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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数学课程是一门高等学校工科、经管各专业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基于高等数学课程的重要性，
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建设好高等数学教学团队。本文将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从师德师风建设、课程建设、
梯队建设、教育教学、科研创新等几方面对如何建设好高等数学教学团队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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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vanced mathematics is a compulsory public basic course for students of engineering,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curriculum, our primary task is to build a Advanced mathematics teaching team.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our schoo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build a good
teaching team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ers’ morality and styl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echelon constructi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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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是一所以航空宇航为特色，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院校。本科人才培
养总目标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理想信念坚定，基础扎实，具有较强工程实践能力和一定创新
意识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其中“基础扎实”体现了高等数学课程的重要性。随着时代与科学技术的
发展，为了更好的进行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活动，建设一支优秀的高等数学教学团队势在必行。下面将
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对如何建设高等数学教学团队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

2. 注重师德师风建设，立德树人
高等数学教学团队时刻注重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团队成员能够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精神，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
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按照价值引领、能力达成、知识传授的总体要求，深化高等数学课程改
革，发挥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育人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团队成
员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爱岗敬业，注重言传身教，科教兴国，与学生交流、交心，建立良好的师生关
系。高等数学教学团队还建立了健全的师德评价机制，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致力于将教书育人与
自我修养有机结合，以嘉言懿行率先垂范。近几年来，团队教师中获得沈阳市高校“师德标兵”称号 1
人，获得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师德标兵”称号 1 人，获得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第六届“我最喜爱的老师”
称号 1 人，获得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优秀班主任”称号 1 人。

3. 注重课程建设，服务于学生
高等数学教学团队时刻注重高等数学课程的建设。目前高等数学课程是省级线上线下一流精品课程，
是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师团队中含有辽宁省首届教学名师 1 人，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校级教学名师
2 人。通过多年的实践教学，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在 2018 年和 2019
年辽宁省教学质量监测中分别取得全省第五名和第二名的成绩。高等数学教学团队立足于服务学生需求，
确立了“基础性、服务性、应用性”的教学理念，在高等数学课程结构、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
初步形成了立体化的课程资源体系[1]。近几年来，教学团队共主持省级教学改革项目 1 项，校级教学改
革项目 10 余项，发表教改论文 15 余篇；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10 余项，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和“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获省级以上奖励 400 余项。

4. 注重梯队建设，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
高等数学教学团队时刻注重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高等数学教学团队现有专职教师 23 人，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11 人、讲师 7 人、助教 1 人，具有博士学位 9 人、硕士学位 11 人。高等数学教学团队学
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均较为合理，师资配置满足学校和学院的各种教学科研要求。高等数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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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团队十分注重团队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团队成员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坚持准确、严格、认真的工
作态度，形成了踏实的工作作风、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和严谨的学术学风。高等数学教学团队也十分注
重对青年教师的人才培养，大力开展关于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鼓励青年教师参加省市级和校级的
青年教师技能大赛及各种依托教育教学平台的信息化教学比赛，并取得了优异的比赛成绩。近几年来，
团队青年教师共获得辽宁省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一等奖 1 人，二等奖 3 人，三等奖 2 人；获得全国高校
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东北赛区一等奖 1 人，二等奖 4 人；获得辽宁省第三届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教学
比赛二等奖 1 人；获得辽宁省教育事业发展联盟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优秀奖 1 人；获得沈
阳市第十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教学标兵 1 人；获得沈阳航空航天航空大学青年教师技能竞赛一等奖
2 人，二等奖 1 人，三等奖 1 人。

5. 注重教学改革，与时俱进
高等数学教学团队时刻注重教学改革，与时俱进。随着科技的发展，在高等数学课堂教学中，我们
不仅要灵活的应用多媒体与板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更加直观、形象的理解数学知识，我们还要
通过具体的案例，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提高学生运用高等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在高等数学课后复习中，我们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共享课，进行慕课教学辅导，也可以利用学
习通、钉钉、雨课堂、QQ、微信等网络工具，进行答疑、作业、讨论、测试等辅助教学。这样既可以督
促学生学习，把握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还可以对教学效果得到及时的反馈。同时，在高
等数学的课堂上，高等数学教学团队能够主动结合高等数学课程的特点，借助数学的逻辑推理和数学的
抽象思维，深入挖掘高等数学课程内容的本质和哲学原理，并巧妙地融入思政教育元素，向学生传播正
能量，使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2] [3]。高等数学课程采用“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多元化考核方式。高等数学课程考试试卷，采用教考分离模式，由题库随机抽
题产生。学生的最终成绩包括三部分：平时成绩*10% + 期中成绩*30% + 期末成绩*60%，平时成绩又包
括线上与线下的讨论、测验、签到、作业等多方面。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可以从各个方面考核学生的学
习状态，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积极性，还可以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风气，培养他
们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真正反映出学生的综合学习效果[4] [5]。

6. 注重科研创新，引领学科前沿
高等数学教学团队时刻注重科研创新，引领学科前沿。高等数学教学团队主要致力于运筹学与控制
论领域的科学研究，在连续优化、离散优化、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方向取得重要
研究成果。近几年来，高等数学教学团队大力开展科研讨论活动，每周固定开展一次科研讨论班，在团
队成员的积极努力下，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辽宁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3 项、辽宁省科技
厅科研项目 1 项，发表科研论文 70 余篇，其中 SCI、EI 检索论文 30 余篇。
随着高等数学教学团队建设工作的不断开展，我们在师德师风建设、课程建设、梯队建设、教育教
学、科研创新等几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的一些不足，我们深知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我
们将继续努力前行，克服一切困难，打造一支优秀的高等数学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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