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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姓  名 尹莉 性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79-06

毕业院校及时间 广西师范大学 2010

所学专业 现当代文学 任教专业 语文

主要任教课程 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名著导读

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学历 研究生

其他专业技术职务 学位 硕士

二、个人综合情况分析

项目 状况分析

现实优势

1.常规教学：教学经验丰富，从事高职数学教学十余年，对教学工作一

丝不苟，教学理念先进，教学方法科学，教学手段与时俱进，教学组织能

力强，教学风格受广大学生的喜爱。 
2.教研教改：有语文教改经验，2017 年之前已参与 1 个省级课题、 3 
个校级教改课题，发表论文数篇，对教育教改科学研究有科学系统地认知

和掌握。 
3.教学比赛：有教学比赛经验，获得一定成绩。

4.交流学习：与湖南省示范院校的同行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联系密

切。

5.师资背景：双师型教师，不但具有扎实的语文专业功底，同时具有学

科教学论知识、教育学和语言文字理论知识。 
6.学院环境：学校重视基础课教学，支持信息化教学，提供了外出学习

的机会。 

个人劣势
1.相关的教改很难深入落实。 
2.教学实践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有待提高。

3.理论水平有待提高。

发展机会

1.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教学比赛，为教学能力提升提供了机会。

2.各级各类科研项目，为科研能力提升提供了路径。

3.省培国培等各类培训，为教学理论水平提升提供了基础。

4.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项目，为落实教改提供了平台。

5.国家重视职业教育，为个人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面临挑战
1.教学团队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有待完善。

2.信息化教学能力不强，在线课程建设处于空白期，亟需加强。

3.语文课程思政模式不明朗，课程思政不够系统化。

三、未来三年发展目标



总体

目标

通过培训学习、教学比赛、教改实践等形式提升自身的教育教学和科学

研究水平，期望三年后能成为具有高尚职业道德、具有先进教学理念、具有

较高教学能力、具有较好科研水平的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具体

目标

1.师德师风
①每年参加政治学习不少于 3 次； 

②积极参加师德师风建设活动； 

③争取获“优秀党员”、“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不少于 4 

次。 

2.教育教学
①年均授课门数不少于 2 门； 

②年平均课时量 340 以上； 

③教学质量获 A 等 2 次； 

④每年教学比赛不少于 2 项； 

⑤每年申报各级教改项目不少于 2 项； 

⑥每年参加教研活动不少于 3 项。 

3.科学研究
①每年各级课题立项不少于 1 项； 

②三年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 6篇 ； 

③三年形成著作、教材、专利、科研获奖等学术成果不少于 4项。 

4.素质提升
①每年的继续教育达到省厅要求； 

②2018 年晋级副教授； 

③争取有 1 次企业实践锻炼的经历；  

④省级骨干教师。

5.社会服务
①每年参加社会服务、社会培训等活动至少 1 次； 

②每年进行提供的各类技术支持至少 1 次。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师德师风

优秀教师 1 次；帮扶学生 

1 个。 

1.师德师风

优秀教师 1 次；先进工

作者 1 次，帮扶学生 1 

个。 

1.师德师风

优秀教师或先进工作者

1次，帮扶学生 1 个。

年度

目标
2.教育教学

参与校教学比赛 1 项；指

导学生参加语文课程的相

关比赛，至少获省奖 1 项；

教学质量获 A 等 1 次，

年平均课时量 340 以上，

教改论文获奖 1 项。 

2.教育教学

参加省教学比赛至少  1 
项，至少获教学比赛省奖 
1 项；指导学生参加语文

课程的相关比赛；教学质

量获 A 等 1 次，年平均

课时量 340 以上；主持

立项校级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教改论文获奖 1
项。。

2.教育教学

参与校教学比赛 1 项；

指导学生参加语文课程

的相关比赛，至少获奖

1 项；教学质量获 A 等 
1 次，年平均课时量 340 
以上，教改论文获奖 1
项；申报省级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



3.科学研究

主持校课题 1 项，教改论

文获奖 1 项，发论文 2 
篇。

3.科学研究

主持申报省级课题 1 项，

发论文 3 篇.。

3.科学研究

主持申报省级课题 1 项，

教改论文获奖 1 项，发

论文 1 篇，合著 1 部。

4.素质提升

参加省培 1 次，或其他教

学能力提升培训至少 1 次。 

4.素质提升

参加省培 1 次，或其他

教学能力提升培训至少 1 
次。晋升副教授。

4.素质提升

参加国培 1 次，申请国

外研修，或其他教学能

力提升培训至少 1 次。

晋升省级骨干教师。

5.社会服务

至少参加社会培训、技术

服务等活动 2 次。

5.社会服务

至少参加社会培训、技术

服务等活动 2 次。

5.社会服务

至少参加社会培训、技

术服务等活动 2 次。

四、未来三年主要行动计划

重点任务 措施 完成时间 质量指标

任务 1：
思政教育

1.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思想学习和培

训； 
2.积极参与各项师德师风建设活动； 
3.结合党支部“五个一”的帮扶活动

每年定向帮扶学困生。 

2019.12

1.政治学习达标，政治理

论提升； 
2.各项师德师风表现得

到学院和学校的认可; 
3.帮扶学生取得进步。 

任务 2：
常规教学

1.担任三年制及五年制《基础语文》

《应用文写作》《名著导读》《安全

实务写作》《大学语文》等课程的教

学，年平均课时达到 340 课时以上； 
2.形成性考核机制的实施，对教学效

果进行过程性评价。 

2019.12

1.年均课时 340 节以上； 
2.教学质量考评 A 等 2 
次； 
3.学生及格率 80%以上； 
4.教学效果评估； 
5.教学材料的完备（大纲、 
计划、教案、日志）。 

任务 3：
课程改革

1.对高职人文素质课程教学实施融

入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教育教改研

究； 
2.提炼教改成果； 
3.发表教学成果； 
4.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2019.12

1.教学大纲更新； 
2.教学设计更新; 
3.教学教案更新； 
4.教学效果评估； 
5.教改论文成果； 
6.其他教改成果。 

任务 4：
教学比赛

 

1.指导“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大

赛”比赛； 
2.参加各级各类教学比赛； 
3.指导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比赛； 
4.指导学生参加经典诵读比赛；

5.组织学校汉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比

赛； 

2019.12
1.指导学生比赛获奖；

2.教学比赛获省奖。 



任务 5：
教研工作

1.申报十三五规划资助课题； 
2.申报湖南省教育教改课题； 
3.申报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4.参与 2 项湖南省级的课题。 

2019.12

1.立项十三五规划课题； 
2.立项省教育教改课题； 
3.立项校精品在线课程； 
4.成功参与省级的课题。 

任务 6：
职称晋级

2018 年准备副教授职称申报 2019.12 晋级副教授

任务 7：
继续教育

1.申请国外研学进修； 
2.参加省骨干教师素质提升计划培

训； 
3.参加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至少 3 
次； 
4.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培训学习；

5.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专家讲座。

2019.12

1.成功申请国外研学进

修；

2.教育厅省培结业； 
3.教学能力培训结业； 
4.校组织的培训结业。 

任务 8：
社会服务

1.主讲教学能力提升的培训； 
2.担任各级教学比赛评委工作； 
3.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技术服务。 

2019.1
2

1. 每年参加社会服务、

社 会培训等活动至少 1 
次；每年进行提供的各类

技术支持至少 1 次；

2.受到服务对象好的评

价。 

年度工作安排

年度

任务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
思政教育

第一，党支部“五个一” 
帮扶活动； 
第二，党支部的实践教

育活动； 
第三，学校的廉政教育

学习。

第一，党支部“五个一” 
帮扶活动； 
第二，党支部的实践教

育活动； 
第三，学校的廉政教育

学习。

第四，“学习强国”学 
习。

第一，党支部“五个一” 
帮扶活动； 
第二，党支部的实践教

育活动； 
第三，学校的廉政教育

学习。

第四，“学习强国”学 
习。



2.
常规教学

第一，计划完成《应用

文写作》《安全实务写

作》《名著导读》《基

础语文》《大学语文》

等 5 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第二，完成所有教学材

料的更新和提交； 
第三，完成常规教学质

量的考评工作。 

第一，计划完成《应用

文写作》《安全实务写

作》《名著导读》《基

础语文》《大学语文》

等 5 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第二，完成所有教学材

料的更新和提交； 
第三，完成常规教学质

量的考评工作。 

第一，计划完成《应用

文写作》《安全实务写

作》《名著导读》《基

础语文》《大学语文》

等 5 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第二，完成所有教学材

料的更新和提交； 
第三，完成常规教学质

量的考评工作。 

3.
课程改革

第一，《应用文写作》、 
《大学语文》教改； 
第二，实施“曾国藩家

书融入高职语文课程的

德育路径研究与实践”。 

第一，《应用文写作》、 
《大学语文》教改； 
第二，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家训文化融入高职

人文素质课程教学的路

径研究与实践”； 

第三，建设《应用文写

作》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第一，《应用文写作》、 
《大学语文》教改； 
第二，探究大学语文课

程思政的路径和模式； 

第三，建设《应用文写

作》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4.
教学比赛

第一，参加学校教学比

武比赛；

第二，参加学校说课比

赛； 
第三，指导学生参加全

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

大赛。

第一，参加学校教学能

力比赛；

第二，参加湖南省教学

能力比赛； 
第三，指导学生参加中

华古诗文经典诵读比赛；

第四，指导学生参加创

新创业比赛。

第一，参加学校教学能

力比赛；

第二，指导学生参加创

新创业比赛；

第三，指导学生参加中

华古诗文经典诵读比赛。

5.
科研工作

第一，申报校级课题；

第二，发表教改论文；

第三，参评论文评奖。

第一，申报十三五教育

规划资助课题； 
第二，发表教改成果；

第三，参加论文评奖。

第一，申报湖南省教育

教改课题；申报省社科

项目； 
第二，发表教改成果；

第三，参加论文评奖。

6.
晋级职称

 申请副教授职称晋级



7.
继续教育

达到继续教育学时要求：

第一，参加湖南省骨干

教师省培；

第二，参加校教师培训。

达到继续教育学时要求：

第一，参加湖南省教学

能力培训；

第二，参加校教师培训；

达到继续教育学时要求：

第一，参加湖南省教学

能力培训；

第二，参加校教师培训；

8.
社会服务

第一，参与安全知识进

校园；

第二，为各部门提供技

术服务。 

第一，开展教学经验分

享讲座；

第二，参与安全知识进

校园；

第三，提供教育帮扶。 

第一，开展教学经验分

享讲座； 
第二，担任教学比赛评

委工作； 
第三，提供教育帮扶。 

五、规划修订情况

修订时间 修订内容 修订原因

2018 年 11 月 教学能力国赛目标和计划 教师职业能力比赛进入国赛

2019 年 7 月 社会服务目标和计划

教学能力比赛省赛评委

湖南省参加全国教学能力比

赛团队指导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