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务〔2020〕86 号 

 

 

 

各单位： 

为建设“一流课程”，促进课程建设质量提升，以星级

课程评审为牵引，打造魅力课堂，推动“金课”建设，学校

决定在本学期组织开展第四批星级课程评审。经过教师申报

和学院（部处）推荐，全校 25 个单位推送了 218 门课程。

根据《广州大学星级课程评审办法（试行）》，教务处、教师

发展与教学评估中心对 218 门申报课程进行了详实的材料

审核，符合申报条件的有 206门课程，申报符合率达到 94%，

这 206门课程成为第四批候选星级课程，正式进入星级课程

评审环节（候选课程名单见附件 1）。 

正式评审工作由学院评审、学校评审两个环节组成，共

同完成对候选星级课程的评审工作。 

一、学院评审 

1、组织学院领导、督导、同行对本学院候选课程（包

括本学院开出的全校通识类选修课）进行随堂听课评价，保

证每门候选课程本学期至少有 1次领导听课评价、至少有 1

次督导听课评价、至少有 1次同行听课评价。 

随堂听课评价采用“广州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



（2019 版）”进行评价；听课结束后需在两周内将听课评价

结果填报到“广州大学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所有听课

评价工作需在第 14 周前完成。 

2、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对本学院候选课程（包括

本学院开出的全校通识类选修课）进行教学文件评估（评估

指标见附件 2）。 

教学文件评估工作需在第 14 周前完成，第 16周前将星

级课程教学文件评估意见表（附件 3）报送教师发展与教学

评估中心，纸质版一式一份，通过 OA 发送电子版。地点：

电子信息实验楼 614 室（联系人：张灵   联系电话：

39346172） 

二、学校评审 

1、组织校级督导和专家对候选星级课程进行随机听课

评价。 

2、组织对学院听课评教、教学文件评审工作进行抽查。 

3、组织专家对候选星级课程进行评审。 

4、基于“四位一体”数据信息，报请学校教学指导委

员会审定第四批星级课程及星级等级。 

 

附件 1：第四批候选星级课程名单 

附件 2：星级课程教学文件评估指标等级标准 

附件 3：广州大学星级课程教学文件评估意见表 



 

教务处、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估中心 

     2020 年 9月 29 日 

 

 

 

附件 1 

第四批候选星级课程名单 

序

号 
单  位 课程号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课程性质 

候选 

星级 

1 经济与统计学院 186420053 宏观经济学 邹文理 学科基础课 四星 

2 经济与统计学院 186400002 几何与代数 1 张新风 学科基础课 四星 

3 经济与统计学院 186400517 财务管理 任政亮 专业选修课 四星 

4 经济与统计学院 136700911 创业投融资管理 任政亮 
通识类核心选

修课 
四星 

5 经济与统计学院 186400008 概率论 熊健 学科基础课 四星 

6 经济与统计学院 186420014 中央银行学 刘广 专业选修课 四星 

7 经济与统计学院 186420004 投资学 黄燕辉 专业必修课 三星 

8 法学院 130200902 刑法与公民生活 沈志民 
通识类核心选

修课 
四星 

9 法学院 180210048 侵权责任法学 邱雪梅 专业选修课 四星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300802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吴九占 通识类必修课 五星 

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311019 中国近现代史 吴九占 专业必修课 五星 

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6300904 生死学 胡宜安 通识类选修课 五星 



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311018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 
赵中源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300802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张雪娇 通识类必修课 四星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300803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陈咸瑜 通识类必修课 四星 

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6300935 
西方哲学经典赏

析（慕课） 
陈咸瑜 

通识类核心选

修课 
四星 

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300803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邵小文 通识类必修课 四星 

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311003 社会学概论 邵小文 学科基础课 四星 

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300802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张琳 通识类必修课 四星 

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300801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石若坤 通识类必修课 四星 

2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300804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杨柳 通识类必修课 四星 

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300804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左康华 通识类必修课 四星 

23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300803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赵楠楠 通识类必修课 三星 

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311015 
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 
黎庶乐 专业必修课 三星 

2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300801 
思修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詹明鹏 通识类必修课 三星 

26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300804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李戎 通识类必修课 三星 

27 教育学院 130800936 
思维导图的教学

应用（慕课） 
杜玉霞 

通识类核心选

修课 
五星 

28 教育学院 180800601 心理学基础 刘百里 
教师教育类必

修课 
四星 

29 教育学院 180800009 普通心理学 1 刘百里 学科基础课 四星 

30 教育学院 131300904 管理心理学 曾小军 
通识类核心选

修课 
四星 

31 教育学院 SF0800624 班级管理（慕课） 林冬桂 
教师教育类选

修课 
四星 

32 教育学院 180800018 SPSS 基础与应用 任杰 专业选修课 四星 



33 教育学院 180871004 特殊儿童评估 任杰 专业必修课 四星 

34 教育学院 180846001 学校心理辅导 陈丽娜 专业选修课 四星 

35 教育学院 180840018 变态心理学 陈丽娜 专业必修课 四星 

36 教育学院 180851014 中国教育史 程瑛 学科基础课 四星 

37 教育学院 180851023 儿童哲学 程瑛 专业选修课 四星 

38 教育学院 180871021 
视觉障碍儿童心

理与教育 
林潇潇 专业选修课 四星 

39 教育学院 180800605 教学技能与训练 黄芳 
教师教育类必

修课 
四星 

40 教育学院 180840015 心理学史 杨文登 专业必修课 四星 

41 教育学院 180871002 特殊教育学概论 冯冬雯 学科基础课 三星 

42 教育学院 180800602 教育学基础 汤晓蒙 
教师教育类必

修课 
三星 

43 教育学院 180800605 教学技能与训练 张东 
教师教育类必

修课 
三星 

44 体育学院 00121703 大学体育 3 祝振军 通识类必修课 四星 

45 体育学院 00121703 大学体育 3 陈惜娜 通识类必修课 四星 

46 体育学院 181700034 羽毛球 3（主项） 李卫东 专业选修课 四星 

47 体育学院 181730003 篮球 张怀钊 专业必修课 四星 

48 体育学院 00121703 大学体育 3 林友标 通识类必修课 四星 

49 体育学院 181710012 田径 1（主项） 杨远平 专业选修课 四星 

50 体育学院 00121703 大学体育 3 吴义华 通识类必修课 三星 

51 体育学院 00131701 大学体育 1 杨敏 通识类必修课 三星 

52 体育学院 181700030 
运动伤害急救与

防护  
李爽 专业选修课 三星 

53 体育学院 181730012 体育管理学 张文闻 专业必修课 三星 

54 体育学院 131700911 
中国象棋名局欣

赏 
陈钢 通识类选修课 三星 



55 体育学院 00121703 大学体育 3 孙丹 通识类必修课 三星 

56 人文学院 181210159 现代散文研究 哈迎飞 专业选修课 四星 

57 人文学院 181210012 古代汉语 1 禤健聪 专业必修课 四星 

58 人文学院 131200926 
中国当代文学名

作导读 
叶从容 

通识类核心选

修课 
四星 

59 人文学院 181210004 现代汉语 1 张迎宝 学科基础课 四星 

60 人文学院 181217002 
语文课程实践技

能 
林晖 专业必修课 四星 

61 人文学院 181210003 中国现代文学 彭贵昌 学科基础课 四星 

62 人文学院 181217001 语文教育学 林晖 专业必修课 四星 

63 人文学院 181223002 中国历史文选 徐奇堂 学科基础课 四星 

64 人文学院 181210018 外国文学 2 金琼 专业必修课 四星 

65 人文学院 181217011 英语听说 1 蓝颖 专业选修课 三星 

66 人文学院 181210079 书法 邓海涛 
教师教育类选

修课 
三星 

67 外国语学院 181815004 英语教育学 苏远连 专业必修课 四星 

68 新闻与传播学院 182030016 新媒体传播 刘雪梅 专业选修课 四星 

69 新闻与传播学院 132000906 朗诵与演讲艺术 张爱凤 
通识类核心选

修课 
四星 

70 新闻与传播学院 182050007 媒介经营与管理 刘涛 专业必修课 四星 

71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30001 
普通话语音（或广

州话语音） 
肖思为 专业必修课 四星 

72 新闻与传播学院 182030004 播音创作基础 肖思为 专业必修课 四星 

73 新闻与传播学院 182000003 媒介素养 曾丽红 学科基础课 三星 

74 新闻与传播学院 182040003 影视作品分析 1 魏晨捷 专业必修课 三星 

75 新闻与传播学院 132000041 传媒产业研究 易莲媛 专业必修课 三星 

76 新闻与传播学院 182000008 社会学 尹杭 学科基础课 三星 



77 管理学院 186540064 建筑施工组织 于茜薇 专业选修课 四星 

78 管理学院 186450012 工程经济学 陈怡 专业必修课 四星 

79 管理学院 186550010 人力资源管理 史丽华 专业必修课 四星 

80 管理学院 186430011 
政府与非营利组

织会计 
陈宇红 专业选修课 四星 

81 管理学院 186550011 市场营销学 余中东 专业必修课 三星 

82 管理学院 186550043 消费者行为学 姜彩芬 专业选修课 三星 

83 管理学院 136500701 管理学 I 冉佳森 学科基础课 三星 

84 管理学院 136500030 创业管理 苏郁锋 专业选修课 三星 

85 管理学院 186430008 高级财务会计 黄琼宇 专业必修课 三星 

86 管理学院 186430002 中级财务会计Ⅰ 彭惠 专业必修课 三星 

87 管理学院 181010069 旅游资源管理 蓝力民 专业必修课 三星 

88 管理学院 181020018 法语语法 3 吴静 专业必修课 三星 

89 管理学院 136400047 学科研究方法论 黎文飞 专业选修课 三星 

90 管理学院 186430007 管理会计 周璐 专业必修课 三星 

91 公共管理学院 180330001 政治学原理 王霞 学科基础课 四星 

92 公共管理学院 136700910 
创新创业能力训

练 
徐凌 通识类选修课 四星 

93 公共管理学院 180330046 
当代中国政府与

政治 
蒋红军 专业选修课 三星 

94 公共管理学院 180330023 公共绩效管理 刘晓洋 专业选修课 三星 

95 音乐舞蹈学院 201300069 
中外音乐名作的

文化阐释（慕课） 
刘瑾 通识类选修课 四星 

96 音乐舞蹈学院 182113003 中国民族音乐 1 屠金梅 专业必修课 四星 

97 音乐舞蹈学院 132100903 中国民族音乐 屠金梅 
通识类核心选

修课 
四星 

98 音乐舞蹈学院 132100993 
茶乐实践与生命

教育 
刘张杰 通识类选修课 四星 



99 音乐舞蹈学院 182113001 乐理与视唱练耳 1 祝晨光 学科基础课 四星 

100 音乐舞蹈学院 182120009 舞蹈素材 3 杜佳璇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01 音乐舞蹈学院 182110016 主科 5  刘惠明 专业选修课 三星 

102 美术与设计学院 181190026 商业摄影 蔡忆龙 专业选修课 三星 

103 美术与设计学院 131100901 美术鉴赏 周立 
通识类核心选

修课 
三星 

104 美术与设计学院 181170044 产品概念设计 王茢 专业选修课 三星 

105 美术与设计学院 181113052 
工笔花鸟入门基

础 
陈欢迎 专业选修课 三星 

106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1510048 实变函数 王晓峰 专业选修课 四星 

107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1520003 数据结构 钟育彬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08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1500701 高等数学Ⅰ1 王剑侠 学科基础课 四星 

109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1520058 操作系统安全 周权 专业选修课 四星 

110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1500701 高等数学Ⅰ1 柯丽珊 学科基础课 四星 

111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1510023 计算方法 麦红 专业选修课 四星 

112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1510067 数学分析 3 冯永平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13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1510004 数学分析 1 何建勋 学科基础课 四星 

114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1510067 数学分析 3 孟凡宁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15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1500701 高等数学 I1 陈刚毅 学科基础课 三星 

116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1500701 高等数学 I1 凌娇秀 学科基础课 三星 

117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1500704 高等数学 II1 邓明香 学科基础课 三星 

118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1500701 高等数学 I1 路群 学科基础课 三星 

119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31510065 电子商务 冷德辉 专业选修课 三星 

120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1500712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 
麦红 学科基础课 三星 



121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181515016 初等数论 卢建川 专业选修课 三星 

122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181940009 物理光学 刘翠红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23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181940012 光电子技术Ⅰ 张成云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24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131900904 量子世界 谢洪鲸 
通识类核心选

修课 
四星 

125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181940011 光信息处理技术 张冰志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26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131940015 
光电检测与信号

处理 
陈志峰 专业选修课 三星 

127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181911019 近代物理实验Ⅰ 李文安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28 化学化工学院 180510007 有机化学 I1 陈国术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29 化学化工学院 180520016 化学反应工程 邹汉波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30 化学化工学院 180520016 化学反应工程 陈胜洲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31 化学化工学院 180510006 分析化学实验 I 耿新华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32 化学化工学院 180510005 分析化学 I 耿新华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33 化学化工学院 180500506 普通化学 毛燕 学科基础课 三星 

134 化学化工学院 130500707 有机化学Ⅳ 何芝洲 学科基础课 三星 

135 化学化工学院 180510008 有机化学实验 I1 史文静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36 化学化工学院 180510002 无机化学实验 I1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37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11039 计量地理学 李少英 专业选修课 五星 

138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11021 环境学概论 林媚珍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39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10016 地质学基础 杨木壮 专业选修课 四星 

140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11002 中国地理 李文翎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41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30140026 区域与城市规划 千庆兰 专业选修课 四星 

142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11003 遥感概论 夏丽华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43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40003 
数据库原理与应

用 
周涛 专业选修课 四星 

144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11007 生物地理学 方碧真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45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11001 气象学与气候学 陈斌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46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50037 不动产管理 吴大放 专业选修课 四星 

147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50013 GIS 软件与应用 陈晓越 专业选修课 四星 

148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50015 土地利用规划 吴卓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49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40011 数字摄影测量 谢鸿宇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50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00001 自然地理学 陈小梅 学科基础课 三星 

151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10024 城市地理学 滕丽 专业选修课 三星 

152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40010 
地理信息系统开

发 
赵冠伟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53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30100908 天文学基础 潘文彬 通识类选修课 三星 

154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11028 文化地理学 线实 专业选修课 三星 

155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00001 自然地理学 肖福安 学科基础课 三星 

156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80100001 自然地理学 李江涛 学科基础课 三星 

157 生命科学学院 181410021 遗传学 汪珍春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58 生命科学学院 191440008 生物化学实验 雷德柱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59 生命科学学院 181413009 生物教育学 陈学梅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60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180730048 电力系统分析 柳晶晶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61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180700708 电工电子学Ⅱ 余群 专业选修课 四星 

162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180740010 数字信号处理 张承云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63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190700702 
单片微机原理与

接口技术Ⅲ 
肖忠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64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180770002 机器人学 朱大昌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65 
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

学院 
180600002 程序设计基础 熊伟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66 
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

学院 
201300024 

动态几何与逻辑

动漫（慕课） 
饶永生 

通识类核心选

修课 
四星 

167 
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

学院 
180600009 

计算机组成与系

统结构 
张汛涞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6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80910005 中国建筑史 姜省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6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80950008 居住区规划 郭晓莹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7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30950009 
城市总体规划（含

县域规划） 
马雪莲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7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80900020 城市社会学 顾忠华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7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80970003 
植物景观规划与

设计 1 
徐瑾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73 土木工程学院 181650005 泵与泵站 荣宏伟 专业必修课 五星 

174 土木工程学院 181610002 材料力学 吴庆华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75 土木工程学院 181660034 流体输配管网 朱赤晖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76 土木工程学院 181610007 土力学 宋金良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77 土木工程学院 181610007 土力学 袁杰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78 土木工程学院 191601002 材料力学 燕乐纬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79 土木工程学院 181610009 
混凝土结构设计

原理 
任凤鸣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80 土木工程学院 181610009 
混凝土结构设计

原理 
王晖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81 土木工程学院 181650003 水分析化学 周鸿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82 土木工程学院 181650014 
建筑给水排水工

程 
周鸿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83 土木工程学院 181600708 工程力学 梁颖晶 学科基础课 四星 

184 土木工程学院 131610033 
岩土工程勘察及

测试检测技术 
郑先昌 专业选修课 四星 

185 土木工程学院 181660025 工程热力学 刘燕妮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86 土木工程学院 188600506 建筑结构与选型 1 张超 专业选修课 三星 



187 土木工程学院 181610009 
混凝土结构设计

原理 
张力文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88 土木工程学院 131650023 水工程经济 赵美花 专业选修课 三星 

189 土木工程学院 181650001 水力学 张立秋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90 土木工程学院 181600004 C 语言程序设计 刘超 专业选修课 三星 

191 土木工程学院 181610007 土力学 胡永强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92 土木工程学院 181600004 C 语言程序设计 罗威力 专业选修课 三星 

193 土木工程学院 181650001 水力学 潘志辉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94 土木工程学院 181610007 土力学 顾美湘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95 土木工程学院 181600503 城市道路与交通 1 蔡旭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96 土木工程学院 181610010 钢结构设计原理 陈麟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97 土木工程学院 181610009 
混凝土结构设计

原理 
吴珊瑚 专业必修课 三星 

19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80420006 环境地学 付善明 专业必修课 四星 

19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80410006 水污染控制工程 1 李淑更 专业必修课 四星 

20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80420011 环境监测实验Ⅰ 宋刚 专业必修课 四星 

20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80420003 环境基础化学Ⅰ 孙慧 学科基础课 四星 

20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80410021 工程与环境引论 1 王筱虹 专业选修课 四星 

20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30400931 环境美学 吕来 通识类选修课 三星 

204 学生处 183800801 心理健康教育 仇妙芹 通识类必修课 四星 

205 学生处 183800801 心理健康教育 李燕冰 通识类必修课 三星 

206 招生就业工作处 185600801 
大学生职业发展

与就业指导 1 
陈玮瑜 通识类必修课 三星 

 
 
 
 
 
 



附件 2 

星级课程教学文件评估指标等级标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等级标准 

内涵说明 
A C 

规范性 

*1.1齐备性 教学文件齐全。 教学文件基本齐备。 

1.教学文件指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教材、教学设计（教
案）、学生作业（平时考核材料）等。 

2.出现 1种教学文件缺失即为 D。 
3.缺少 2 个计划学时的教学设计（教案）即为 C，缺少 3
个以上（含 3个）计划学时的教学设计（教案）即为 D。 

*1.2规范性 教学文件规范。 教学文件基本规范。 
教学大纲编制、或者教学进度表编制、或者教材的选用不
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即为 D。 

“ 两 性
一 度 ”
（ 高 阶
性、创新
性、挑战
度） 

2.1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与人才培养目标间关
系明确。 

教学大纲基本反映了人才培养
目标要求。 

 

2.2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理念先进，互动性、
探究性强，注重知识、能力、
素质融合发展，注重解决复杂
问题能力及批判性思维培养。 

教学设计有互动性、探究性设
计，注重知识、能力、素质的
融合发展。 

 

2.3知识内容 
知识内容具有前沿性与时代
性。 

知识内容基本能够反映学科前
沿发展。 

 

说明：1.星级课程教学文件评估指标共 5项二级指标，其中核心指标 2项，一般指标 3项，打*号的为核心指标。本方案评估等级分为 A、B、C、D四级，

评估标准给出 A、C两级，介于 A、C之间的为 B级，低于 C级的为 D级。 

2.评估结论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种。其标准如下：优秀：核心指标 A=2，一般指标 B≤1，C=0，D=0；合格：核心指标 C=0，D=0，一般指标 D=0，

C≤1；未达到合格标准者即为不合格。 



附件 3 

广州大学星级课程教学文件评估意见表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主讲教师所属学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意见及建议 评估等级 

规范性 

*1.1 齐备性   

*1.2 规范性   

“两性一

度”（高阶

性、创新

性、挑战

度） 

2.1 教学大纲   

2.2 教学设计   

2.3 知识内容   

评估结论 

评估结论： 

 

 

主管教学院长（签名）： 

学院（盖章） 

时间：20  年  月  日 

评估结论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种。 

标准如下：优秀：核心指标 A=2，一般指标 B≤1，C=0，D=0；合格：核心指标 C=0，D=0，一般

指标 D=0，C≤1；未达到合格标准者即为不合格。（打*号的为核心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