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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林 师 范 学 院 教 务 处  
 

玉师院教务处〔2020〕137 号 

 

关于做好 2020年秋季期实践教学周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学院： 

2020年秋季学期实践教学周即将开始，为更好地落实本

学期实践教学工作的衔接与安排，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2020年秋季学期实践教学周为第 12 周（2020 年 11 月

23 日至 29 日），时长为一周。 

二、实践周工作要求 

实践周是落实学生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要途径和形式，也

是着力推进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人才内涵发展的重要举措，原

则上不得安排采风、写生等跨省区的实践活动，应充分利用

实践基地、实验室、实践实训场所等，发挥校校、校企、校

地合作的优势，尽量安排在玉林、贵港等距离较近的市县内

进行实践活动。 

（一）统一认识，明确定位 

实践教学是高校进行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

了解社会、接触生产实际、树立事业心责任感的重要途径，

是增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基本环节。实践教学大纲是实施教学

计划、规范实践教学、保证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

教学文件，实践教学周的设置为我校加强实践育人，引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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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深入开展实践教学提供了必要条件，也提高了管理要求。

各学院要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安排，加强领导，

全面动员，科学规划，精心组织。 

（二）提高专业素质 

以提高专业素质为主要目标安排和设置实践教学周。学

院各专业要加强对专业质量国标、就业岗位能力要求的研究，

根据能力培养层次性与渐进性的特点，衔接课堂开展实践教

学，从四年整体安排出发，研究并全程设计实践教学。 

各二级学院要依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详细制订一周

时间的实践教学活动的计划、进程、过程性考核办法，认真

组织实施，并做好考核与材料收集、归档工作。  

（三）丰富实践形式 

各学院可根据教学计划和专业实际情况，以校内与校外

结合、分散与集中结合、方案内和方案外结合、实习实践和

创新创业等结合开展实践周活动。充分利用校校合作、校地

合作、校企合作、科研合作、教师课题、学术竞赛、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教育见习、教育研习、教育调查等资源，千

方百计为学生提供合理、可行的实践岗位。 

教育见习和教育研习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关系,要

注重见习--研习—再见习—再研习的有机联系,教学安排上

要体现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三者的递进贯通,涵

盖师德体验、教学实践、班级管理和教研实践等方面,并与

其他教育环节有机衔接。 

实践教学周内的教学活动内容要符合人才培养方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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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要求，同时兼顾学生的任务量，不得出现“自由活

动”或长时间“查阅资料”等情况。 

（四）充实内容，保证实践教学的质量 

在教学计划内已经有具体实践课程安排的专业，可按教

学计划安排教学活动；其它专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需要

安排见习、专项实践、大型实验（实践）项目、专业技能训

练等。各专业要根据实践教学的实际情况和学生需要及时更

新教学内容，开发基于应用的适合实践教学周开展的实验实

践项目，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安排丰富多样的实践内容，实践教学周教学内容可以包

括但不限于：专题讲座、讨论会、设计性实验、学科竞赛、

演出、汇展、外出见习、教育见习、教育研习、教育调查、

技能训练、项目实训、企业参观、课程设计、创新创业训练、

课件制作、书写训练、说课、专业创作、写生等项目。 

鼓励各二级学院积极组织学生开展面向全校公开的实

践性展示活动。如公开课、技能操作课、教学设计、实验技

能展示、专业专项技能展示等。 

（五）加强实践教学全过程管理 

1.加强实践教育管理。 

各学院要根据专业培养的目标，发布实践周工作方案，

帮助学生了解实践任务、实践纪律、考核要求等。实践过程

中加强安全生产、职业道德、职业精神方面的教育，将职业

精神养成教育贯穿实践活动的全过程。 

2.加强实践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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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学计划安排进行实践教学周的班级，原则上不再

安排日常理论课教学。 

实践教学周的活动应有指定实践场所，实践周期间，应

保证每项实践活动在指定场所开展，规范化完成实践任务，

指导教师要做好考勤工作。 

每项实践活动都要安排指导教师，指导教师须落实合理

的实践工作内容，要合理、均衡分配时间，不留空档。 

需要外出的实践活动，要充分考虑天气、交通等因素，

需要临时调整的应及时报教务处备案。 

3.加强实践安全管理和防疫安全管理。 

各单位在组织学生进行实习实践期间，要选派专人负责

落实学生的安全工作和防疫安全，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控

制各种安全隐患的发生，做到事前有排查、有应急预案，各

学院对选派的有关教师和人员要明确职责、责任到人、落实

到位。学院和实践单位要在确保学生实践安全第一和防疫安

全的原则下，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有关

规定。加强对实践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安全防护知识、岗位

操作规程的教育、培训和动员，未经教育培训或动员的学生

不得参加实践活动，切实保障学生实践期间的人身安全。 

特别是存在有安全隐患的实践教学活动，指导教师须全

程在场跟踪指导，并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对不符合当前防疫安全的地方或区域各单位不得进行

实践安排。 

（六）做好实践教学周的考核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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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考核方案的制定和发布、学生实践记录、实践报告

等的布置和批阅。各学院要采取电子、纸质等多种媒介形式

（鼓励利用平台进行无纸化过程管理）保留与存档实践教学

周的各项实践教育活动资料，并认真做好总结分析工作。 

（七）宣传 

各二级学院要注意保存好实践教学周期间的活动图片、

视频及相关资料。实践教学周结束后，各学院应采取宣传栏、

宣传板报、墙报、黑板报等形式进行宣传实践教学活动取得

的成绩；要尽快将相关新闻稿（只须电子版）提交到宣传部

黄铃老师OA，对实践活动的特色、亮点进行宣传报道。 

三、实践教学周成果展示及评比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决定举办实践教学周成果展示和评

比。 

（一）成果展示 

1.要求：各二级学院根据实践教学周期间的活动计划、

活动总结、活动图片、合作校企及相关资料等，对本学院实

践教学周活动的特色、亮点制成展板进行展示，每个学院制

作展板 1-2 块，展板参考规格：长 3 米*宽 1.5 米。并将正

式展板电子稿（广告公司成品）通过 OA 发送教务处实践科

朱羽林处。 

2.展示时间要求：2020年 12 月 1日—11 日。要求在 12

月 1 日早上 8：30 前务必摆放完成。 

3.展示地点：学校东校区挂榜南路西边路口（即挂榜南

路与挂榜西路交叉处）两侧人行道上，即旧图书馆后背人行

道上。 

（二）评比 



- 6 - 
 

1.评委：由各二级学院领导（每学院 1名）构成。 

2.评比时间：2020 年 12 月 1日下午 3 点。请各评委到

时自带钢笔，准时集中展板展示地点进行评比。各学院负责

通知本学院评委按时参加评比。 

3.评奖：按参赛 20%、30%、50%比例分别设一、二、三

等奖。 

4.评比标准，详见附件 2《2020年秋季期实践教学周展

板评比标准》。 

四、其它事项 

(一)材料上交 

各二级学院须按要求提交如下材料 : 

1.学院实践计划安排表 

各二级学院认真组织相关教师研讨，确定实践教学周教

学工作安排，并于 2020年 11 月 18 日上午 10:00前将本学

院的《2020年秋季期XX学院实践计划安排表》（附件 3，自

行转换为excel格式再填报）（纸质和电子稿，电子稿通过OA

发送，纸质稿经学院领导审核签字，加盖学院公章后）交教

务处实践科朱羽林处。 

2.实践周成果展示评委 

实践周成果展示评委由各二级学院领导（每学院 1 名）

构成。各二级学院于 2020 年 11月 30 日上午 10:00 前将评

委名单按附件 1《2020年秋季期实践教学周展板评比评委名

单》报送教务处实践科朱羽林处（只需交电子稿，用OA发送）。 

3.学院实践周总结 

本学期实践教学周结束后，请各学院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上午 10:00前，向教务处实践科提交本学院实践周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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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总结,总结包括文字和相关图片等材料（纸质和电

子稿，电子稿通过OA发送，纸质稿经学院领导审核签字，加

盖学院公章后）交教务处实践科朱羽林处。 

4.正式展板电子稿 

请各学院于 2020年 12 月 2日上午 10:00 前，将参加实

践教学周成果展示的正式展板电子稿（广告公司成品）通过

OA发送教务处实践科朱羽林处。 

(二)其他 

1.如结合本通知要求，确有课程新增、删减等变动情况

可按流程申请办理教学计划调整审批手续。 

2.教务处根据工作计划进行检查,对无组织、无规划、

无落实的单位给予通报。 

 

附件:1.2020年秋季期实践教学周展板评比评委名单 

     2.2020年秋季期实践教学周展板评比标准 

     3.2020年秋季期XX学院实践计划安排表 

 

 

 

                                                        

教务处 

2020 年 10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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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秋季期实践教学周展板评比评委名单 

 

序号 学院 姓名 性别 职称 职务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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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年秋季期实践教学周展板评比标准 

 

序号 结构 标准 得分 

1 主题内容 
主题鲜明，要与实习实践周活动的要求相符，
内容充实，整个版面不能少于两篇文章。 

40 

2 版面布局 
版面设计合理，编排得当，视觉效果好。做
到整洁、新颖、美观。松紧适度，长短文章

有穿插变化。 
20 

3 文字 
文字要使用规范字，字体要清晰，字距、行
距要适当，可适当使用各种美术字体，忌错

别字。 
20 

4 刊头 
能适应板报主题思想，须装饰图案，刊头占
版面位置不能超过版面的五分之一。标题应
醒目，讲究艺术性，色彩与文章色彩有区别。 

10 

5 插图 

插图大小和位置合理，能反映和突出主题，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题花、尾花、花边图
案简炼，色彩丰富，与文章应有空隙，不能

过于繁杂导致喧宾夺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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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秋季期XX学院实践计划安排表(自行转换为excel格式再填报) 

 

序号 二级学院 年级 专业 
学生

人数 
实践内容 责任教师 联系电话 实践时间 实践地点 备注 

示例 
文学与传

媒学院 
2018 新闻学 12 编辑实训 

陈留/吴守

成 
13877532569/15277536985 

20201125-20201126 上

午，下午 

玉师东区文科楼

编辑实训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