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鲁高师赛函〔2019〕2号 

 
 

关于山东省第六届“超星杯”高校教师教学
比赛复赛有关事项的通知 

——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各有关高校： 

按照《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教育工会关于举办山东省第六

届“超星杯”高校教师教学比赛的通知》(鲁教师字〔2018〕16

号)和《山东省第六届“超星杯”高校教师教学比赛实施方案—

—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要求，复赛将于 4 月 12 日开

始分别在临沂大学、滨州医学院、青岛大学举行，现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复赛人员 

复赛选手根据初赛成绩确定。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学科门

类分组对全省 676 名初赛选手的课堂教学视频进行量化评审，

按照 45%的比例，最终确定 111所高校的 327名选手入围复赛。

具体名单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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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赛方式 

复赛分赛区进行现场比赛。复赛内容由教学设计和课堂教

学两部分组成，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两项权重分别为 15%、

80%，另有教学反思部分占比 5%不在复赛评审范围。复赛参赛

课程应与初赛一致。复赛参赛流程及其他要求见附件 2。 

三、复赛时间、地点 

复赛地点 参赛组别 
参赛

人数 
报到时间 复赛时间 地址 

临沂大学 
理科组 

思政组 
51 人 

4 月 12 日 14

时前 

4 月 13 日-

14 日 

临沂市兰山区

双岭路中段 

滨州医学院

（烟台校区） 
工科组 125 人 

4 月 19 日 14

时前 

4 月 20 日-

21 日 

烟台市莱山区

观海路 346 号 

青岛大学 

（浮山校区） 
文科组 151 人 

4 月 26 日 14

时前 

4 月 27 日-

28 日 

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 

具体报到地点由各复赛点确定，选手可在比赛前 3 天登录

比赛评审平台查看。 

四、材料上传要求 

（一）上传电子版材料及时间要求 

组别 上传时间 单位审核时间 材料要求 备注 

理科组 
4 月 4 日-11 日

12 时前 
4 月 11 日 17 时前 

1.参赛课程教学大纲 

（PDF版）； 

2.参赛课程 20 个教学节段

目录（PDF版）； 

3.参赛课程 20 个课时教学

设计（PDF版）； 

4.参赛课程 20 个教学节

段（PPT及 PDF版）。 

 

未按时

上传、

审核视

为弃权 

思政组 

工科组 
4 月 11 日-18 日

12 时前 
4 月 18 日 17 时前 

文科组 
4 月 18 日-25 日

12 时前 
4 月 25 日 17 时前 

注：Powerpoint 演示文稿 16:9 大小，分辨率为 16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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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传方式 

1.复赛选手登录山东省第六届“超星杯”高校教师教学比

赛评审平台。 

2.点击“竞赛复赛”—“参赛资料上传”，按规格要求上传

教学大纲和教学节段目录。 

3.点击“竞赛复赛”—“参赛课程上传”，按规格要求分别

上传 20 个课时教学设计（用教学设计 1、2、……20 编号）和

20 个课堂教学节段（用教学节段 1、2、……20 编号）。 

五、其他有关要求 

（一）各有关高校要高度重视复赛工作，通知复赛选手做

好参赛准备。各承办复赛的高校要周密部署，积极配合山东省

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做好比赛组织、宣传和安保工作，确

保复赛工作顺利进行。 

（二）2019 年 5 月 10 日前，各高校管理员及时整理本单位

申报优秀组织奖的相关补充材料并上传至评审平台。具体上传

方法和要求见比赛评审平台操作手册。 

其他未尽事宜，参赛选手可与本校管理员联系，学校管理

员可与省高师中心（不受理选手个人咨询）联系。 

联系人：孙永华、王梅雪，联系电话：0531-86180266，

86180737。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88 号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

区师资培训楼省高师培训中心，邮编：2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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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评审平台：http://sdgs.gspxonline.com/。 

附件：1.山东省第六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复赛人员名单 

2.山东省第六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复赛选手参赛须知 

 

 

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19 年 3月 20日  

  

http://sdgs.gspx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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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第六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 

比赛复赛人员名单 

（按参赛组别和学校代码排序） 

ID 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1 山东大学 戚明颖 理科组 

2 山东大学 孙文杰 理科组 

3 山东大学 王新沛 理科组 

4 山东科技大学 马慧子 理科组 

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王龙 理科组 

6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邢丽丽 理科组 

7 济南大学 高丽 理科组 

8 齐鲁工业大学 杨苗苗 理科组 

9 齐鲁工业大学 杨真 理科组 

10 山东农业大学 苏英华 理科组 

11 山东农业大学 张凤 理科组 

12 潍坊医学院 蔡占秀 理科组 

13 滨州医学院 闫鹏 理科组 

14 山东师范大学 蔺丽丽 理科组 

15 曲阜师范大学 朱霄 理科组 

16 滨州学院 高合理 理科组 

17 滨州学院 宋霞 理科组 

18 滨州学院 张圣燕 理科组 

19 鲁东大学 李娟 理科组 

20 鲁东大学 薛众鑫 理科组 

21 临沂大学 胡晓君 理科组 

22 临沂大学 张桂芝 理科组 

23 山东财经大学 林英 理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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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24 枣庄学院 裘娜 理科组 

25 青岛大学 徐洁 理科组 

26 潍坊学院 高娟娟 理科组 

27 潍坊学院 谭静静 理科组 

28 齐鲁师范学院 刘倩 理科组 

29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张欣 理科组 

30 山东管理学院 张莹莹 理科组 

31 山东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 马芳芳 理科组 

32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田莹莹 理科组 

33 烟台南山学院 郭立娜 理科组 

34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李晓莎 理科组 

35 山东大学 段立国 思政组 

36 山东科技大学 王建志 思政组 

37 青岛农业大学 王芳 思政组 

38 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燕 思政组 

39 山东师范大学 孙强 思政组 

40 曲阜师范大学 朱斌 思政组 

41 滨州学院 刘娟 思政组 

42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徐锐 思政组 

43 齐鲁师范学院 刘金玲 思政组 

44 山东工商学院 孙燕 思政组 

45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 于甜甜 思政组 

46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黄婷婷 思政组 

47 山东英才学院 谢科伦 思政组 

48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冯甜甜 思政组 

49 潍坊科技学院 郭爽 思政组 

50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栾琮聪 思政组 

51 淄博职业学院 马晨 思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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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52 山东大学 王晓 工科组 

53 山东科技大学 李威君 工科组 

54 山东科技大学 卢文娟 工科组 

55 山东科技大学 邱月 工科组 

56 山东科技大学 杨金梁 工科组 

57 山东科技大学 张晨晰 工科组 

58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王海静 工科组 

59 青岛科技大学 邓芳 工科组 

60 青岛科技大学 陶旭梅 工科组 

61 青岛科技大学 徐啟蕾 工科组 

62 青岛科技大学 朱惠华 工科组 

63 济南大学 齐蕾 工科组 

64 济南大学 张鲁 工科组 

65 青岛理工大学 刘龙 工科组 

66 青岛理工大学 王兴蕊 工科组 

67 青岛理工大学 仲照琳 工科组 

68 山东建筑大学 姜芊孜 工科组 

69 齐鲁工业大学 梁玮 工科组 

70 齐鲁工业大学 刘晓 工科组 

71 齐鲁工业大学 宋明 工科组 

72 齐鲁工业大学 王琛 工科组 

73 山东理工大学 杨彬彬 工科组 

74 山东理工大学 张冬梅 工科组 

75 山东农业大学 董晓英 工科组 

76 山东农业大学 李洋 工科组 

77 青岛农业大学 梁红 工科组 

78 潍坊医学院 刘聿秀 工科组 

79 泰山医学院 陈鹏 工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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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80 滨州医学院 杨军厚 工科组 

81 山东中医药大学 冯帅 工科组 

82 山东中医药大学 王雪霞 工科组 

83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鲍宇 工科组 

84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惠亚娟 工科组 

85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李伟 工科组 

86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吕娇 工科组 

87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张洁 工科组 

88 济宁医学院 马晓磊 工科组 

89 济宁医学院 孙建楠 工科组 

90 济宁医学院 赵龙玉 工科组 

91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郭鹤 工科组 

92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刘佩 工科组 

93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乔叶 工科组 

94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闫长虹 工科组 

95 山东师范大学 梁成 工科组 

96 曲阜师范大学 邵杰 工科组 

97 聊城大学 王浩 工科组 

98 德州学院 王晓欣 工科组 

99 德州学院 于雯 工科组 

100 滨州学院 陈璐 工科组 

101 鲁东大学 乔绪强 工科组 

102 泰山学院 白学明 工科组 

103 泰山学院 高一歌 工科组 

104 泰山学院 张文倩 工科组 

105 菏泽学院 刘春英 工科组 

106 齐鲁医药学院 董轶群 工科组 

107 齐鲁医药学院 姜春荣 工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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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108 齐鲁医药学院 隋竹欣 工科组 

109 齐鲁医药学院 由建辉 工科组 

110 青岛滨海学院 翟艺 工科组 

111 青岛滨海学院 张竞竞 工科组 

112 枣庄学院 黄婕 工科组 

113 枣庄学院 王岩 工科组 

114 烟台大学 隋晨红 工科组 

115 潍坊学院 丁媛媛 工科组 

116 潍坊学院 刘娟 工科组 

117 潍坊学院 刘瑜 工科组 

118 山东警察学院 张璇 工科组 

119 东营职业学院 王丽 工科组 

120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李书真 工科组 

121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王静 工科组 

122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谷莹莹 工科组 

123 济南职业学院 张倩倩 工科组 

124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纪红 工科组 

125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王丛丛 工科组 

126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郭潇潇 工科组 

127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刘倩婧 工科组 

128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刘莎莎 工科组 

129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武冬雪 工科组 

130 临沂职业学院 胡彦涛 工科组 

131 齐鲁理工学院 乔敏 工科组 

132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高娟 工科组 

133 青岛工学院 张淑莲 工科组 

134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陈修辉 工科组 

135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林国英 工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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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136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郇艳 工科组 

13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徐术菁 工科组 

138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姜萌 工科组 

139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邵帅 工科组 

140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王菁 工科组 

141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吕晓倩 工科组 

142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杨娜 工科组 

143 山东交通学院 孟君晟 工科组 

144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程文静 工科组 

145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王爱兰 工科组 

146 山东铝业职业学院 张正文 工科组 

147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陈肖妹 工科组 

148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毕春慧 工科组 

149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赵莉莉 工科组 

150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王妍 工科组 

151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宿翠霞 工科组 

152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赵崇 工科组 

153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亓琳 工科组 

154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勇 工科组 

155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林鑫 工科组 

156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王艺颖 工科组 

157 山东职业学院 焦丽娜 工科组 

158 山东职业学院 孔瑾 工科组 

159 山东职业学院 李佳 工科组 

160 山东职业学院 唐荣 工科组 

161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刘菁 工科组 

162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王姣姣 工科组 

163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王磊 工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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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164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王文强 工科组 

165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郑硕 工科组 

166 潍坊职业学院 刘娜 工科组 

167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媛 工科组 

168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唐晶磊 工科组 

169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崔亚男 工科组 

170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于瑛瑛 工科组 

171 枣庄职业学院 郑聪 工科组 

172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曹惠 工科组 

173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李天宇 工科组 

174 淄博职业学院 耿培 工科组 

175 淄博职业学院 孙晓佳 工科组 

176 淄博职业学院 张元元 工科组 

177 山东大学 蔡静野 文科组 

178 山东大学 矫雅楠 文科组 

179 山东大学 李想 文科组 

180 山东大学 王苏华 文科组 

181 山东科技大学 吴鹏 文科组 

182 青岛科技大学 相恒波 文科组 

183 济南大学 赵晓涵 文科组 

184 青岛理工大学 云乐鑫 文科组 

185 山东建筑大学 王彦勇 文科组 

186 齐鲁工业大学 李楠 文科组 

187 齐鲁工业大学 王蓓蓓 文科组 

188 青岛农业大学 李天择 文科组 

189 潍坊医学院 孙琳 文科组 

190 滨州医学院 范文翼 文科组 

191 滨州医学院 刘谕静 文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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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单位 姓名 参赛组别 

192 山东师范大学 蒋博文 文科组 

193 山东师范大学 李斐斐 文科组 

194 山东师范大学 刘一帆 文科组 

195 山东师范大学 栾家 文科组 

196 曲阜师范大学 孔艳艳 文科组 

197 曲阜师范大学 刘金发 文科组 

198 曲阜师范大学 孙传波 文科组 

199 曲阜师范大学 张建华 文科组 

200 聊城大学 陈美 文科组 

201 德州学院 蔡静 文科组 

202 德州学院 梁娜 文科组 

203 德州学院 刘涛 文科组 

204 滨州学院 刘鑫 文科组 

205 滨州学院 宋宗伟 文科组 

206 滨州学院 张敏 文科组 

207 滨州学院 张泽宇 文科组 

208 鲁东大学 毕晨光 文科组 

209 鲁东大学 冯芒 文科组 

210 鲁东大学 具香美 文科组 

211 鲁东大学 鲁正一 文科组 

212 鲁东大学 王萌 文科组 

213 鲁东大学 杨晶 文科组 

214 临沂大学 马秀兰 文科组 

215 临沂大学 吴越 文科组 

216 临沂大学 许继欣 文科组 

217 临沂大学 赵晶晶 文科组 

218 泰山学院 贝玉 文科组 

219 泰山学院 金坡 文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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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泰山学院 宋伟 文科组 

221 济宁学院 范莉 文科组 

222 济宁学院 王晓君 文科组 

223 菏泽学院 康丽 文科组 

224 菏泽学院 李翔 文科组 

225 山东财经大学 张笑玎 文科组 

226 山东体育学院 范海楠 文科组 

227 山东艺术学院 于洋 文科组 

228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菲 文科组 

229 青岛滨海学院 孙一哲 文科组 

230 枣庄学院 郭建芹 文科组 

231 枣庄学院 王瑾 文科组 

232 青岛大学 徐雪 文科组 

233 烟台大学 毕潇潇 文科组 

234 烟台大学 李霞 文科组 

235 潍坊学院 陈曦 文科组 

236 潍坊学院 付雯雯 文科组 

237 潍坊学院 黄雷 文科组 

238 潍坊学院 吴瑜 文科组 

239 滨州职业学院 程文秀 文科组 

240 滨州职业学院 杜航 文科组 

241 滨州职业学院 郭婷婷 文科组 

242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徐娟 文科组 

243 东营职业学院 王甜甜 文科组 

244 东营职业学院 易新 文科组 

245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王婧 文科组 

246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韩肖肖 文科组 

247 济南职业学院 张潺 文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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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于鹏 文科组 

249 齐鲁理工学院 王渺渺 文科组 

250 齐鲁师范学院 边迦 文科组 

25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李军 文科组 

252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牛俊杰 文科组 

253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任玉洁 文科组 

254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耿菲 文科组 

255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洪宇 文科组 

256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朱云桦 文科组 

25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段夏胤 文科组 

258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刘丹 文科组 

259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肖茹萍 文科组 

26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刘慧 文科组 

261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孙国栋 文科组 

2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郑圣慈 文科组 

263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庄丽丽 文科组 

264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房玉鑫 文科组 

265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樊春燕 文科组 

266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宋程程 文科组 

267 山东工商学院 贺雪瑞 文科组 

268 山东工商学院 唐珊珊 文科组 

269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王蕾 文科组 

270 山东管理学院 安娜 文科组 

271 山东管理学院 李妹 文科组 

272 山东管理学院 张凡 文科组 

273 山东华宇工学院 赵瑞超 文科组 

274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杨学艳 文科组 

275 山东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 林晓乐 文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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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李真 文科组 

277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李亚文 文科组 

278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刘强 文科组 

279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王婷 文科组 

280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郭华娟 文科组 

281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孔亚楠 文科组 

282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王菲菲 文科组 

283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王宁 文科组 

284 山东女子学院 刘倩 文科组 

285 山东女子学院 田巍巍 文科组 

286 山东女子学院 王丽兴 文科组 

287 山东女子学院 邹阳阳 文科组 

288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槐小溪 文科组 

289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贾林铭 文科组 

290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李鹏 文科组 

291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刘莹 文科组 

292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吴磊 文科组 

293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张晓媛 文科组 

294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樊婷婷 文科组 

295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翟倩倩 文科组 

296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杜萍萍 文科组 

297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林文 文科组 

298 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 严熙栋 文科组 

299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赵梅 文科组 

300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戚静 文科组 

301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宋俏颖 文科组 

302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秦风硕 文科组 

303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陈思 文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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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苗兵 文科组 

305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李倩 文科组 

306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胡一平 文科组 

307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左伟 文科组 

308 山东英才学院 金金 文科组 

309 山东英才学院 李秀娟 文科组 

310 山东英才学院 李艺璇 文科组 

311 山东英才学院 吕璇 文科组 

312 山东职业学院 荣映菡 文科组 

313 山东职业学院 赵加蕙 文科组 

314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刘子薇 文科组 

315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陈汝敏 文科组 

316 潍坊科技学院 刘云 文科组 

317 潍坊科技学院 吴婧 文科组 

318 潍坊科技学院 张晓青 文科组 

319 潍坊职业学院 谭恒 文科组 

320 潍坊职业学院 张晓敏 文科组 

321 烟台南山学院 夏咏 文科组 

322 烟台南山学院 徐晓旭 文科组 

323 烟台南山学院 薛明 文科组 

324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闫春丽 文科组 

325 淄博职业学院 耿丽君 文科组 

326 淄博职业学院 梁靓 文科组 

327 淄博职业学院 吴丽娟 文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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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第六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 

比赛复赛选手参赛须知 

复赛过程中选手可根据需要携带与比赛相关的教学模型、挂图等。

粉笔、白板笔、翻页器等由组委会统一提供；翻页器型号为 deli 得力

No.33080。复赛现场提供多媒体教学环境，音视频播放软件为暴风影

音，并安装 Windows10、Microsoft Office2016（专业版）。选手需在提

供的多媒体教学环境中选取课堂教学用软件，不提供其他软件的安装服

务。 

注意事项： 

1.抽签通过比赛评审平台由系统自动抽取。未按时报到的选手，比

赛系统自动抽签决定该选手的比赛时间段。 

2.参赛选手进入准备室后就开始计时，准备 20 分钟后由引导员引导

前往比赛室。 

3.比赛结束后，选手在出口处领取个人物品离开比赛场地，中途不

得在比赛区域徘徊逗留。 

4.比赛过程中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工作单位、姓名等信息。 

5.课堂教学环节一般不安排随堂学生，如教学过程中确实需要学生

配合的，选手赛前一周提出书面申请，经组委会同意后统一安排。 

6.本次比赛成绩以专家现场评审为终审，不接受复评申请。所有参

赛作品均需具有完全知识产权，一经发现存在抄袭、剽窃行为则取消比

赛成绩和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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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赛流程详见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