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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学院            2022年 4月 4日---4月 8日 

【疫情防控】 

1、努力掌握我院学生的疫情防控数据，组织学院师生完成

5 轮核酸。 

学生数据如下： 

4 月 6 日 671 人、4 月 7 日 700 人、4 月 8 日 649 人、4 月 9

日 622 人、4 月 10 日 547 人，共计：3189 人 

教师数据如下： 

4 月 6 日 10 人（含 1 名家属小朋友）、4 月 7 日 11人（含

1 名家属小朋友）、4 月 8 日 11 人（含 2 名兼课教师）、4 月 9

日 10 人（含 1 名家属小朋友）、4 月 10 日 7 人（含 4 名兼课教

师），共计：49人（3 名家属、6 名兼课教师） 

2、努力掌握教师的防控相关数据以及落实防控要求，目前： 

•我院（校外）兼课教师，有 6 人在学校外，其余 9 位（校

外）兼课教师全部为线上授课。 

•目前我院辅导员（含兼职）共 19 人，其中刘宝春、张雯两

位校企班辅导员在智能科技学院办公，19 位辅导员全部在校。 

•我院院领导 4 人，全部在校。综合办 4 人，1 人疫情前就已

经开始长期病假，3 人在校。 



3、严把防疫纪律，目前学院已经对曾鹏等 5 位同学因违反

疫情防控规定未请假私自外出，被处以记过处分。 

【党建工作】 

1、各党支部上报入党积极分子名单，党总支召开组织会议， 

研究讨论入党积极分子名单并上报组织部。 

2、党总支动员教工党员参加抗疫突击队，共有十二名党员教 

师积极响应号召，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3、党总支组织各支部整理完善第九期发展对象材料。 

4、完成三月主题党日活动材料汇编。 

5、组织学生党员积极参与核酸检测志愿服务工作。 

6、组织开展以“新时代赣鄱先锋”选树学为抓手，开展好“学 

习身边榜样”活动。 

7、党总支组织教工党支部、学生一支部、二支部召开清明缅 

怀先烈活动。 

【教学、教务与科研工作】 

（一）教学工作 

1、因为学士学位评估要求的各专业课程按照教务处的新的

模板，全部进行了重新教学、实训大纲的修订，本周全体专职教

师全部参加教学、实训大纲的修订，共计 66 门，其中 55 门专业

课程、11 门实训课程，本周所有老师已经完成了初稿。 

2、本周还重点对四个不同年级与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

了修正与完善，分别是：2019 级软件工程，2020 级软件工程技



术，2020 级软件工程技术（专升本），2020 级大数据工程技术. 

2、本周组织负责毕业班在校友邦上的数据资料的完善工作，

由于是第一次使用该平台，并不是很适应，因此，造成了现在的

工作量较大以及需要学生上传资料的情况。 

3、在开展好线上教学的同时，组织部分老师陆续恢复部分

线下教学，截止到周五时，已经陆续恢复了线下教学的老师名单

如下：李俊、罗柳芳、赖庭能、杜人增、徐国庆、陈星、李莹、

江泽雄、项芳、淦华琪。 

  4、本周根据同学的反馈，学院柴亚辉、李俊、李卫勇三位

学院、教研室领导与班级同学代表（班团委 9 人、随机学生代表

6 人共 15 人）。学院认真听取了同学们的反馈意见，并就专业

学习方面与同学们进行了深入沟通，给他们讲述了一些在学习专

业课程、专业技术、技能学习方面的注意事项、方式方法等。在

本周学院安排了督导进行了专门的听课以及与相关的专业老师

做了沟通。将在下周做进一步的帮扶计划。 

（二）教务事宜 

1、对上网课的学生，线上课程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登记并

上报教务处处理。 

2、收集居家上网课教师的网课截图并汇总，统计上网课教

师的授课平台以及网课链接。 

3、整理核对 2021-2022 年第二学期教材剩余情况，提交教

务处退回剩余教材。 



4、统计并增订选修课教材。 

5.统计并计算 2019 级毕业生书费，含 2020 级专升本班。 

（三）科研工作 

1、本周对学院 2021 年度教师、学生的竞赛获奖情况进

行了补充完善，并对 2020 年蓝桥杯获奖的同学进行了补报。 

2、对一项教育厅科技项目课题进行了项目主持人的变

更，由杜人增老师变为新的课题主持人。 

名称：基于区块链的微电网可信交易技术研究 

类型：青年项目 

新增项目组成员：胡珊珊、李莹 

（四）教学督导事宜 

1、本周学院督导曹良、胡桂虹、徐国庆老师共听了 6

位老师的课：罗柳芳、陈星、淦华琪、王丙炎、罗红梅、李

俊、江泽雄、刘侠。本周听课主要以线上授课为主。 

2、向质量评估中心提交教学案例分享，楼思思老师代

表学院来撰写教学案例分享，本周提交到了学校质评中心。 

3、本周学院督导进行了人员变更，曹良、徐国庆二位

老师由崔延斌、孔瑶老师接替。 

【学院岗、赛、证工程】 

（一）校企合作建设 

1、本周与麒麟软件的师资培训在照常的对接中，学院

共有 6 位老师（柴亚辉、崔延斌、张凤霞、刘侠、徐国庆、



孔瑶）参加学习，学习的截止日期为 4 月 21 日。目前已经

有刘侠、柴亚辉、张凤霞老师拿到了证书。证书的名称为：

KOSASE（ Kylin Operating System Application Senior 

Engineer）-麒麟操作系统应用高级工程师。 

 

    下一步：我院还有 3 位老师也将在下周争取拿到该项证

书，并在 Linux操作系统相关的课程中，开展麒麟操作系统

相关的教学与实践内容。 

    2、我院与江西新闻出版集团的图书数字化项目，因为

疫情原因，将合作进程拖慢，但还在一直交流合作中，本周

继续与出版集团张老师那边就具体的合作方式以及待遇报

酬方面进行了洽谈，而且初步达成了合作方式。 

下一步：待疫情有所缓解，将扫描仪设备运送至我校后，

对学生进行培训后，将开始安排学生进行相关工作。 

3、我院与南昌熙闻教育集团的少儿编程教育技术合作

项目，因项目开发合作需要，需要采购对应的科学与技术套

装、wedo2.0 编程套装。 



 

科学与技术套装（图左）属于基础套装，可实现的效果

大多体现在机械原理结构（如涉及，齿轮传动，滑轮组，杠

杆，皮带传动以及马达的使用），从而更好的让学生了解教

学模式以及教学建构技巧。 

wedo2.0 编程套装（图右）属于少儿编程基础入门套装，

零件中包含可编程器具，可用来实质了解少儿编程课程中操

作形式，实体与虚拟的相结合，教学培训上难度与深入的增

加，通过不同教学教具来更全实现学生多元化培训学习的效

果。 

（二）竞赛 

1、本周的重点赛事为蓝桥杯的省赛的线上比赛。 

（1）蓝桥杯参赛学生在柴亚辉、李卫勇、付腾达老师

指导下提前一周对"蓝桥杯"的开发环境安装、摄像头机位的

摆放、考试文件下载流程进行了完整的演练，确保所有的同

学在考试当天不会因为不熟练出现各种问题。这种做法达到

预期的目的，软件学院的学生在考试的时候基本上没出现问



题。 

 

（2）蓝桥杯算法组本周教学了两次测试，一次为辅导

老师出的模拟卷考试，考察的是学生对基础算法的掌握度。

一次为蓝桥杯官方进考试压力测试，让学生熟悉真实的考试

流程。蓝桥杯 Web 应用开发组在 A9-507 教室 19:30 至 22:30

时间段进行了连续 3 天（4 日至 6 日）且每次长达 3 小时的

蓝桥杯线上模拟考试，经过多次实战演练，学生均已熟练掌

握线上考试流程，为正式比赛做好了充实的准备与铺垫。 

  

（3）蓝桥杯算法组本周进行了两次辅导，讲了 2019 年

的真题一套。对 DFS、BFS 和组合排列等核心算法进行了重

点再复习。4 月 7 日，蓝桥杯 Web 应用开发组在 A9-507 教室



18:30 至 22:30 对前 3 次线上模拟比赛的试题进行深度剖析

与讲解，讲题的同时也对基本知识进行查缺补漏。 

（4）考试前夕，柴博士、李俊副院长看望了参加培蓝

桥杯算法组的同学们，给他们提供了包含水果和饮料的考试

大礼包，并对同学们的学习热情进行了表扬和鼓励，也希望

同学们在赛场上取的佳绩。 

 

（5）本周六，李卫勇、付腾达两位老师在蓝桥杯考点

进行了现场支持，温院长、柴博士、李俊副院长也到现场进

行了考试保障工作。 

2、本周学院还积极动员学生根据的各种特长与兴趣爱好，

参加各种竞赛，包括： 

（1）全国大学生网络达人直播带货大赛 

组织单位：江西省商务厅/江西省电子商务协会/京东直

播 

（2）各种英语竞赛 

主要的比赛有以下： 

①外教社“词达人”（省级竞赛）。 



②复旦大学出版社“学术词汇大赛”（省级竞赛）。 

③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国家级-省级）。 

④校级翻译大赛（校级竞赛）。 

为了更好促进学院的对英语爱好以及英语特长同学参赛，

学院特邀请了基础教学部的胡榕老师指导我院学生备赛，并

在学院的英语委员群与我院同学积极互动，鼓励 2020、2021

级的同学积极报名参赛。 

（3）学校与学院的比赛 

本周学院根据学校的技能大比武要求，向学校提交了三

个大赛，将在 5 月份进行，分别是：程序设计作品大赛、软

件测试技术大赛、大数据技术大赛。其中程序设计作品大赛

将其打造为了承接学院与省级比赛的一个中间重要的阶段

比赛，将学院级的软件作品大赛与程序设计作品大赛合赛为

一，将进行校级、院级双奖励，并在院一级上扩大获奖名额。

同时该比赛还是为 10 月份的省级（教育厅）程序设计大赛

打磨参赛作品。 

（三）1+X 证书 

1、根据 Web 前端相关课程在我院本专科各专业的开课

和学习情况选拔付腾达、楼思思、杨磊、娄亚鑫、谭丽霞、

印丽娅、赖庭能、刘颖、胡桂虹、梅君、熊建浩共 11 位教

师参加 2022 年 Web 前端开发（中级）师资培训，确定付腾

达、胡桂虹、刘颖、娄亚鑫、谭丽霞为第一批次的 5 位学习



培训老师，将在 4 月 23-24 日参加线上培训。 

2、撰写 1+X“Web 前端开发”证书师资培训经费申请报

告，目前已经交由学校职业培训中心。 

下一步：按照学校流程完成报名缴费事宜，安排好相关

老师准时参加线上培训学习。 

（四）其他证书 

本周完成了软考证书的报名材料收集工作。 

【学生管理与团的工作】 

（一）学工工作 

 1、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平稳运行，处理学生打架事件一起、 

学生疾病外出就医三起；三律三卫的维护良好，网格化卫生

排名靠后，该项工作有待加强，重点加强网格区卫生的维护。 

2、我院认真组织开展第五次核酸抽检工作，本周三至 

周五（6 日至 8 日）完成本轮全员核酸检测。 

3、督促辅导员和班长加强学生每日上课打卡、归寝打

卡、体温上报工作，归寝打卡和体温打卡率 70%以上，打卡

未达要求目标，需加强和关注该项工作。 

4、审核整理三月份学生违纪行为，并在公示栏公布处

分结果，曾鹏等 5 位同学因违反疫情防控规定，未请假私自

外出，被处以记过处分，陈佳庆等 12 位同学因旷课累积超

过 20 节，被处以严重警告等处分。 

5、加强我院防骗防火等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相



关工作部署。 

6、核查及清理学院在籍学生人数工作，本学期开学至

今，蓝祥龙同学等三名同学无故未返校学习，经多次沟通无

果，拟上报开除处理。 

7、组织辅导员多次走访宿舍，看望安抚学生，对个别

问题学生进行心理疏导，认真督促学生上网课。 

8、认真排查各种心理问题等异常情况的学生，目前我

院学生情绪稳定，未发现异常情况学生。 

9、召开学院就业工作会议，指导和帮助毕业生就业，

及时回收就业协议等工作。 

10、整理检查一九级本科，二零级专科学生学籍档案，

补发年度鉴定表，毕业生登记表等工作事宜。 

（二）团务相关工作 

11、继续加强各团支部青年大学习团课工作，督促在校

各团支部 100%完成，加强 19 级专科毕业班督促工作。 

12、完善 2022 年上半年推优各项工作，完成易梦等 176

名推优名单汇总，王仁杰等 193 名优秀团员名单汇总，审核

纸质材料并提交校团委。 

13、本周完成“河小清”公益打卡工作汇总，相关材料

同步提交校团委。 

14、推进本学期十一工程分统计工作，督促各团支部及

时提交加分申请及证明材料。 



15、各团支部积极开展线上主题团日活动例如网上祭英

烈等线上主题活动并录入智慧团建系统。 

【人事与师资团队建设】 

   1、本周温洪波院长与周慧敏的任职通知已发，学院的领导

团队进一步壮大，结构上也更加合理，为学院的进一步做好工作

打好了人事基础。 

2、4 月 1 日面试试讲的上海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邹星林，

试讲的内容为软件测试，通过了试讲，在薪资方面，邹老师提出

了超出套档范围的薪资要求。经学院的综合考虑，基于以下因素：

①他的专业不完全对口，不是计算机、软件相关专业；②他是应

届毕业生，没有实际的企业工作经验；③没有过相关的软件开发、

软件测试的实际的项目工作经历与经验；④他没有考取软考、行

业认证等方面的证书，也没有专利证书等；⑤上海理工大学目前

还不是 985、211 或者双一流高校。基于此，学校没有同意他的

薪资要求，但是会提供项目，通过项目参与提高他的收入。 

3、前面试讲过的朱爱华、张世显、邵怀斌三位老师的流程

已经走好，已经发了体检通知。 

4、本周学院重新梳理了对专业教师师资的招聘的具体要求

以及文字上的表述方式，希望能够更有效的得到求职简历。 

因疫情原因，师资引进的入职暂时停止。 

【宣传与软件文化建设】 

在学院领导架构以及院领导都到位之后，学院将有精力对学



院的宣传工作进行一个加强与完善。 

1、本周对学院的官网进行了一次内容完善，其中对学院的

教师介绍版块进行了新入职教师以及以前未介绍的老师进行了

资料的完善与补充，专职教师方面本次共补充完善了“胡珊珊、

梅君、连斌、陈星、吴海娥、项芳、蔡艳霞、熊建浩、刘偲、王

丙炎、吴桦、淦华琪、胡桂虹、罗柳芳”等 14 位老师的资料。 

2、本周学院公众号共发表推文 6 篇，其中教学竞赛、专业

学习相关 4 篇，党务工作 1 篇，疫情防控工作相关 1 篇。呈现出

一个多元化以及专业、教学、人才培养方面宣传加强的态势。 

【行政以及其他】 

1、A9-101 教室投影仪更换已经完成； 

2、学院由于人员结构调整，温洪波院长、李俊院长需增添

新的办公设备电脑以及打印机，已经提交采购清单上报资产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