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等教育学院
2022 届高职生毕业设计工作方案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
指导意见和毕业设计抽查指南精神，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教学内涵建
设,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经我院研究，决定尽快启动 2022 年届毕
业生毕业设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关于加强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指导意见（试
行）》（湘教通〔2015〕218 号）等文件精神为指导，旨在培养学生
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提高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能力以及语言表达和撰写报告的能力。
二、毕业设计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成立毕业设计领导小组和毕业设计答辩委员会。
（一）毕业设计领导小组
组

长： 何君辉 苏冠

副组长： 谢卫军 程五霞 向坤 王珺
秘

书： 孙 晗

成

员： 苏炜

罗旭 黄倩

李洁

李娟

李维

毛烨

付孟云 杨丽萍

周林林

涂锐 唐潇

吴曙光
李熙林

（二）毕业设计答辩委员会
主

任： 谢卫军

委

员： 苏炜
李娟

付孟云 杨丽萍
毛烨 周林林

吴曙光

李洁

唐潇

涂锐 李熙林以及各指导老师。

三、毕业设计对象
2021 年 7 月 11 日至 2022 年 7 月 10 日期间在教育部学信网学历
注册标注为“毕业”状态的全日制三年制高职毕业生。

特别注意：2021 年，湖南省教育厅对毕业工作进行了程序调整，
部分学生因照片缺失等原因未能在 7 月 10 日前顺利毕业，请各相关
学院保管好这些学生的毕业设计资料，以备抽查。
四、毕业设计工作要求:
（一）毕业设计内容：
1.本次毕业设计内容以现行义务教育小学学科课程内容提为主，
进行 1 个课时的教学设计撰写。
2.本次毕业设计任务包括：任务书、教学设计（作品）以及设
计方案说明三部分。其中，毕业设计成果含有教学设计（作品）、
设计方案说明以及相应的 10 分钟左右的教学视频。
3.毕业设计活动过程既要注重专业性，又要注重课程的实践性，
既要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深度，又要有教学实践的普遍性和可操作
性。
（二）指导老师工作要求
毕业设计采用校内、校外“双导师”制。校外导师为学生校外
实习指导老师，主要负责学生毕业设计的课堂实施。校内指导老师
须严格照毕业设计要求对学生毕业设计进行指导、评价。把好质量
关，督促学生按平台的既定格式上传毕业设计全套资料，同时对完
成情况进行统计，并将统计表交院教务办孙晗老师处。
（三）毕业设计相关要求
1.毕业设计选题
毕业设计内容来自当前小学相关学科课程，由各专业教研室提
供，形成毕业设计题库。本次毕业设计选题将从题库中抽选。任务
书中的选题格式为：“XXX版小学XXX年级XXX（学科名）上册（或下
册）第XXX单元的《XXX》教学设计”，例如：人教版小学二年级数
学上册第二单元《角的初步认识》教学设计。成果（作品）设计中
的题目格式为：“《XXX》教学设计”，例如：《角的初步认识》教
学设计，其他相关信息可以在教材分析中体现。

2.毕业设计任务书
每名学生的毕业设计任务书须明确设计任务及要求、进程安排、
成果表现形式等，任务书中时间填写与毕业设计成果时间应合理对
接。
毕业设计任务书须有指导老师签名（可电子手签），上传的任
务书须有院部公章。
3.毕业设计成果类型
毕业设计类型分方案设计和产品（作品）设计两类。其中美术
教育专业毕业设计类型为产品（作品）设计类，其余专业为教学方
案设计类。
4.设计时间与形成成果的时间必须有间隔，并且前后间隔时间
合理。毕业设计选题名称须与任务书（附件 1）保持一致。成果名称
可采用成果内容中的图表图标必须清晰。毕业设计成果须有学生亲
笔完整签名（可扫描或电子手签）。毕业设计选题名称必须字句完
整，一目了然，（具体见附件）。学生毕业设计成果不得以论文、
实习总结、实习报告等形式替代。
5.本次毕业设计资料上传平台为超星毕业设计管理系统。平台
设立“毕业设计任务书”和“毕业设计成果”两个一级栏目，其中，
“毕业设计任务书”栏目上传“毕业设计任务书（附件 1）”文档；
“毕业设计成果”栏目上传学生毕业设计成果，在此栏目下依次展
示“教学设计（作品）（附件 2）”、“毕业设计方案说明（附件 3）”
、
片段教学视频等。相关文档上传须采用 PDF 格式，视频上传建议采
用 flv 格式。
五、毕业设计工作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选题阶段（2021 年 12 月 25 日前）
12 月 30 日前由学院负责此项工作的教务秘书将学生的选题和
指导老师的安排下发。
（二）开题阶段（2021 年 12 月 25 日-2022 年 1 月 18 日）

指导老师须组织学生召开毕业设计开题指导会，给学生下发毕
业设计任务书，并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开题相关的工作，毕业设
计任务书必须有指导老师亲笔完整签名（扫描），任务书的下达时
间必须与毕业设计成果时间合理对接。
（三）指导完成阶段 （2022 年 1 月 19 日—2022 年 4 月 18 日）
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完成设计方案、教学方案设计、片段教学的
视频、空间栏目设置和美化等工作，成果内容中的图表图标必须清
晰，各项毕业设计成果必须有学生亲笔完整签名（扫描）。
1.教师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方案说明（2022 年 1 月 29 日前完
成）。
2.教师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作品及相应的片断教学视频。
（2022 年 4 月 16 日前完成）。
3.毕业设计期间，指导老师应与学生有相关交流、指导。各指
导老师完成“学生毕业设计展示网址列表”（附件 9）的填写，交院
教务办孙晗老师处（2022 年 3 月 19 日前）。学院将不定期对学生毕
业设计情况进行督查。
（四）结题阶段（2022 年 5 月 06 日前）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设计各项任务、并完成相关资料的
上传工作，提交学生毕业设计评定表。
（五）答辩阶段（2022 年 6 月 10 日前）
学生毕业设计答辩采用线上的方式进行，答辩工作分三个阶段，
一是学生对其毕业设计概况进行分析、阐述；二是设计成果的实施
情况；三是评委老师对学生毕业设计进行提问和评价。答辩具体时
间另行通知。
六、工作纪律要求
1.初等教育学院将严格依据院发[2016]1 号文件中《湖南民族职
业学院关于建立学生毕业设计问责机制的规定》对毕业设计工作的
完成情况和抽查结果实行奖惩。

2.指导老师务必熟悉各项工作流程和细则，严格按照工作方案
执行相关工作。认真、细致的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各项任务。
3.毕业设计成果及表格严禁剽窃或抄袭，如有雷同，作零分处
理。
4.学生必须严格按照毕业设计工作方案要求，积极配合指导老
师及时完成相关的毕业设计任务。
5.指导教师未按照要求指导学生完成相关毕业设计资料的，公
开通报批评，并与年终绩效考评挂钩。
6.学生未按时按要求提交相关毕业设计资料的，均按“不合格”
处理，推迟毕业。
7.所有毕业设计所需表格均按本次所发附件表格执行，但是必
须严格符合省厅关于毕业设计成果的要求。
七、补充说明
（一）本次毕业设计模板包含毕业设计任务书（附件 1）、教
学设计（附件 2）、毕业设计方案说明（附件 3）等。
（二）毕业设计相关成果评价标准、指标及权重、学生毕业设
计成果列表等另见《湖南省教育厅毕业设计相关附件》、2018 年湖
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抽查评价指标（附件 4）。
（三）如省教育厅有新文件下发，则所有工作以新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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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教育学院 2022 届毕业设计指导教师群

初等教育学院
2022 届高职生毕业设计答辩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学生毕业答辩是毕业设计工作环节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学生顶岗实习以及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是衡量教学效果的
重要依据。各专业教研室、指导教师必须高度重视，以严谨、认真、负
责的态度对待学生的毕业答辩工作。
二、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何君辉 苏 冠
副组长：谢卫军 程五霞 王 珺 向 坤
工作督导：苏 炜 孙 晗
成

员：杨丽萍 付孟云 毛 烨 周林林 李 娟
涂 锐 吴曙光 李 洁 唐 潇 李熙林

三、答辩工作措施
（一）答辩方式及时间安排
受疫情影响，本次毕业生毕业设计答辩使用腾讯会议方式进行。本
次答辩对象为 19 级学生，按学科或专业的 10%随机抽取。答辩时间定在
5 月 27 日 13：00—17：00 进行。
（二）答辩过程
答辩过程分学生陈述及答辩教师提问两个环节，用时控制在 10 分钟
以内。具体要求如下：
1.学生陈述（5—8 分钟）
首先学生准备好答辩使用的 PPT 课件，将陈述内容以纲要的方式展
现在课件中，内容包括：
（1）简要介绍所设计课题的基本信息及完成情况。

（2）介绍毕业设计的内容、设计思路、设计方法等。
（3）对所完成的毕业设计进行自我评价。
2.答辩小组老师提问
答辩老师就学生毕业设计的相关内容提 1~2 个问题。内容包括：
（1）设计的选题理由、方案设计的形成过程。
（2）毕业设计涉及到的重要概念、定义。
（3）学生毕业设计内容的基本认识、对课堂教学的设想等。
（4）与毕业设计相关的问题。
四、答辩成绩评定
本次毕业答辩成绩评定按百分制计，具体如下：
1.90－100 分，能简明扼要地阐述其毕业设计作品的主要内容，主次
分明，思路清晰，能流利地回答有关问题。
2.80—89，能清楚地阐述其毕业设计作品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主次较
分明，思路清楚，能正确回答有关问题。
3.70—79 分，能叙述其毕业设计作品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思路较清楚，
基本上能正确回答有关问题。
4.60—69 分，能说明其毕业设计作品的基本内容和观点，但不够确切，
有些主要问题经提示才能正确回答。
5.60 以下：不能说明其毕业设计作品的基本内容和观点，主要问题回
答不出或错误较多，经提示仍不能正确回答。
五、答辩时间与具体任务安排（见附表）
六、成绩提交
答辩完成后，请答辩组组长将附表 2 以及相关图片发送至邮箱：
169565079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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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初等教育学院 2022 届毕业设计答辩安排表(5 月 27 日)

时间

5 月 27 日
13:00-17:00

答辩平台

腾讯会议
会议号：
998440475

答辩小组
（学科/专业）

一组：语文

密码：

5 月 27 日
13:00-17:00

腾讯会议
会议号：
286292311
密码：

二组：语文

答辩学生

答辩教师

班级

姓名

19 小教 12 班

王思思

19 小教 12 班

扶凯丽

19 小教 14 班

文杰

19 小教 14 班

吴溪萍

19 小教 11 班

鞠远甜

19 小教 11 班

凌冰

19 小教 01 班(全科)

李婷

19 小教 02 班(全科)

钟洋洋

19 小教 15 班

叶欢欢

19 小教 11 班

向明超

19 小教 11 班

朱灿灿

19 小教 12 班

肖雅方

19 小教 12 班

刘莹

19 小教 15 班

庞碧琳

19 小教 15 班

易卓

19 小教 14 班

勒尔拉洛

19 小教 14 班

丁洁

19 小教 11 班

林美玲

19 小教 11 班

贾佳

19 小教 15 班

廖新宇

19 小教 15 班

谭佳

19 小教 14 班

田娜

19 小教 14 班

王莹

19 小教 11 班

王静

19 小教 13 班

李楚格

19 小教 13 班

姜格姣

19 小教 10 班

聂雨菡

19 小教 10 班

李晓霞

19 小教 13 班

俞昌颖

19 小教 13 班

阳若颖

19 小教 12 班

郭琪

19 小教 13 班

洪娟球

19 小教 13 班

郭兰

19 小教 10 班

刘家贝

19 小教 10 班

吴燚

▲杨丽萍
赖莺

▲曹慧覃
李琰

5 月 27 日
13:00-17:00

腾讯会议
会议号：
733187311

三组：语文

密码：

5 月 27 日
13:00-17:00

腾讯会议
会议号：
200891488

四组：英语

密码：

5 月 27 日
13:00-17:00

腾讯会议
会议号：
787264520

五组：数学

密码：272727

5 月 27 日

腾讯会议

六组：数学

19 小教 02 班(全科)

许洁

19 小教 02 班(全科)

左昕

19 小教 02 班(全科)

刘兰英

19 小教 02 班(全科)

贝巧

19 小教 01 班(全科)

杨琪

19 小教 01 班(全科)

米金凤

19 小教 01 班(全科)

王子璇

19 小教 02 班(全科)

何广平

19 小教 01 班(全科)

雷金燕

19 小教 01 班(全科)

刘秋霞

19 小教 03 班

张雪裴

19 小教 03 班

刘婷婷

19 小教 03 班

李欣

19 小教 03 班

黄瑶

19 小教 03 班

刘燎婕

19 小教 03 班

麦尔耶姆
古丽·艾合
麦提

19 小教 03 班

晏明

19 小教 04 班

夏玉婷

19 小教 04 班

王宇

19 小教 04 班

路湘梅

19 小教 04 班

满佳佳

19 小教 04 班

李雨涵

19 小教 05 班

徐婷婷

19 小教 05 班

邹雪儿

19 小教 05 班

许丽梅

19 小教 05 班

肖欣仪

19 小教 06 班

熊文俊

19 小教 06 班

向艳玲

19 小教 06 班

梁宇华

19 小教 06 班

黄德志

19 小教 06 班

周晓

19 小教 06 班

李佳佳

19 小教 07 班

肖美玲

19 小教 07 班

李普度

19 小教 07 班

贺荣艳

19 小教 07 班

陶亮

19 小教 07 班

房敏

19 小教 07 班

邵祥雨

19 小教 08 班

张思洁

19 小教 08 班

余德美

▲付孟云
胡天月

▲吴海明
程玲

▲周林林
王亚东

▲杨洪山

13:00-17:00

会议号：
162205536
密码：123456

5 月 27 日
13:00-17:00

5 月 27 日
15：00-16：30

腾讯会议
会议号：
792812763

七组：科学

19 小教 08 班

朱思婷

19 小教 08 班

何雨家

19 小教 09 班

毛玲

19 小教 09 班

王梦瑶

19 小教 09 班

滕小艺

19 小教 09 班

黎永健

19 小教 09 班

郑海花

19 小教 09 班

曾荣

19 小教 09 班

戴媚

19 小教 09 班

吴佳

19 小教 09 班

赵庆银

19 科教 01 班

肖玉婷

19 科教 01 班

单俐鑫

19 科教 01 班

邓雨馨

19 科教 02 班

胡自元

19 科教 02 班

刘雅萱

19 科教 02 班

朱紫坤

腾讯会议
会议号：
695101155

19 美术教育 01 班

钟青青

19 美术教育 01 班

邓学文

19 美术教育 01 班

周雨欣

19 美术教育 01 班

谢松岺

19 美术教育 01 班

吴茜

19 音乐教育 01 班

何霜

19 音乐教育 02 班

黄磊伟

19 音乐教育 01 班

梁慧芝

19 音乐教育 03 班

李泽宇

19 音乐教育 01 班

文晓慧

19 音乐教育 01 班

王微

19 音乐教育 02 班

陈子轩

19 音乐教育 01 班

胡湘梅

19 音乐教育 03 班

谢水英

19 音乐教育 02 班

杨立也

19 音乐教育 03 班

张俊南

19 心理健康教育 01 班

张李萱

19 心理健康教育 01 班

张甘琦

19 心理健康教育 01 班

陶语嫣

八组：美术教育

腾讯会议
会议号：
365216716

九组：音乐教育

密码：99906

5 月 31 日
10:00-11:00

彭莎

密码：

密码：

5 月 27 日
13:00-17:00

19 小教 08 班

腾讯会议
会议号：
707643300

十组：心理健康
教育

屈良辉

▲陈典
钟娟

▲孙吉
陈晓燕

▲吴曙光
胥诗倩

刘子弘

注：
1.本次参加答辩学生为：语文 3 个组 45 人、数学 2 个组 26 人、英语 1 个组 16 人、科学 1 个组 6
人、音乐教育 1 个组 11 人、美教 1 个组 6 人，心理健康教育 1 组 3 人，共 113 人。
2.请各小组长提前预定好腾讯会议，并将会议号发本组组员。
3.答辩教师组对答辩学生答辩情况进行集体商讨，确定等级；
4.由答辩组长填写好《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电子表，每生一份），以组为

单位，组长收集整理好后统一发至邮箱：1695650796@qq.com.
5.▲为本小组组长。

附件 2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2022

届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姓名

班级

指导教师

学籍号

设计题目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答辩记录：

成员姓名

职称/学历

专业研究领域

签

名

答辩小组
成员

答辩小组评议意见/成绩：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注：1.答辩小组教师根据毕业设计质量和答辩情况，写出答辩评语，并按成绩评定标准给出评定
成绩。成绩按百分制计分。
2.此表只需上交电子表，请答辩小组老师自行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