秀毕业创作

推介”中每个作品只保留一张图片，请各学院仔细把关遴选。

每个作品均须对应有作者简介和作品简介，文字内容完整简

洁。

3.材料“9.在线师生感言”须对应有师生简介，其中教

师简介中应包含任教专业（专业课教师）和本次在线任教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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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本科在线教学工作相关材料报送

负责领导及联络员信息表

教学单位名称：

工作 姓名 职务 手机 办公电话 Email

负责

领导

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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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本科在线教学工作相关材料清单

教学单位名称：

编号 类别 标题 图片（张） 备注

1 在线教学基本数据

2 在线教学实施情况

3 在线教师典型材料

4 思政课程相关材料 1

5 思政课程相关材料 2

6
以“艺”抗“疫”

作品推介 1

7
以“艺”抗“疫”

作品推介 2

8 “云端计划”1

9 “云端计划”2

10 在线课程典型案例 1

11 在线课程典型案例 2

12 优秀毕业创作推介 1

13 优秀毕业创作推介 2

14 师生感言 1

15 师生感言 2

16 在线质量保障材料 1

17 在线质量保障材料 2

＊所有文字材料均提供 word 文件，编号、类别根据实际情况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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