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学院 2020 年下期期末考试工作方案

为了进一步强化教学常规管理，全面落实人才培养方案，根据艺

术学院具体情况，组织好期末复习考试，现将 2020 年下期期末考试

工作安排如下，请据此通知精神安排好工作：

一、指导思想

以 2020 年《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工作计划》为指导，以人才

培养方案为依据，以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实践能力、学

习过程和学习方法为重点，以国家教师资格证考试为指挥棒，充分发

挥质量监测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二、组织领导

1. 主 考：胡达仁

职 责：负责期末考试全面工作

2. 副主考：彭双宝 周跃华 桂金菊

职 责：协助主考做好本次考务工作

3. 巡 考：何仙玉 邹纯 蒋美娟 曾新华 陈君 徐敏

职 责：巡视、检查各考场，处理考场中发生的一般问题

4. 考务组成员：朱子曦 胡春秀

职 责：统计考试科目、时间、考室安排、监考员调度、试

卷收发

三、考试、考核科目、方式、命题范围及制卷

1、期末考试、考核科目



考试科目：公共基础课和专业课。

考核科目：专业理论科目和没有统一考试的科目。

2、考试、考核方式

统一考试科目由院长室统一组织考试，其余科目由各科老师自行

组织考试。

考核由教研室统一安排，各科任老师确定考核内容，拿出方案，

组织考核。

3、命题范围及制卷

（1）考试命题：命题范围参照课程标准，结合实际教学进度，

由教研室统一讨论确定出题范围及具体内容。具体考试题型尽量科学

化、应体现学科特点，不能过于单一。试卷难易程度相当，且具有一

定的区分度；试卷题量不能过少；试卷应多次核对，不能出现错字、

漏字、缺选项等明显错误。

（2）制卷要求：要求用学校统一模板，包含试题卷和答题卡两

部分，并另外附上试卷答案。

（3）试卷审核：为保证试卷质量，学院院长与教研室主任应当

审核试卷与试卷答案，确保试卷质量。

四、期末考试统考科目安排

1、统考科目（公共基础课 7 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大

学语文、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计算机应用基础、大

学英语。



2、参考班级：

艺术学院音教 32001 班、音教 32002 班、美教 32001 班、美教

32002 班。

教务处统一组织命题、制卷，安排考试时间。本院院长室安排考

室、监考老师。

五、期末考试时间安排

1、考核时间：2021 年 1 月 1 日—1 月 10 日（所有专业技能考核

1月 10 日前必须完成）

2、考试时间：

教务处统一组织的公共基础课考试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1

月 13 日（具体安排见下表）

2020 年下期期末公共科目考试时间安排表

时间 科目

1月 11日

8：20-9: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0:20-11:50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2：30-4:30 大学语文

1月 12日

8：20-9:50 职业生涯规划

10:20-11:5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30-4:00 计算机应用基础

1月 13日 8：30-10:30 大学英语

备注：

1、各学院元旦假前出好试卷，对试卷进行审核后，交教务处何红怡，教务处统一制卷。

2、监考老师、考室由各学院自己安排。

院长室统一组织的考试科目及时间：

（具体时间、科目和监考老师安排见以下附表一、附表二）



六、考室、监考安排和要求

1.根据院长室安排，期末考试共分4个考室，分别为艺术楼4017、

4014，美术书法楼 32001、32002。每考室每场次安排 1 人监考，监

考教师要遵守考场纪律，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事，不要做影响学生答

题的事。

3.监考教师必须提前 15分钟到考务办公室（艺术楼 1001）领取

试卷，考试时，监考教师不得外出，更不能进入其他考场，除巡考人

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考场。

4.要关心爱护学生，本着以生为本、严格要求、严肃纪律、严中

有爱的原则进行监考。

七、阅卷、成绩评定及试卷分析安排和要求

1.以教研室为单位，统一组织阅卷。

2.阅卷前要认真研究试题答案和评分标准，科学分工、宽严适度，

真正发挥好试题对学生的质量监测作用。

3.对学生成绩的评定要严格执行“3+7”制，及时做好成绩统计

工作，科任老师登记成绩后发至辅导员汇总班级总成绩，再由辅导员

交至院长室朱子曦处。

4.各教研室主任要安排专人撰写各学科试卷分析（重点分析哪些

试题较好地体现了人才培养方案的精神和教师资格证国考的要求，哪

些试题体现不够，试题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教师的教学与课改要求

有哪些差距等，并提出下步整改的操作性建议）。电子档在考后三日

内以教研室为单位交至院长室朱子曦处。



八、经费预算

1.本次期末考试考务、监考工作量按时间计算：时量 90 分钟折

算 1.5 课时/场；时量 120 分钟折算 2 课时/场。

2.命题、阅卷工作量按《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奖励性绩效工资

分配方案（试行）》计算。

艺术学院

2021 年 1月 6 日



附表一：

艺术学院 2020 年下期期末统考科目考试时间安排表

时间 科目

1 月 6 日 14:00-15:30 声乐基础

1月 6日 15:50-17:20 钢琴基础

1 月 11 日

8：20-9: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0:20-11:50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14:30-16:30 大学语文

1 月 12 日

8：20-9:50 职业生涯规划

10:20-11:5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4:30-16:00 计算机应用基础

1月 13 日 8：30-10:30 大学英语

1月 18 日 8：30-10:00 视唱练耳（音教 1-2 班）

1月 18 日 10:30-12:00 乐理（音教 1-2 班）

1月 18 日 15:00-16:30 舞蹈基础（音教 1-2 班）

1月 19 日 8:30-10:00 小学教育心理学（音教 1-2 班）

1月 18 日 10:30-12:00 色彩（美教 1-2 班）

1月 18 日 15:00-16:30 素描与速写（美教 1-2 班）

1月 19 日 8:30-10:00 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美教 1-2 班）

备注：

1、各教研室主任、院长对试卷进行审核后，交院长室朱子曦，统一制卷；

2、监考老师、考室见附表二。



附表二：

艺术学院期末监考教师安排表

班级

科目

1月 11日 1月 12日 1月 13日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

8：20-9:50

习近平总书

记教育重要

论述讲义

10:20-11:50

大学语文

14：30-16:30

职业生涯规划

8：20-9:50

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

10:20-11:50

计算机应用基

础

14：30-16:00

大学英语

8：30-10:30

第 1考场

音教 32001 班

（艺术楼 4017）

曾美玲 苑春佼 何湘云 张旖旎 唐柱华

第 2考场

音教 32002 班

（艺术楼 4014）

李富龙 蔡苡萱 冷婷 张泉瑾 蒋飘

第 3考场

美教 32001 班

（美术楼 105）

康健伟 冯仁君 沈兴 盘进军 许鹏 莫娜 唐东杰

第 4考场

美教 32002 班

（美术楼 106）

朱珂立 陈慧 唐婧玲 胡春秀 鲁虹宏 王稳 张嶷

班级

科目

1月 6日 1月 18日 1月 19日

声乐基础

14：00-15:30

钢琴基础

15:50-11:50

视唱练耳

8：30-10：:00

乐理

10:30-12:00

舞蹈基础

14：30-16:00

小学教育心

理学

8：30-10:00

第 1考场

音教 32001 班

（艺术楼 4017）

徐敏 曾丽娜 朱子曦 何珊 邹纯 冷婷

第 2考场

音教 32002 班

（艺术楼 4014）

谭文娟 张嶷 谭文娟 冯仁君 张旖旎 刘晓兰

色彩

10:30-12:00

素描与速写

15：00-16:30

儿童发展与

教育心理学

8：30-10:00

第 3考场

美教 32001 班

（美术楼 105）

李富龙 苑春佼 李和谐

第 4考场

美教 32002 班

（美术楼 106）

蔡苡萱 张泉瑾 蒋晓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