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法学院 2019—2020 教学成果展示

一、在线教学初现成效

1.常规教学被打断、学院积极探索课堂教学新方式——在线教学

2020 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按照学校提出的“停课不停教，停

课不停学”要求，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法学院师生迅疾响应，深入有效地进行

线上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探索，积极行动起来。教师克服各种现实困

难，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在线教学。政法学院本学期共开出在线课程 37 门，覆

盖 2017、2018、2019 三个年级，从最开始学生在线学习手册的编写，到期中自

查自纠，召开主题班会，要求老师们坚持每周开展教学总结，切实保证在线教

学质量。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开设了两门全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师生共同努

力下，顺利完成上学期各项教学任务。

法学系在线教学的做法和经验：在线教学初期给学生家长和学生分别写了

一封信，加强与家长沟通，法学系教师每周开展教学总结，加强师生互动、搭

建教与学桥梁，高度重视学生反馈，及时调整教学方式，一切教学服务活动以

学生为中心。

社会学系在线教学的做法和经验：社工专业的慕课等线上教学资源有限，

老师们借助现有的各种优质教学资源，建设自身特色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课

程，开始了整合各种教学资源和探索多样教学手段的新尝试。每周发布学习指

南 1次，学生按照老师要求完成各章节线上视频的学习，提供电子书教材和配

套 PPT，提供阅读专业书目，指导学生分组生讨论，鼓励自觉地上网查资料、

做笔记、写体会，形成多种形式生生互动和师互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在线教学的基本情况：该课程在学习通

教学平台，重构课程建设的板块设计，形成“专题教学内容+线上学习课件+拓

展学习资料+专题测试+讨论互动+线上辅导答疑”的教学模式。根据疫情时期学

生学习的特点，在原有课程资源的基础上，重新制作 PPT，设计讨论主题，加

强学习通、QQ、微信的师生教学网络互动，增加线上教学的视频资源，除了课

程组自己录制的教学视频外，选取 MOOC 上的优质视频资源作为补充。在教学中

采取多种形式督导学生、多种形式辅导答疑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在线教学的基本情况：

《概论》课程运用专题教学的方式，将课程十四章教学内容，分解为二十四个



专题。 通过集体备课的方式， 教研室组织老师们共同编写完成二十四个专

题的专题导学，明确每一个专题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教学时数、教学主要内

容、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以及参考文献；通过集体备课，老师们共同制作二十

四个专题的课件和讲义，制订统一的教学进度，采用录播、直播等多种方式，

组织学生进行线上学习、及时查看平台数据，加强提醒和督促，提升线上教学

效果等措施

2.成功申报法学第二学士学位，体现我院的办学能力和水平。

3.法学、社会工作专业双学位报考喜人。其中法学 64 人，社工 15 人，暑

期双学位班线上教学正常开展，也已逐步进入考试收尾阶段。

4.毕业论文“云指导”、“云答辩”。

历时四个多月，2020 届毕业生 186 人(含双学位 29 人）毕业论文通过网上

系统完成指导和答辩任务。



5.政法学院成功举办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湖北文理学院校级赛

6.落实暑期“小学期”实习见习任务

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暑假“小学期”教学任务安排，社会工作 2018 级

学生的专业实习和社会调查、2019 级学生专业见习，指导学生就地就近开展实

习工作，今年的实习从发布计划到具体实施，全程校友邦网上系统指导完成，

调动学生实习见习的参与热情，主动前往城乡社区、社工机构等争取实习机

会，实习生能够认真完成每日签到打卡，积极提交实习日志和实习报告，与指

导教师实时互动交流，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在防控疫情、扶贫脱贫、抗洪救

灾、创文等方面努力作出贡献，得到实习单位和服务对象好评，加深了对社工

专业的认知和认可，圆满完成课程教学方案规定的任务。因疫情影响，法学专

业学生调整到 2020 年下半年进行。



二、重视教研、教改工作和一流课程建设

1.【中国教育报】以学生为中心打造新时代思政课堂

2.2019 年度湖北文理学院一流本科课程立项建设课程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负

责人
课程类型 开课学院

1 创新创业与知识产权 张樊 线上课程 政法学院

2 网民道德与法律素养漫谈 谢丽霞
线上线下混

合课程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个案工作 何晓红 线下课程 政法学院

湖北文理学院 2020 年优秀课程教案获奖名单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在学院 课程负责人 获奖等级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元 一等奖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淑芳 二等奖

3 中国文化之路 马克思主义学院 熊明秀 二等奖

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 阳 三等奖

5 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 政法学院 罗学莉 三等奖

2、2020 年老师们在开展在线教学的同时，积极申报校级教一般类教研项

目，“课程思政”教学专项项目，，申报校级优秀课程“双大纲”、优秀课程

教案。

湖北文理学院 2020 年优秀课程教学、育人“双大纲”获奖名单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在学院 课程负责人 获奖等级

1 社会工作概论 政法学院 何晓红 一等奖

2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政法学院 刘满英 二等奖

3 民事诉讼法学 政法学院 孙立智 二等奖

4 社区工作 政法学院 马国瑾 三等奖



三、学生培养成绩喜人

1.2019 年 10 月，社会工作专业三名学生的文章获得第十一届中国社会工

作大学生论坛入选资格，分别是陈非凡的《新时期“党建+社工”发展模式探

讨》、石文的《探索新时代下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本土化之路——以浙江

省嘉兴市青莲村为例》、李俊的《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扶贫搬迁问题——《以 X

县 Y村为例》，陈非凡和李俊分别做分论坛发言，其中陈非凡同学表现突出，

并在参会论文评选中喜获三等奖。

2.在国家版权局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版权征文活动中，法学 17 级学

生邓倩的论文《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问题》荣获本科组“优秀

奖”。

3.2019 年 12 月参加三峡大学主办的“民基杯”湖北省属高校法律实务技

能大赛，两支队伍均荣获二等奖的好成绩，法学 16 级徐扬表现突出获得“最佳

辩手”的荣誉称号。



4.政法学院参加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湖北赛区获奖情况

所获

奖项
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队长姓名 队员姓名 指导老师

一等奖 梦里江山 新时代下医养一体化养老 屈春梅
邓慧玲 张红 李竹颖 黑

秀丹
王正宇

一等奖 再接再厉 移动直播培育工作室 张学燚 陈懿 李晓欣 杨合 徐光有

二等奖 逐梦天使 医患回暖在线服务项目 田代弟
董丽 邓满全 李芸鑫 周

禹
董庚

二等奖 脑瓜风暴队 社区同乐 赵梦婷 何颖 宗祈梦 刘挥 徐光有

二等奖
淡泊湖小法

师

“易送”小程序设计与运

用
徐光裕

王世龙 杨云斌 潘志强

田应发
张锋

二等奖 我们正当红
“幸福小院”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项目
蒋柳

李宗燏 吴灿 付雪梅 操

林珠
王遂敏

三等奖
雨后新阳团

队

爱伴成长—关爱困境未成

年人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黄思雨 贾娟娟 曾妍 邓倩倩 罗学莉

三等奖 社工四兄弟 超长待机传声筒 包旭 汪亚萍 黄飞燕 陈晓清 罗学莉

三等奖 春芽小组 时间搬运工 刘千千 陈光盼 杨博慧 王正宇

三等奖 浮生未央
“薪火守望”二胎妈妈增

能项目
支秀艳

申浩岐 支秀艳 王晓清

董振涛
何晓红



5.政法学院 2020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共申报 31 项，最终国家立项 1 项，

省级 4项，校级 12 项。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指导老师

“网红带货”到品牌效应 邓倩 郑建国

“蝶变”计划：涉罪未成年人再社会化探索 尹明慧 何晓红

妈妈变形记—增能理论介入二胎家庭困境与对策研究 支秀艳 何晓红

专利掘金小队 姚建业 汪涛

四驱兄弟"线上电商权益保护" 刘梦娜 郑建伟,邱文华

互联网+山药——襄阳卧龙山药品牌的创建 辛美驿 汪涛,郑建国

互联网视阈下经济犯罪之电子证据取证规范化的法律建构 蔡云伊 邓喜莲

枣阳地标“皇桃”农产品电子商务实践分析 王代月 郑建国,汤正旗

“爱心暖阳”——网络支教新模式 陈露 袁岳霞,王正宇

我的树洞你发声 陈晓清 罗学莉

时光互助家园 陈光盼 王正宇



邻里同乐·爱在社区 赵梦婷 徐光有

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蒋柳 罗学莉

e时代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研究 郎丽 张锋

惩罚性赔偿视角下电商权益保护 黄静 苑立志

校园守护之旅-——校园暴力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高思晗 马国瑾

6.由法学系袁岳霞老师和社会学系王正宇老师指导的，由法学专业孙雨、

黄海洋等 17、18、19 三个年级同学组成的参赛队伍申报的项目《爱心云支教—

—助留守儿童圆梦 》闯进第十一届“挑战杯”湖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

赛，全校仅有三项进入省赛。

7.2019 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获得佳绩，法学 16 级共有 42 名同学通过考

试，其中 A证 31 名同学，C证 11 名同学。

2020 届社工专业学生考研成果丰硕，2016 级社工专业毕业生 48 人，参加

考研 32 人，成功考取 15 人，考研通过率 31.25%。

马列研读社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举办了以“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

代”为主题的第九届党建党史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知识竞赛决赛。共有政

法学院、美术学院、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计算机工程

学院、食品科学技术学院·化学工程学院等六个学院代表队进入决赛。



四、服务襄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斐然。

1.王奎院长到市委统战部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辅导报

告。

2.2020 年 2 月起，我院司法社工团队没有受到疫情的阻隔，继续开展对涉

案未成年人的线上交流和帮扶，取得可喜成绩。

2.2020 年 7 月社工专业师生与襄阳市襄城区隆中社区合作开展“暑假未成

年人线上心理与学业辅导”志愿服务项目，对社区 27 个家庭开展未成年人心理

与学业线上辅导。



3.李华义老师为襄阳市建筑业协会举办“新冠疫情下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风

险及其防控”网络直播讲座

4.李华义、汪涛、张颖杰、何普等老师为襄阳市直机关宣讲《民法典》



（李华义为东津新区做“《民法典》学习解读”）

（汪涛应邀为襄阳市国资委开展《民法典》专题培训）

（张颖杰为樊城区政法战线学习新颁布《民法典》）



（何普为襄阳市直医疗保障系统讲授《民法典》）

5.周淑芳博士为保康县过渡湾镇作题为《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解

读民法典，助力乡村基层治理》的宣讲报告

5.马克思主义学院外出宣讲情况一览表

熊明秀 2019 年度对外宣讲情况汇总

时间 单位 主要内容

9月 26 日 市烟草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辅

导报告

10 月 17 日 市昭明小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辅

导报告



10 月 29 日 市烟草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辅

导报告

11 月 14 日 市委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辅

导报告

12 月 13 日 保康县后坪镇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

周淑芳 2019 年外出宣讲情况汇总

9月 27 日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襄

阳分公司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辅

导报告

9月 30 日 市国资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辅

导报告

10 月 12 日 襄州区教育系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10 月 17 日 保康县过渡湾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辅

导报告

10 月 29 日 “三支一扶”襄阳培

训班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辅

导报告

10 月 30 日 国网襄阳供电公司 新时代青年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

11 月 5 日 柿铺西社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辅

导报告

12 月 13 日 保康县黄堡镇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

12 月 26 日 高新区 襄阳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

谢丽霞外出宣讲情况

10 月 28 日 襄阳路桥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传承美德 践行孝道

12 月 31 日 襄阳市交通局 学习成就梦想

詹学德外出宣讲情况

9月 28 日 襄阳市邮政分公司 学习党史，恪守初心和使命

10 月 11 日 襄州区教育局 学习党史，恪守初心和使命



王奎外出宣讲情况

10 月 17 日 襄阳市委统战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宣讲

11 月 8 日 保康县过渡湾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1 月 25 日 保康县过渡湾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宣讲

12 月 7 日 保康县过渡湾镇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

12 月 13 日 襄阳市税务局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

12 月 22 日 襄阳市交通局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

12 月 29 日 襄阳市审计局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

陈善友外出宣讲情况

9月 26 日 襄阳市教育局 党章学习和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工作条

例解读

10 月 11 日 中国人民银行襄阳分

行

认真学习科学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0 月 11 日 襄阳市总工会 党史知识讲座

10 月 17 日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认真学习科学把握坚决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2 月 13 日 保康县龙坪镇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

五、注重专业建设，修订完善新版人才培养方案

1、2019 年 12 月，政法学院王正宇副院长带领法学系主任袁岳霞、社会学

系主任马国瑾一行，到江南大学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开展调研，为我院的法学

类专业大类招生、分流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借鉴。



2、2020 年 8 月 6 日-7 日，政法学院院长王奎率领副院长王正宇、社会工

作专业负责人何晓红、社会学系主任马国瑾等一行四人前往湖北师范大学考察

学习。

3、2020 年 8 月王奎院长带领专业教师前往福建，与晋江市致和社工事务

所进行实习基地共建签约。

4.2020 年 6 月，王奎院长带领专业教师前往襄阳市襄阳公证处，签署校地

共建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5.社会工作、法学两个专业多次召开专业建设研讨会，对照国标，逐字逐

句商讨修订新版人才培养方案，最终形成定稿。

六、鼓励教师积极参加专业培训，提升专业素养。

1.襄阳市发布了《关于第六届襄阳优秀人才的通报》和《关于第六届全市

人才工作先进单位、优秀人才工作者的通报》，我院教授何晓红获得“襄阳优

秀社会工作人才”称号。

2.2019 年 9 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社会工作历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社会工作历史学术研讨会在保定举行，王正宇、马国瑾应邀参加此次会议。

3.2019 年 11 月，何晓红、王正宇、夏国锋、马国瑾老师带领 5名硕士研

究生参加湖北省社会学年会。



4.2020 年 8 月，王正宇、何晓红、马国瑾、刘英为老师参加社会工作者教

育能力建设培训班在线培训。

5.2020 年 8 月刘英为老师参加人社部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20）“社

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能力建设”高级研修班。

6.谢晖老师参加智慧司法与法律文书改革论坛暨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

2019 年学术年会



7.袁岳霞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私法教学年会

8.张锋、谢晖、刘满英三位老师参加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法治保障理论与

实践学术研讨会



9.李健、李元博士在“2019·湖北青年论坛暨大别山精神研讨会”上获奖


	1.【中国教育报】以学生为中心打造新时代思政课堂
	1.王奎院长到市委统战部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辅导报告。
	9.李健、李元博士在“2019·湖北青年论坛暨大别山精神研讨会”上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