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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级学生代表座谈会通报

2015 年 6 月 25 日下午，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在教学楼 409 会议室

召开了学生代表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2012 级各专业学习委员

代表 42 人、学工处副处长昌灯圣、督导委员刘传菊、李秋霞、陈葆、

吴建生、张渭。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组长刘传菊教授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议题：

1、目前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2、为搞好学校的本科教学工作建言献策。

本次座谈会开得非常成功，由于提前一周下发了会议通知，与会的

学生代表准备充分，42名同学都代表本专业进行了发言。现将学生代表

的发言归纳整理如下。

一、 学生反映的共性问题及建议

1.电教设备陈旧。不少教室的电教设备经常出问题，有的投影灯不

亮或投影模糊，有的麦克风不响，影响教学效果。

建议：经常维护和及时更新电教设备，电教管理人员管理要到位，

要改变工作作风，落实责任制。

2.上课环境差。不少教室电风扇坏掉了，有的只能听到风扇的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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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不到风力。海珠校区教学楼只有部分教室有空调，但是只给雅思考

试用。

建议：在两个校区提供部分带空调的教室，供学生上自习。

3.图书馆缺乏规范管理。

（1）学生占座现象较多，有的学生占了座位又不去学习，去学习的

学生又没有座位。

（2）熄灯闭馆之前没有提醒，学生有时差点被锁在图书馆里。

建议：规范管理。

4.公共选修课资源匮乏。每年的公共选修课在选课的时候，网络都

非常拥堵，不容易选到。可选的课程不多，学生为了完成学分只能“抢

夺 ”课程，而许多课程是他们不感兴趣的，因此，逃课现象严重。

建议：各学院开设网络分端口，每个学院一个选课平台；放宽公选

课的标准或增加公选课。

5.实验室和实习基地无法满足教学要求。实验设备不足，多人使用

一台实验仪器，学生的实践机会受到制约。部分实验设备陈旧，影响实

验和实践效果。许多实习基地的实习只是见习而不是实习。

建议：改善实验和实习条件，增添实验设备，开放实验室。实习尽

量跟社会企事业单位挂钩。

6.创新学分的宣传力度不够，很多学生快毕业了才发现创新学分还

没有达标，不知如何去完成。

建议：尽早提醒，并给与适当指导。

7.部分老师工作不认真。有的老师上课的课件PPT是从网上下载的，

备课不认真；有的老师上课照本宣科，与学生互动少；有的课程老师就

让学生做 PPT，没有指导。

建议：学生评教分数低的老师经过相应的培训后再上岗。

8.课堂纪律较差，老师不进行管理，有的学生老师点名就来上课，

不点名就不来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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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老师严格考勤制度和课堂管理制度。

9.部分重修和重考的学生，教务网没有提醒信息。

建议：课程承担单位及时提供补考和重修信息，便于学生在教务

网上申请。

二、 反映的各二级教学单位的问题

1.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

旧教学楼关门早，不利于学生学习。

（1）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有的专业课程配置不够合

理；专业讲座少。

（2）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专业课比较陈旧，前沿课程开设的少。

（3）工业设计专业：实操环境不足，专业课太集中，作业太多。

2.管理学院

（1）会计学专业：6个班上大课，影响学习效果；没有相关实验的

软件条件，ERP 实习无法实操。

（2）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开设不合理，下学期 2门课要上 4天，

导致不能安排实习。实习跟学校专业的相关度不大。实习课都是应付课。

上学期比较好的模式是孟凡强老师的培训管理课程。

（3）财务管理专业：有的课程不是根据课程教学时数选教材，选用

的外国教材内容多，实际课程学时少。建议：要么使用本土教材，要么

延长学习时间；公选课的语言类课程少，选不够学分无法毕业。

3.计算科学学院

（1）统计学专业：理论课多，实践课少；理论课枯燥，老师教学

只局限于课本，只讲 PPT，与学生互动少，学生对老师教学方式不感兴

趣，学生作业抄袭严重；学习内容与专业脱节，实习课只进行电话访问；

学生就业方向迷茫，感觉很难胜任今后的工作。

建议多开实践课程；老师讲课时不要局限于书本，应该拓展教学

内容，增加新知识；指导实习应尽职尽责；要引导学生的就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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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专业课希望讲细讲深，增加学时；希

望开设一些实战课程让学生知道一个完整的项目是怎样完成的；希望开

设一些专业讲座（12级至今没有开过）使学生拿到一些学分；专业选修

课和专业课根据技术发展及时调整。

4.生命科学学院

（1）生物技术专业 121 班：实验室设备老化，灭菌锅少，有时是

整个学院所有专业都在做实验，一个灭菌锅就要等几十分钟，耽误了很

多时间。实验室的通风不好：实验中要用到好多试剂，但排风不好影响

健康。

（2）生物技术专业 122 班：老师从网上下载 PPT，照 PPT 宣 PPT，

讲课不按教材内容，等我们找到了又讲到下一个点了；课程安排不合理，

前半个学期上理论课，后半个学期是实验，到做实验时理论差不多忘掉

了，不利于学生掌握，希望理论课和实验课能穿插进行；不能要求学生

为了修学分选一些不感兴趣的课。

（3）生物科学专业 121 班：老师对专业指导少，实习实践也少。

5.机电工程学院

（1）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大部分到了考试

才临时抱佛脚。每个学期 4周设计，老师只提出提交设计的时间，没有

监督和指导。大三限选课有 5门（1门没开），学分不够，应在大二就开

限选课为好。

（2）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海珠校区实验设备少，而白

云校区多；编程课实操性强，理论课不应开那么多，20%～30%就够了，

多做实验。

（3）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实习能否提前？让学生在学习时能够

记忆深刻。

6.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专业选修课少，需要全选才够学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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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机课程希望早一些开；硬件实验不够，希望开放实验室。

（2）网络工程专业：专业课太杂，实操太少，感到就业迷茫。

（3）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大杂烩，东西多，只懂皮毛，

很迷茫，不明确专业方向，希望给予指导。

7.自动化学院

（1）工业自动化专业：实习和实践机会少，学生缺乏实践动手机会；

专业老师少，1个老师上多门课，出现备课不充分，影响了同学们的学

习；试验设备少且旧，通常实验时只有 3～4台，而有些实验室没有真

正使用，学生随便应付完成。

（2）自动化专业：课程安排不合理；课程设计形同虚设，2周课程

设计只是在第一天布置任务和最后一天提交报告时才能见到老师，设计

过程许多人是在最后一天复制完成的，2周设计相当于放假。希望老师

能强制学生到实验室，还要监督学生是否在做跟课程设计有关的工作，

尽可能保证设计是独立完成的；很多老师会给试题库，所以考试形同虚

设。

8．化学化工学院

（1）应用化学专业：专业课与限选课有些是雷同的，专业限选课希

望每两年变化更改一次；认知实习整个专业一起，人太多效果差，希望

按班上；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都是老师提供课题，学生无法做自己想做

的课题；入学专业调剂时应该事先打电话征求学生意见，避免对这个专

业不感兴趣而厌学。

（2）材料化学专业：有些老师讲课互动少，我们上网查一些课程内

容时找到的 PPT 居然跟老师讲课的 PPT 是一样的，给学生的感觉是老师

在应付差事，影响学习积极性；有的老师讲课教材使用旧版本，与学校

订购给学生的教材不同，又不能退；专业方向不明确，教我们的老师大

部分是高分子专业的，与材料化学专业不对口，老师说我们专业跟高分

子专业是挂钩的。我们的专业课与高分子专业没太大区别，既然这样，



6

为什么还要开这个专业呢？

（3）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课程安排不合理，高分子化学和高分

子物理两门课是专业基础课，应该安排在大二上，现在安排在大三上感

觉像科普。实习不要局限与认知实习，应增加实践实习，希望学校提供

基地，不要让学生自己找；希望设置课程的期中考试，有利于学生对专

业知识的掌握。

（4）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化工设计大赛真正想参加的人不多，学

院硬性要求，感觉难度很大；专业软件学习少，课程设置只安排了 1门

CAD 和 1 门编程基础软件的学习，一些专业软件的课程只有 PPT，没有

实操，大家基本是消极对待；设计使用到专业软件是英文版，老师又不

给讲解，解铃的老师少；专业实践少，只是金工实习和认知实习，只参

观工厂，没有自己动手。12级与 13 级的培养方案不一样，一些课程取

消或变更了，重修的同学找不到对应的课和课时去补课。

9. 经贸学院

（1）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堂纪律问题，希望老师要让迟到的学

生登记。

（2）投资学专业：课程少，安排不合理：这学期只有 4门课，上 2

天，上学期也只有 5门课，大一、大二课也不多，比较清闲，很多时间

没事干；实习周相当于放假，老师不进行过程辅导和监督，只要求结束

时交一篇论文即可。专业老师少，这学期 4门课 2个老师上，下学期还

继续教我们。教材陈旧，如投资经济学教材，是 2005 年版的，淘宝上

都找不到了。

（3）会展经济专业：实习偏少；部分同学的学习态度不端正，希望

老师能够监督管理；部分老师消极怠工，在网上找 PPT 应付教学，希望

督导组加强督导。

（4）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老师上课照本宣科，学生逃课率高；学生

课后想答疑联系不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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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园艺园林学院

（1）园艺专业：对专业学习是满意的，课堂纪律问题希望老师能加

强监督。

（2）园林专业：课程安排不合理：大四上学期只有 1门课，1个星

期大概上 1天，使同学们的实习机会少了很多；实践机会少，只去钟村，

和园林相关的少，感觉学校园林设计方面的师资不足。

（3）草业科学专业：下学期回白云校区，只有 3门课，希望课程集

中安排，腾出时间进行实习；今年的课程很多是工程类的，适合男生，

对女生的工作方向不合适，希望开一些适合女生的课，如插花、多肉植

物或小盆景之类的选修课。

11.轻工食品学院

（1）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大一、大二课程少，大三课程安排太多；

有些课上了理论课，没有实践课，学的东西都没有实践操作。

（2）生物工程专业：创新学分不知如何完成，希望指导，创新学分

能有多个渠道，不要仅限于考证，有些考证比较贵的，而且感觉没什么

用。

（3）包装工程专业：课程安排不合理，公共课基础课太多，专业课

偏少；希望多开设软件课程；希望专业课提前一点，因为实操少，大三

没有作品去参加高校的一些比赛。

（4）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有的老师上课自己不讲课，让学生分组

自己做 PPT，代替老师讲课，有同学认为学不到东西，建议老师把 PPT

作为作业而不是替老师上课；有的老师讲课课堂互动太少，学生容易走

神和玩手机；课后作业太单一，希望多样化，建议老师把重点布置成作

业、PPT 或论文；课程进度问题：希望减少理论课时，增加实践、实验

等实操课时。考研的同学希望能够申请免听。

12．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课程安排不合理，希望与专业无关的可不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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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不明确，应在新生入学时提前告知学生，现在完成有难度；学校英

语水平低，考试不能只局限于笔试，对新生应增加听说考试。

13．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环境科学专业：大四下学期的必修课，希望前移到大四上学

期，方便学生毕业实习；大家的学习热情低，多数同学都不是报这个专

业的，希望降低转专业的门槛，能转到喜欢的专业；为方便做毕业论文

实验，希望实验室都能尽快搬到白云校区。

（2）环境工程专业：专业限选课（15学分）由于师资问题，学生

基本上都是必选，否则分不够；工科生实习学校不重视：大四要搬回白

云校区，希望压缩时间集中上课便于出去找实习单位；部分教室的专业

软件没有安装，如 AutoCAD 软件，版本低（2004 年版）。

14．农学院

农学专业：老师上课赶不上进度，快考试了，还没上完，除了学生

的原因外电教设备经常坏，上课需要换教室，使老师教学进度受到影响；

实习地点偏僻，不安全，如钟村实习没有路灯，医疗条件也差，学生实

习时被蚂蚁咬了，得不到及时治疗；不能确保每人每天有固定的学习时

间：从大二到现在，晚上和周末都排课，学生很少有自主学习时间，希

望至少腾出晚上的时间，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校的计划性非

常差：我们本学期有 2个月的实习，一个月在钟村，1个月在外地，实

习周期间学校总有突发情况（如很多的考试、党员会议等）要求学生返

校，在外地实习，返校时间长，又不给报销路费；实习基地不够，实习

常跟其他专业撞车：钟村实习时间集中，学生多，劳作一天后，做饭要

排队等几个小时，吃饭都成问题。

15．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专业：学生基本都是录取时调剂过来的，很多人不喜欢这

个专业，实验按组做，学生逃课现象较多，到钟村做实验学生的兴趣不

高；实验设备少，只能按图做实验；上理论课多，兽医的实践课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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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置只适合男生，女生希望开设宠物临床课程，希望多联系宠物收容

所，让同学们多练练手。

16．外国语学院

（1）日语专业：专业选修课太少，全成了必修课；专业实习太少，

而且都在校内，都是演讲比赛之类的，希望能安排到日企实习；感觉日

语专业不被重视，只有 1个外教；我们的二外只能选英语；公选课还要

求必须选外语学分。

（2）英语专业：专业课开得太晚，希望从大二开始开国际贸易等课

程；希望多些实践机会。

17．城市建设学院

城市规划专业：一些课理论课多，有些书几百页，都不知道讲什

么东西；画室太少，而且经常被占用，宿舍环境差，桌面有电脑，有时

要熬夜赶图，同学们只好在宿舍里画，而 1号图板太大都放不下。

学生发言完毕，刘传菊教授进行了总结，并且介绍了本科教学督导

委员会的职能和今年要开展的几项主要工作。学生工作处副处长昌灯圣

老师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教学督导委员会对本科教学所做的工作，也

对同学们参与座谈会的热情进行表扬和鼓励，并指导学生如何与本学院

就教学的一些意见进行沟通与反馈。陈葆教授跟学生进行了交流，她认

为课堂管理是双方的，大学生应该懂得自我管理，做事首先应从自身找

原因，教与学是双方的，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改变现状。李秋霞老师就学

生如何取得创新学分进行了相关指导。吴建生教授就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的制定过程做了简要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