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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通讯

2020 年第 2 期 总第 6 期

江西农业大学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编 2020年 4月 6日

主动求变，做好思政课课堂教学质量督导监控

---思政课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专项督查报告

课堂教学是高等学校一种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而思政课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政

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

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因此，提高思政课的课堂教学质量是创新

人才培养、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为客观真实地了解我校思政课课堂

教学质量，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水平，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组织

专家对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以下简称上学期）思政课课堂教学

质量进行专项督查，现将专项督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思政课教师授课及师资队伍情况

1.思政课教师授课情况。上学期共有 45 名教师担任思政课程教

学任务（不含学院书记、院长为学生上一到二次形势政策课讲座教

师），其中有专职教师 27人、兼职教师 18人；专职教师主要指我校

政治学院的专任教师，兼职教师主要是指政治学院聘请学校各单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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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担任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教师。授课课程方面，专职教师讲授 6

门课程，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当代世

界经济与政治》、《中国近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兼职教师

主要讲授《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工作量方面，专职教师平均一周

思政课课时数 11.2 节，兼职教师平均一周课时数 3.3 节，思政课目

前多为大班上课，学生数量较多，专职教师思政课教学工作量偏大。

2.师资队伍情况。目前思政课有政治学院专职教师 29名（各种

原因有 2 位专职教师上学期没有承担课程），兼职教师 18名。思政

课专职教师占比 61.7%，兼职教师占比 38.3%（见图 1）。

图 1 思政课专、兼职教师占比

（1）职称结构上，高中低搭配较为合理

在全部思政课课程教师47人中（含上学期未安排教学任务2人），

高级职称共 18 人，中职职称共计 18 人，初级职称 11人，职称结构

较为合理。其中专职教师 29人中，有教授 5人，占比为 17.24%；副

教授 10 人，占比为 34.48%；中级职称教师 10 人，占比为 34.48%，

中级以下职称教师 4 人，占比 13.79%。其他部门兼职教师中，有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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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3 人，占比 16.67%；中级职称教师 8 人，占比 44.44%，初级 7

人，占比 38.89%，见图 2。

图 2 思政课专、兼职教师职称结构

（2）学历学位结构上，研究生比例高

在学历结构中，研究生学历比例较高，占整个教师的 87.23%，

且专职教师高于兼职教师。专职教师中博士和硕士学位教师分别为

13人，各占 44.83%，合占比为 89.66%；兼职教师没有一个具有博士

学位，具有硕士研究生学位的教师 15人，占比为 83.33%，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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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思政课专、兼职教师学历结构

（3）年龄结构上，专职教师比兼职教师年龄大

在整个师资队伍中，年龄在 46-55 岁教师共有 16 人，总占比

34.04%（其中专职教师 12人，占专职比 41.38%；兼职教师有 4 人，

占兼职比 22.22%）；36-45 岁教师 17 人，总占比 36.17%（其中专职

教师 8 人，占专职比 27.59%，兼职教师 9 人，占兼职比 50%），35

岁及以下教师 14人，总占比 29.79%（其中专职教师 9 人，占专职比

31.03%；兼职教师 5 人，占兼职比 27.78%，）。显示专职教师比兼

职教师年龄偏大，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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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思政课专、兼职教师年龄结构

（4）学缘结构上，思政类专业为主

学缘结构，主要考虑担任思政课教师毕业的学科专业状况，一般

来说，从事思政课教师最好来自哲学、法学、历史等与思想政治课程

相关学科。在所有任课教师中，专职教师所学专业为思政课相关专业

的教师有 27 人，占专职教师总数 93.1%；兼职教师中，所学专业为

思政课相关专业的教师共有 10人，占兼职教师总数的 55.56%，学缘

结构上，专职教师中思政类专业毕业的明显多于兼职教师，具体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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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思政课专、兼职教师学缘情况

二、思政课课堂教学评价质量情况

根据新修订的《江西农业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并

结合访谈，从上学期开始，评估中心开展常态化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推进同行评教和督导评教工作，从督导评教、学生评教、同行评教三

个方面综合考核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总成绩

为：督导评价成绩×60%+同行评价成绩×20%+学生评价成绩×20%。

上学期思政课课堂质量评价督查情况汇总如下：

从访谈和督导专家听课反馈情况来看，大多数教师教学态度端

正，备课认真，教学内容熟悉，课堂教学秩序良好，能够充分利用现

代化的教学手段，讲授条理清晰、直观，通俗易懂，意识形态观点正

确，内容规范。上学期思政课课堂教学质量总体评价平均分为 90.28。

其中，督导评价平均分为 89.52，同行评价平均分为 89.30，学生评

价平均分为 93.52。具体情况分布如下：

1.专职教师比兼职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高。从课堂教学质量评

估结果来看，政治学院专职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总体评价及分项督导

评价、同行评价及学生评价平均分数均比兼职教师高（见图 6），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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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中了解到可能与专职教师精力投入更专注有关。

图 6 2019-2020 第一学期思政课专、兼职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

2.高职称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相对更高。教师职称与课堂教学

质量总体结果呈现正相关，高职称教师其课堂教学质量总体平均分更

高（见图 7）。其中，总体评价、督导评价及同行评价方面，教授职

称教师各项教学质量评价平均分都在 93 分以上，其平均分明显高于

中级及以下职称教师；学生评价方面，各职称教师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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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9-2020 第一学期思政课专、兼职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分职称）

3.教师学历与课堂教学质量相关性不大。从评价结果来看，总体

评价、督导评价、同行评价方面，博士与本科学历教师课堂教学质量

较高；学生评价方面，各学历层次教师相差不大（见图 8）。

图 8 2019-2020 第一学期思政课专、兼职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分学历）

4.教学年限长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更好。教师教学年限越长，

其教学质量总体评价、督导评价及同行评价平均分越高（见图 9）。

其中，45 岁以上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总体评价及各项评价平均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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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0分以上，相对 35岁以下教师来说，其课堂教学质量明显较好；

学生评价方面，各年龄段教师相差不大。说明阅历丰富有助于课堂教

学讲解效果。

图 9 2019-2020 第一学期思政课专、兼职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分年龄）

5.有思政课相关专业背景的教师，其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更高。教

师有思政专业相关背景，总体评价及各项质量评价结果均比其他专业

背景的教师要好，这说明其专业理论知识较为丰富扎实，导致课堂教

学效果更好。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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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19-2020 第一学期思政课专业背景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

综上所述，专职教师、职称高、教学年限长及有思政课相关专

业背景的教师，其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分数相应较高，经访谈等了解与

这些教师任教时间长，阅历及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方法熟练，理论知

识扎实，能将所教内容与实践结合，与时代相结合，更容易活跃课堂，

引起学生广泛的共鸣。

三、思政课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虽然从上学期专项督查的情况看，总体上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良

好，但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各项评价分数都低于

平均数。上学期评估中心组织人员共对全校 127 名教师进行了课堂教

学质量评价，从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来看，思政课教师课程教学质

量评价分数，无论是总体评价分数，还是督导评教、同行评教、学生

评教分数，均低于全校参评教师平均分。上学期思政课所有教师课堂

教学质量总体评价平均分为 90.28（其中，督导评价平均分为 89.52，

同行评价平均分为 89.30，学生网上评价平均分为 93.52）。而全校

上学期 127 名教师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平均分为 91.53（其中全校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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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各项平均分别如下：督导评价平均分为 91.29、同行评价平均分

为 89.83、学生网上评教平均分为 93.78），具体见图 11。

图 11 思政课及全校课堂教学质量各项评价结果

造成上述原因，经访谈和听课了解，可能既有主观也有客观方面

的原因，从客观上本身，思政类课程教学质量提升历来就是难题，再

加上我校思政课班级过大，平均教学班级人数超过 100 人（见表 1），

教师难以有效管理，导致课程教学质量不高；主观方面也可能是部分

教师无论是教学内容、方法及手段没有及时体现时代要求，导致教学

质量不高，具体问题及原因分析如下。

表 1 思政课所有教学班组成及学生人数情况表

类别

2个班组成的教学

班

3 个班组成的教学

班

4 个班组成的教

学班
合计

个数 占比 个数 占比 个数 占比 个数
平均每个
教学班学
生人数

思政课所有教学班 16 5.8% 247 89.49% 13 4.71% 276 119.79

政治学院专职教师所
带教学班

6 4.96% 102 84.3% 13 10.74% 121 123.07

兼职教师所带教学班 10 6.45% 145 93.55% 0 0 155 117.23

（一）师资数量及结构难以满足教学需求，影响评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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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班级过大过多，师资数量不能满足教学要求

根据《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学校应

按照师生比不低于 1∶350 的比例设置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岗位，

为每个教研室（组）配足师资。目前我校思政课专职教师数为 29人，

2019-2020 学年在校本科生数 19900，师生比 1：686，师生比低于教

育部对思政课师资队伍要求。表 1数据表明，上学期我校思政课教学

班共计 276 个，多为 3个班级合班上课，其中 3 个班级组成的教学班

占 89.49%，学生数量较多，平均每个教学班学生人数为 119.79 人，

教学工作量偏大。政治学院专职教师所带教学班中，3 个班级组成的

教学班占 84.3%，平均每个教学班学生数为 123.07 人；兼职教师所

带教学班中，3 个班组成的教学班占 93.55%，平均每个教学班学生数

为 117.23 人。我校思政课专职教师平均一周工作量 11.2 节，在专职

人数少、教师教学工作量大的情况下，课堂教学效果就难以得到有效

保证。

2.师资结构不太合理，兼职教师比例过大

（1）在师资结构上，在职称结构方面，有相当一部分思政课教

师是中级及以下职称。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中，其中级以下职称教师

分别占 48.27%、83.33%；尤其是兼职教师中，年龄轻，职称低，阅

历少，对于思政类课程驾驭难度大；另一方面，在学缘结构上，兼职

教师中，有 44.44%的教师所学专业不是思政课相关专业。

（2）专兼职师资队伍中，兼职教师占比偏大，兼职教师占 38.3%；

很多兼职教师本职工作比较繁重，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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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堂教学质量结果来看，专职教师、职称高、教学年限长及有

思政课相关专业背景的教师，其课堂教学质量相对较高。因此，应提

高思政课专职教师和高职称教师比例，安排思政课任教教师时考虑思

政相关专业背景，有利于优化思政课教师师资队伍结构，从而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

（二）课堂教学纪律没有严格执行，影响评价质量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活动的主要环节，良好的课堂纪律是教师进

行课堂教学的重要保证。根据《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

基本要求》（教社科〔2018〕2号），高校应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秩

序管理，确保学生到课率，为高质量开展教学提供保障。为进一步加

强课堂纪律管理，学校出台《江西农业大学课堂纪律实施办法》》（赣

农大发〔2019〕64 号），实施办法中对教师和学生课堂行为进行了

具体规定，但从上学期专项督查情况来看，部分教师或部门在遵守课

堂纪律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主要存下以下问题：

1.未能严格执行学校的教学管理制度。一是有些教师未严格按照

教务处规定调停课。调停课通过了学院，而学院未能及时通报教务处；

二是有少数教师未能通过学院和教务处私下调停课；三是学院的课程

课表安排与教务处的课表安排不一致，这三种情况导致学校督导专家

去听课时出现教室无人上课的现象。

2.存在请人代课现象。在上学期的课堂教学督导过程中，发现上

《形势与政策》课时，出现有教师请人代课现象，甚至有些代课教师

没有取得任何教学资格证。我校应该杜绝无任何教学资格证人员代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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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否则无法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

3.课堂纪律管理不到位。由于思政课大多数为公共课，学生数量

较多，课堂纪律管理不到位情况时有发生。例如：有的教师不进行课

堂管理，缺少师生互动；有的教师在讲台上习惯于低头讲课或长时间

面朝黑板讲课，不注意学生听课反应，教学反馈不理想等。

（三）部分教师教学态度、内容、方式存在问题，影响评价质量

1.教学态度不端正，备课不认真。备课是教师课堂教学工作的首

要环节。但从专家听课中发现，个别年轻教师教学态度不够认真，不

认真备课，例如上学期课堂教学督导时发现有个别年轻教师课前未及

时上传课件，上课时也无法使用 U盘成功打开课件，又未见其带讲义，

结果本堂课一直忙着上传课件，耽误了太多的课堂教学时间，造成讲

课内容不足，上课效果欠佳；有的教师讲课课件颜色、排版与字体等

都没有认真设计，形式不够新颖；有的教师课堂设计出现重叠现象。

另外，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的上课状态有明显区别，专职教师教学状

态明显好于兼职教师。

2.课堂教学内容广度、深度不够。通过督导反馈，部分教师对思

政课的基本要求和内容未能深入理解，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思政课教

学目标“缺失”的问题，授课内容跟不上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

造成了课本知识与实际不相适应，授课时“底气”不足，不敢“活化

教材”，不敢对现有的教材内容进行整合，导致课堂授课内容理论理

解不够，讲课内容缺乏深度、广度。

3.课堂教学缺乏特色，师生互动少。部分教师讲授基本上按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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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内容，任由自己滔滔不绝。但问题是这种教学方式，不关心学生的

反应，不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只是把知识生硬地灌输给学生，忽视

了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学习方法的指导以及学习独立性的培

养，从而影响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例如有些教师只关注

电脑或多媒体屏幕上的 PPT，不关注全体学生，不随时观察学生的课

堂反应，不善于与学生面对面地进行沟通与交流；有的教师普通话不

标准，地方口音较重，影响教学质量。

4.多媒体等辅助教学手段与课程的整合力度不够。有些教师过分

依赖课件，简单地将课本内容搬到 PPT 课件，少数教师把多媒体 PPT

做好后，课前不认真备课，不更新知识，授课时对着多媒体 PPT 照屏

宣读，课堂气氛死板，语言表达缺乏艺术性，师生之间沟通少，学生

被动，教学效果较差。

四、提升思政课课堂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对思政课教师提出的“三为、六要、八统一”的新要求，我校应在思

政课程师资队伍、政治纪律、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进一步

得到加强和提升。

（一）充实思政课师资力量，优化思政课师资队伍结构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思政课教师是全面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核心力

量。针对思政课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目前我校思政课师资力

量有待进一步加强，应按照教育部要求，按照师生配备不低于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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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设置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岗位，努力建立一支专职为主、

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思想政治教师队伍，为提高思政课

课堂教学质量奠定基础。

1.加大引才力度，多渠道教师补充专职教师队伍。学校要采用多

种措施严格落实教育部关于思政课教师配备标准，采用多渠道和途径

引入高水平人才，充实专职教师队伍。

2.盘活资源，建立兼职教师准入机制。随着国家对思政课程的要

求越来越高，课程思政的推进，学校思政课程的教师的缺口可能越来

越大，为此，首先建立兼职教师准入机制，严格思政课兼职教师准入

标准；对职称、学历、教学水平等明确规定，同时兼顾到理论水平高、

教学能力强、有意愿从事思政课且富有余力的专业课教师的充实到兼

职队伍。

（二）提高思政课教师理论水平，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1.教师应加强责任担当和理论知识学习。一是思政课教师必须坚

定理想信念。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强化终身学习，锐意

改革创新，提高教书育人的能力和水平；二是教师要爱岗敬业。本着

对社会负责，对学校负责和对学生负责的态度上好每一门课、每一节

课，让学生在学习中了解时政、时代信息和学科研究前沿动态，高质

量的完成教学；三是教师要加强理论知识学习，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

理论知识，在教学中融会贯通，做到教材内容烂熟于心，同时紧跟新

时代的新要求，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理论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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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部门应强化思政课教师教学培训。一是开展课程培训工

作。在思政课新教师的入职培训工作基础上,开展针对具体课程教学

的能力培训，相关部门或学院应组织教学技能培训、教学竞赛、公开

示范教学来促进思政课教师教学质量的提高。二是建立青年教师教学

“传帮带”工作机制，促进思政课教师潜心教学、倾心教学、精心教

学，年轻教师要有意识主动去听有经验的优秀教师上课；三是抓好教

研室活动，定期开展教研室活动来促进教师水平提高，例如开展集体

备课、教师听课互评、集中命题等教学研讨活动。

3.充分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一是学校应推进思政课优质教学资

源共享，通过完善在线教学内容，推进思政课教案、课件、案例及资

源库的共建共享；二是教师应学习多媒体技术，要广泛搜集资料并作

为制作课件的素材，课件制作时要清楚地表达授课思路，在课件中少

用文字，多添加图片、视频、动画等资料，增加课件的生动性，提高

课堂教学效果。三是要大力推进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充分发挥

信息技术优势，以“中班讲授、小班讨论”模式组织课堂教学。

（三）创新集体备课形式，改进思政课教学方法

1.加强集体备课、说课。首先，强化集体备课。备课是上好一门

课程的前提，要备好课首先必须认真钻研教学大纲，全面透彻地理解

和熟悉教学大纲的内容、体系和精神实质，明确教学目标和要求。教

师在集体备课时，要加强交流讨论，梳理此种授课方式的重点、难点，

充分汲取优秀教师授课经验和实践经验。特别是兼职教师应多参加集

体备课，完善理论知识体系，提高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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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加强说课训练。同时鉴于许多思政类课程都是集体备课、

甚至有专门统一讲稿及 PPT 要求的事实，部分教师参与程度可能不够

的现实，需要加强说课训练。说课指教师运用口头语言向其他教师或

教研人员述说在课堂教学中如何依据教学大纲和教材，根据学生的实

际情况，进行教学设计的一种教研活动形式，对于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有显著作用。其主要回答的是“我为什么这样备课”，重点在于“教

什么，怎样教，为什么这样教”，如何将备课的书面言语转化化课堂

言语。教师通过“说教材、说教学目标、说学情、说教学方法、说教

学过程”等步骤进一步熟悉和掌握课程内容，并可以使教师之间互相

学习，取长补短，提高教学水平。

2.改进思政课教学方法。教师应明确教学目的，将所有的教学安

排都应围绕教学目标来进行，把教材体系转化成教学体系，用大量的

事实列举来说明问题，这样既生动形象又有贴近性；教师要善于把握

新时代学生的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激发

学生课堂参与的热情和求知欲望；在教学活动中应针对不同的教学内

容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等双向交流的方法，在“活”字上下功夫，使

课堂真正活起来、动起来，利用学生身边的故事、身边的变化来融入

思政课教学，通过提问进行思想引导，可以显著增加学生的参与度。

（四）加强教学管理制度执行，严格遵守课堂教学纪律

1.严格执行调停课制度。学院教学秘书要及时将教师的调停课信

息上报教务处，以便教务处及时做出课表调整。对违规调停课现象，

要及时通报，以示警醒。对请人代课现象，特别是请无任何教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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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代课现象要严加制止，要严格执行有关教学管理规定，防止此类

现象任意发展。在课程安排上，全校应执行教务处的课表安排。学院

要积极与教务处沟通，妥善协调课程安排问题，避免出现课程安排两

张皮现象。

2.审核思政课教师教学资格。一支稳定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是课堂

教学质量的保证，按照教学管理规定，要严格禁止请人代课、特别是

请无任何教学资格证人员代课现象，学院及相关部门要严格审核思政

教师教学资格。

3.严肃课堂教学纪律。教师要加强课堂教学秩序管理，确保学

生到课率，为高质量开展教学提供保障，把课堂教学纪律的要求落到

实处。例如对学生发生不利于课堂教学的行为要进行有效管理，上课

时要检查迟到、旷课的学生，并了解情况；对学生上课时睡觉，玩手

机，做与课堂教学无关的事情，该批评的要敢于批评教育。

注重教学质量，打造质量课堂，将成为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发展

方向，也是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意识形态基

础。只有从学校管理部门、教学单位、教师三方面提高质量认识，加

强制度保障，认真对待，共同努力，思政课课堂质量才能得到逐步提

高。

江西农业大学

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

2020 年 4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