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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圆满完成期末阅卷以及考务、教务各项工作 

随着 7 月 10 日上午的考试结束铃声，软件工程学院 2019-2020

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顺利结束。期末考试从 7 月 7 日至 7 月 10 日，

为期 4 天，全院 7000 余人次参加，共计 40 个科目，323 场次。为

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学院领导专门召开考务会议，指示教务科

要提前对期末考试进行筹备，及时召开平时成绩与试卷工作专项会

议，及时、稳妥完成阅卷、登分、归档等工作。 

考试期间，学校、学院多维度巡考，确保教学、考试秩序以及

考场的各项安全工作，为期末考试工作的顺利完成保驾护航。在学

院巡考上，学院领导作了分工，院长范红铭负责全面统筹安排部署

以及巡考；副院长柴亚辉与教务科长刘丁发负责日常教务巡考；常

务副院长严青负责考场安全巡视与检查工作。因天气原因，考试期

间大雨、暴雨、大风等反常天气，特别加大了安全巡视的力度，为

了安全，已经封闭了 104 教室（教室出现了积水），将考场移至 5

楼教室。 

副校长徐国荣和学校教学督导万志祥教授也深入一线巡考。在

A9 教学楼软件工程学院考场的巡考中，徐校长、万教授在各考场认

真查看，针对考场布置、监考老师到位情况、考试纪律、试卷、考

场设施、考场周边环境等进行了全面、仔细地检查和指导。 

考试过程中，监考教师认真负责，严格履职，学生们沉着冷

静，认真作答，秩序井然。期末考试是学校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业质

量的一次重要检验，我校历来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学校领导带队进

行期末巡考已成为每学期开展的一项常态工作。以此加强期末考试

组织管理，把责任落实落细，营造考风端正、考纪严明的氛围。 

本次考试整体运行平稳，同学们备考、参考的状态良好，教师

组织和参与考试的积极性高，工作认真负责，反映了我院长期以来

重视教学、关注学生、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一贯作风，在为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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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教学工作画圆满句号的同时，为下一学期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

础。 

最后，教务科完成了对学生成绩的整理并上传，处理考试结束

后的后续事件，此次考试在分院各领导老师的开展下圆满结束。 

我院召开假前全院大会，布置教师假期教学科研任务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随着期末考试结束、判卷、成绩统计以

及其他相关的各项考务、教务工作圆满收官后，也迎来了暑假假

期。 为切实做好 2020 年暑假期间的各项工作，确保学院各项工作

持续有序推进。7 月 19 号下午，软件工程学院召开了假前全院教师

大会。副校长兼学院院长范红铭、常务副院长严青、学院专职副书

记鲍庆军及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参加了会议。 

学院专职教师在完成本学期教学资料归档工作之后方可放假，

院领导也对专职教师进行科研、专业模块化教学改革、教学比赛、

项目实训等工作提出了一些要求。 

为了让学生更好的巩固所学的知识，我院准备在暑期举行“网

页设计大赛”，每位专职教师作为指导老师挑选 1 个班学生辅助完

成作品，8 月 25 日收集作品并评选出前 10 位优秀作品用于新生接

待展厅展出。 

专职辅导员在完成在校学生的档案归档、毕业生就业及档案整

理、辅导员培训、考核等工作之后方可放假。 

学院鼓励新入职的老师与年轻老师在区块链技术方面加强学习

与研究，同时希望所有的专职教师多多参与暑期的学院信息化项目

开发中。 

我院召开新入职教师与年轻教师区块链专项研讨会 

7 月 16 日中午，我院在 A9-213 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年轻教师与

新入职教师的区块链专项交流研讨会。分管教学科研的柴亚辉副院

长与教务科刘丁发科长主持此次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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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首先请年轻老师就此次培训董事长给大家上的区块链的

第一课的感受进行了发言交流。大家普遍感受到了在江西软件职业

技术大学以及先锋小镇上时刻围绕在身边的一种区块链的氛围，这

是不少新入职的老师在来江西软件大学之前所没有感受到的。不少

年轻老师与新入职的老师都结合着自己的专业方向以及之前对于区

块链的理解或者感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大家普遍表示出了愿意

进一步对区块链进行学习与研究的兴趣和热情。 

柴亚辉院长对大家的热情给予了肯定，并宣布了正式成立软件

工程学院专业群下面的区块链技术小组，由柴亚辉院长暂时兼任组

长，待时机成熟后，由选拔出的新组长来接任。柴院长还表示：

“区块链的机遇是一次大的机遇，对于江西软件大学而言，又不一

样，因为我们在领跑上，有了 5 年的积累。但这种优势，在现在已

经在不断的被缩小，以前各单位没有发力区块链的，现在也都开始

发力了。而软件大学区块链整体力量的壮大，迫切需要不断的有新

鲜血液加入到区块链产学研用的团队中来。借此暑假的机会，给年

轻老师与新入职老师，在关于区块链方面布置了一个暑假任务，

即：在暑假期间，没有限定条件的要大家在开学后分享交流一次区

块链的讲座，时间 30 分钟，题材不限，只要是关于区块链的即可。

大家可以在暑假期间好好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加入到区块

链的学习与研究的队伍中，还是一时的冲动。” 

刘丁发科长对暑假期间区块链任务的具体细节进行了说明，也

对暑假大家准备区块链，如何结合自己的兴趣点以及自身的专业方

向背景，给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软件工程学院目前在区块链方面还处在一个非常薄弱的状况

上，希望藉此很多新入职的老师的参与为契机，来带动软件工程学

院师生对区块链学习、研究的兴趣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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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教师进行 2020 全省职业院校培训总结分享学习 

7 月 19 日至 22 日，我院柴亚辉副院长与学校相关教育口的领

导参加了江西省教育厅主办、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吉安职业技术学

院承办的“江西省高职院校 2020 年办学能力专题研修班”的学习培

训，旨在进一步办好新时代的职业教育，更好地打造江西职业教育

转型升级的“江西方案”。 

7 月 24 日下午，柴亚辉副院长在教师工作群向各位老师传达了

此次学习班上领导讲话精神，也转达了此次参加培训的校领导江延

湖书记、徐国荣副校长对软件工程学院的教学改革、创新的期待。

柴亚辉院长在网上和大家分享了此次学习的心得：“此次学习，是

一次收获满满的学习，授课内容涉及高水平学校建设、专业建设、

课程建设、教学成果奖培育和校企合作等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关于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做法、新思路和新启发”。 

期间，柴亚辉院长将此次学习的全部电子课件，在教师工作群

里进行了共享。此次学习共有 6位专家授课： 

温希东：关于“双高”院校建设的若干思考 

马晓明：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的培育与申报 

王静霞：职业院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及混合式教学应用 

欧阳亮：吉安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的实践探索 

宋  荣：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内涵解析-以电子、通信专业群为例 

乌云高娃：持续改进追求卓越-专业质量保证和教学诊改实践 

会后，柴亚辉院长给各位老师，尤其是各专业负责人以及各模

块化团队的组长，希望他们在暑假继续精读、细品此次培训的课

件、讲义的内容，能够在暑假期间认认真真的写出一篇高质量、有

深度、有内涵的学习总结与学院未来建设的建议出来。副校长兼院

长范红铭最后勉励大家：“我们其实要的不是这个总结报告本身，

而是期待我们每位老师都可以在暑假期间，抽身思考一下学院的未

来的改革、创新与建设，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让软件工程学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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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后面真正打造成为一个有实力、有魅力、有慧力与有创力的职

业本科的高水平学院”。 

我院开展暑期疫情防控下线上线下教学学习总结活动 

对于软件工程学院的每一位师生而言，刚刚过去的这一学期是

一个极不平凡又让人难忘的学期。虽然这学期已经过去，但留给了

我们很多值得总结与反思的东西，除了疫情防控之外，在学期开始

进行的全员线上教学、学习对于每一位老师而言，是一次不小的考

验。为了更好的总结与提炼在线上教学以及后面的过渡到线下教学

过程中的经验与收获，进一步提高我院教学质量以及为未来的线上

教学提供借鉴与参考，在柴亚辉副院长的安排下，我院部署开展了

暑期疫情防控下线上线下教学学习总结活动，对本学期的线上、线

下教学工作进行总结反思。本次总结活动主要面向参与了本学期线

上教学工作的教师和 18、19级的学生。 

由于新冠疫情，教育部号召“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大势所

趋，分院教师大部分都是首次进行线上授课，从不适应到慢慢习

惯，再到后面返校线下教学，学期结束，此种经历或许不再有，其

中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反思，如线上教学，特别是专业课的线上

课程是否有效果？老师们对线上教学有何心得？线上线下怎么相互

结合，让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效果？因此希望我院教师

从各方向、各层面、不同视角，根据自身情况对 2019 年-2020 年第

2 学期教学工作进行总结和反思，并形成文档。提交时间 8 月 25 日

截止。 

对于学生而言，教学的目的是有效的让学生获得知识，为了能

够从学生那得知线上学习真实感受，线上学习的效果如何，在专业

课上能否学到知识与技能，学生们想象的线上课堂是什么样的，他

们觉得线上线下怎么结合，才能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效果。

为了得到更多的相关信息，获得最真实的学生的想法，分院部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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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18 和 19 级学生在暑假期间每个班至少完成 2 篇本学期的线上、

线下学习的总结，学院将对学生提交的总结进行评奖，作为评优、

评先参考依据，鼓励大家提前提交。 

在任务部署下去后，得到了同学们的积极回馈，在任务下发后

不久，就陆续有学生提交了他们所写的总结与感想，而且得到了学

院领导的充分肯定与赞扬。 

与宙斯机器人签订协议，我院开启 AI 机器人实训中心 

为了响应国家关于建设一批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

地，实现国家产教融合改革和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部

署要求。我校与深圳宙斯机器人公司就关于建立 AI 机器人实训中

心举行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就在人才交流与培训、共建实训基

地、人力资源服务、专业课程共建及机器人赛事活动等方面开展深

入合作。 

我校与深圳宙斯机器人公司就人才交流与培训方面，主要有以

下要求：深圳宙斯机器人公司派请专业技术人员对我校相关专业学

生的实训、实践教学进行培训、指导；我校可以派出相关专业教师

到深圳宙斯机器人公司参与实践、锻炼；深圳宙斯机器人公司可以

聘请我校相关专业教师为公司的兼职研究人员、技术顾问；我校充

分利自身优势资源，为深圳宙斯机器人公司员工开展学历提升教育

等服务。 

AI 机器人实训中心建立，能够将软件工程、智能控制技术、

人工智能、嵌入式技术与应用四个专业（方向）有机融合，对传统

课程重新组织，压缩课时、精炼内容、与时俱进，融入企业生产一

线最前沿的技术知识，以案例化、项目化方式进行教学。前期学校

侧重于数理基础和通识基础课程的学习以及工程创新能力的培养，

后期依靠 AI 机器人实训中心侧重于项目实践和企业实践能力的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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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我校与深圳宙斯机器人公司校企合作协议的签订，积极推

动了职业教育与企业之间的精准对接，对于进一步构建起完善的产

学研一体化机制，探索校企深度融合人才培养新模式创新等工作的

走实走深，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与方向。AI 机器人实训中心的建立

将会培养更多的符合企业需求的高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以赛促学，我院开展暑期网页编程设计大赛 

为了让同学们的暑假里能够有机会将自己所学的 Web 前端技

术以及能够将所学到的专业基础相关的知识技能有一个综合实践

的交流平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增强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实践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丰富和

活跃校园文化生活，以赛促学，经学院研究决定：开展软件工程

学院暑期网页编程设计大赛。让同学们在暑假里，可以多了个做

更为有意义的事情的机会。 

大赛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从 7 月 20 日至 8 月 20 日为参赛者报名及作品设计

提交阶段。参赛者在这段时间里设计网页，并在 8 月 20 日之前提交

作品至软件工程学院教务科。 

第二阶段：8 月 20 日至 8 月 25 日，由评委对所有参赛作品评

比并进行评选。 

第三阶段：8 月 25 日至 9 月 25 日，将参赛作品公布在软件工

程学院网站，供全院师生浏览。 

为了能够更好的做好动员，各位辅导员都在所在的班级进行了

宣传动员；学院也在学院假前会议上进行了宣传，鼓励老师在暑假

里作为指导老师，为学生参赛提供支持与指导；学院在宣传上也同

时在学院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学院的官网上发布了通知。为了能够吸

收到更多的作品，学院还在学校的工作群里发布了消息，请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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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师将暑期网页大赛的消息转发给各自学院的同学，欢迎他们也

来参赛，提交作品。 

比赛得到了学院同学们的积极响应，目前每个班级都有同学在

积极准备作品，抓紧学习网页编程技术、技能，应用到网页的编

程、设计中，力争出彩的好作品。 

我院有序完成下学期模块化教学开课计划与课表排课 

随着本学期的各项教学、教务工作的顺利完成。在放假前,我院

对下学期的模块化教学开课计划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 

与以往不同的是，下学期我院将开启模块化教学的第一学期。

为确保下学期的教学能够得以顺利的实施，我院先行进行了模块化

师资团队的系统规划与设计，构建起了针对模块化课程教学的团队

体系，分设置了多个团队小组，包括 4 个本科专业：软件工程专业

团队、智能控制技术（工业软件）团队、计算机应用工程（人工智

能）、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团队。专科专业：结合学院的实际以及校

企合作专业，设置了专科专业团队小组。在基于构建的多个模块化

教学小组团队的基础上,合理的分派教学任务到每个团队。 

在本学期，我院已经开启了专业群的建设，通过加强企业师资

的引进，校企融合进一步深化，还聘请了企业的资深工程师、高

工、技术总监等为学院的兼职教授与专业建设顾问专家，建立起具

有企业理念的专兼职师资团队，使我院的课程设置和师资的配备更

加合理。所以下学期课表的排课是基于各专业与专业群的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排课。 

对于 2020 级新生而言，基于专业群与模块化教学改革思路，他

们第一学期的专业基础课相同。现在一门模块化课程可以有多个老

师来承担，这样做也避免了很多老师要像以往一样，花很多精力去

准备不同的课程，而一些课程却只有一两个班的情况。这种模块化

教学局面，使得老师有更多的精力去准备好一门课程，老师可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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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团队的方式来备课，进行相关课程的准备,而且有利于大家收集

更多的教学资料，用于下学期的课程的教学和实践。通过这样的方

式，可以使得下学期的排课更加有序，合理，而且有利于我们进行

教考分离的改革实践。 

总而言之，构建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每一个老师明确自己专

业对应的职能等，在模块化团队里做好自己的小模块，去进行专业

对应模块课程教学。 

我院 VR 创业项目成功入选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省赛 

江西省第六届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校园

选拔赛正式落下了帷幕，经过学校相关的专家的全面评估与层层把

关，最终有三个项目被选拔出来，参加省赛。三个项目分别是： 

♦“郁”夏—郁金香扶贫项目，参加红旅赛道公益组省赛； 

♦VR 智能感知睡眠仪，参加职教赛道创意组省赛； 

♦区块链光伏-基于区块链的光伏能源项目，参加高教赛道创意

组省赛。 

其中“VR 智能感知睡眠仪”项目为我院参赛的创新创意项目，

指导教师为李卫勇老师，项目负责人为 2019 级智能控制技术 2 班的

吴丹同学，团队成员分别为：陈红美、王琴、李晨颐、葛珏菲尔，

全部来自 2019 级智能控制技术 2 班，而且这是一个全部由女生组成

的创新创业团队。 

考虑到强强联合，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由我院组织优秀的教

师与创业导师团队来助力“区块链光伏-基于区块链的光伏能源”项

目的参赛。 

另外，我院曹良老师指导的创新创业参赛项目“互联网+中小微

企业科技服务”，成功入围第四届“中国创翼”南昌选拔赛！项目

负责人为 2019 级软件工程 9 班的刘炫同学，团队成员分别为：黄淳

莹、童洋、张庆民、黄龙发，全部来自于 2019级软件工程 9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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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师生积极参与暑期教务信息化平台项目研发 

作为软件大学的软件学院，其教务信息化水平，是反应学院的

软件项目开发水平的一个直接的渠道。为了将学院的教务教学朝着

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与迈进，我院藉此暑假的机

会，充分发挥与动员广大教师，积极参与到学院的教务信息化系统

平台的建设与研发中来。 

针对学院以及学校目前在教务教学中所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结合我校职业本科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特色，在本次暑假的信息化平

台建设与研发中，学院初步规划、设计出了九个系统功能任务包： 

♦软件学院自动化排课系统 

♦软件成绩管理信息系统（近三年成绩） 

♦软件学院课时统计分析系统 

♦软件学院教材管理系统、 

♦软件学院学籍管理系统 

♦软件学院员工请假（考勤）系统 

♦软件学院发接单（任务单）系统 

♦软件学院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软件学院考试题库系统 

学院领导非常重视此次信息化平台系统的建设工作，专门召开

了网络会议。副校长兼学院院长范红铭会上强调要充分认识教务信

息化项目平台建设对提升教务管理水平以及管理效率的重要意义，

并对信息化平台项目建设工具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一是要明确专人

切实落实到人参与到信息化平台建设工作，确保工作落实到位；而

是强调推进工作的时效性，要求老师充分利用好暑假时间，确保系

统在开学之前落实到位；三是安排新入职的老师积极参与平台建

设，总结经验，做好创新，做出亮点，做出成绩；四是以真实项目

为驱动，进行暑期的实践，带好学生参与系统的建设与项目开发，

在做好系统项目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技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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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平台的任务发布后，得到了老师们的积极反馈与响应，不

仅为系统平台的开发与建设积极建议、献言献策，还踊跃报名“接

单”，甚至还出现了“竞争”接单的情况。新入职的教师以及年轻

教师最为活跃，展现了出了软件学院积极进取，热心致力于项目研

发与实践的新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