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科学学院“主题教学活动周”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人：黄华林，陈英文 

成员 职务 负责项目 联系方式 

汤龙坤 副院长 
教学成果展示 

研讨沙龙 
13959802958 

陈行堤 副院长 
研究生教育教学 

学术研讨 
18965155586 

高真圣 院长助理 赛事活动 13306024087 

林增强 系主任 主题讲座 13599721176 

林荣德 系主任 专业实习与就业指导 13636927629 

王志焕 工会主席 融合教育 18965526602 

尹海燕 公数部主任 名师讲堂 18750690316 

李锦成 公数部副主任 
教学观摩 

教学竞赛 
18965526121 

王雷 团委书记 
体美劳创新实践 

艺术展演 
13515057529 

联络人： 洪雨芹        联系电话：13562361126 

邮箱：math3514@hqu.edu.cn 

 

 

 

 

 

 

 

 

 

 



 

 日期 上午 下午 

周一 

(7 月 4 日) 

1. 专业学习分享沙龙（上午 8:00-

11:30，线上+线下）                           

数梯+实验室 223 3. 数苑学习考试系统使用方法培训与交流  

（下午 14:30-16:30，线下）                                                            

数梯 

2.省一流课程建设、课程思政建设

和教学成果奖申报的经验分享  

（上午 8:30-11:30，线上+线下） 

311+数梯 

周二 

(7 月 5 日) 

4. 学科竞赛总结、分享与动员  

（上午 8:30-11:00，线上+线下） 

数梯+实验室 223 

5. 劳动一家亲  

（下午 15:00-17:00，线下） 

数学楼 

6. 数学建模与本科专业融合建设 

（下午 15:00-17:20， 线下）                

311 

周三 

(7 月 6 日) 

7.“互联网+”创新创业实践指导

与分享  

(上午 8:00-10:00，线下) 

数梯 

9.1 主题观展、观影活动 

（下午 15:00-17:30，线下） 

数梯 

8.1 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公共课教学

研讨沙龙（泉州） 

（上午 8:30-11:00，线下）311 

10.1 师生球类友谊赛 

 （下午 15:00-17:30，线下） 

西区操场 

8.2 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公共课教学

研讨沙龙（厦门） 

（上午 8:30-11:30，线下）E5-

201 

周四 

(7 月 7 日) 

11. 课程与教材建设交流会 

（上午 8:30-11:00，线下）311-

312 

9.2 主题观展、观影活动 

（下午 15:00-17:30） 线下 

数梯 

12. 校友就业创业论坛 

（上午 9:00-11:00，线上+线下） 

数梯 

10.2. 师生球类友谊赛 

（ 下午 15:00-17:30，线下） 

西区操场 

周五 

(7 月 8 日) 

13. 学科团队介绍  

（上午 8:30-11:30，线上+线下） 

数梯 

10.3 师生球类友谊赛 

（ 下午 15:00-17:30，线下） 

西区操场 

 

 

 

 

 



周一（7 月 4 号） 

1. 专业学习分享沙龙 

（上午 8:00-11:30，线上+线下） 

负责人：林增强、林荣德 

腾讯会议：726405329 密码 3514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8:00-8:15 

数梯 

+实验室 223 
汤龙坤 

主题教学活动周开幕式 

主讲人：黄华林 

线下：20 信计 

223 实验室，                          

20 应数、21 级学

生  数梯             

线上：19 级学生 

8:15-8:45 

学习经验在线分享 1（线上） 

主讲人：曹培根 

（10 级应数专业校友、21 年“钟家庆数学

奖”获得者）                                                         

8:50-9:20 

学习经验在线分享 2（线上） 

主讲人：师瑞阳 

（14 级应数专业校友、中科院 21 级博士）                                                      

9:20-9:30  
学习经验分享 3 

主讲人：孙浩然（19 级应数专业） 

9:30-9:40  
学习经验分享 4 

主讲人：周振宇（20 级信计专业） 

10:00-11:30 

敬萱堂 103 陈斌 

学风建设主题班会或沙龙 

21 级 1 班 

敬萱堂 106 王雷 21 级 2 班 

敬萱堂 101 陈舜敏 20 级应数 

敬萱堂 102 周艳 20 级信计 

敬梯 1 
于海波 

张钟元 
19 级 

应急预案 若发生疫情或者不可控因素，全部采用线上分享。  

后勤：陈舜敏 18558999220          电子设备负责人： 施晗娟 18905057492    

现场秩序负责人：王雷 13515057529  班主任  会议记录、拍照人员：学习部    申请教室：王雷 

 



2.省一流课程建设、课程思政建设和教学成果奖申报的经验分享  

（上午 8:30-11:30，线上+线下） 

负责人：陈斌 

腾讯会议号：502349858 密码 3514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8:30-9:30 311 黄华林 
一流课程申报和教学创新大赛 

主讲人：林亚南（线上） 

线下：全体教师 

10:00-10:15 

数梯 汤龙坤 

        省一流课程建设的经验分享 

主讲人：谢小贤 

10:15-10:3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的建设经验分享 

主讲人：陈斌 

10:30-10:45 
《微积分》课程思政的建设经验分享 

主讲人：田朝薇 

11:00-11:15  
《线性代数》课程思政的建设经验分享 

主讲人：宋剑 

11:15-11:30 
申报教学成果奖的经验分享 

主讲人：梁建莉 

应急预案 若发生疫情或者不可控因素，全部采用线上分享。 

后勤：陈舜敏 18558999220   电子设备负责人： 施晗娟 18905057492    

现场秩序负责人：张颖 15859588198  

会议记录、拍照人员： 王莹莹 19859544169 

 

3. 数苑学习考试系统使用方法培训与交流  

（下午 14:30-16:30，线下） 

负责人：尹海燕 

腾讯会议：408249815，密码 3514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14:30-16:30 数梯 汤龙坤 

高校数学课程资源建设与在线考试及其预约管理系统、在

线学研系统的研发进展&数苑考评系统使用培训交流 

主讲人：梁慧鸿 

（数苑教育信息化研发中心 高校信息化项目负责人） 

全院教师 

应急预案 若发生疫情或者不可控因素，全部采用线上分享。 

后勤：洪雨芹 13562361126    电子设备负责人： 施晗娟  18905057492 

现场秩序负责人：尹海燕  18750690316 会议记录、拍照人员：尹海燕 



周二（7 月 5 日） 

4. 学科竞赛总结、分享与动员  

（上午 8:30-11:00，线上+线下） 

负责人：林增强，王志焕，高真圣 

腾讯会议：116-435-300 密码 3514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8:30-9:00 

数梯+实

验室 223 
林增强 

介绍各类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比赛时间和规

则，总结学院参加历届竞赛取得的成绩等 

主讲人：高真圣 

线下：20 信计 

  223 实验室，                          

20 应数、21 级学生  

数梯             

线上：19 级学生 

9:00-9:20 

  18 级信计专业校友，在线分享参加数学建模

竞赛的经验 

主讲人：杨绿林 

9:20-9:40 

  19 级应数专业学生，分享参加数学建模竞赛

的经验 

主讲人：石泱煊 

9:50-10:20 

介绍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专业组）的比赛规

则，总结学院参加历届竞赛取得的成绩等 

主讲人：王志焕 

10:20-10:40 

16 级应数专业校友，在线分享参加数学竞赛的

经验 

主讲人：王梦收 

10:40-11:00 
19 级应数专业学生，分享参加数学竞赛的经验 

主讲人：王毅杰 

应急预案 若发生疫情或者不可控因素，全部采用线上分享。 

后勤：陈舜敏 18558999220  电子设备负责人： 施晗娟 18905057492 

现场秩序负责人：王雷  13515057529  会议记录、拍照人员：宣传部 

 

 

 

 

 

 

 

 



5. 劳动一家亲  

（下午 15:00-17:00，线下） 

负责人：王雷 陈舜敏 

腾讯会议：770307614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15:00-17:00 数学楼 21 级班长 

相关教师工作室负责老师组织学生，在老师、物业人

员的指导下对数学楼公共区域及部分教室开展环境清

洁劳动。 

21 级全体学生 

应急预案 
若发生疫情或者不可控因素，该线下的劳动实践教育就取消， 

采取线上观看劳模事迹影片等。腾讯会议号：770307614 

后勤：王莹莹 19859544169 实验室监管： 施晗娟 18905057492 

现场秩序负责人：王雷  13515057529  会议记录、拍照人员：陈舜敏、实践部、班级宣传委员 

 

 

6. 数学建模与本科专业融合建设 

（下午 15:00-17:20， 线下） 

负责人：高真圣 、黄哲煌 

腾讯会议：895 184 135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15:00-16:20 

311 黄华林 

数学建模与本科专业融合教育 

主讲人：谭忠 线下：数学建模

及专业课老师 

线上：其他教师 
16:30-17:20 专业融合建设讨论 

应急预案 
若泉州发生疫情或者不可控因素，改在厦门校区教学楼 E5-201 线下进行； 

若泉厦均发生疫情，则全部采用腾讯会议线上进行（会议号：895 184 135）。 

后勤：陈舜敏 18558999220  电子设备负责人： 施晗娟 18905057492 

现场秩序负责人：王雷 13515057529  会议记录、拍照人员：学习部 

 

 

 



周三（7 月 6 日） 

7.“互联网+”创新创业实践指导与分享  

(上午 8:00-10:00，线下) 

负责人：翁智峰 

腾讯会议：825328785 密码：3514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8:00-8:30 

数梯 王雷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参赛规则及如何孵化一个成功的

项目                                               

主讲人：沈超男（21 级研究生） 

线下：20 级

学生，21 级

学生     

8:30-8:50 
互联网+《HD-detection 口罩智检仪》项目的实践分享    

主讲人：吴哲（指导老师） 

8:55-9:15 
创新训练项目《Burgers 方程高精度数值算法的研究项目》

的实践分享  主讲人：胡玉蝶 (18 级应数) 线上   

9:15-9:35  

创新训练项目《分数阶守恒 Swift-Hohenberg 方程的数值

算法研究》的实践分享                                                

主讲人：李婷 (19 级信计) 

9:35-10:00  
互动、总结 

翁智峰 

应急预案 若发生疫情或者不可控因素，全部采用线上分享。 

后勤：陈舜敏 18558999220 电子设备负责人： 施晗娟 18905057492 

现场秩序负责人：王雷 13515057529  会议记录、拍照人员：学习部 

 

 

 

 

 

 

 

 

 

 



8.1 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公共课教学研讨沙龙（泉州） 

（上午 8:30-11:00，线下） 

负责人：黄川波 

腾讯会议：576-439-940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8:30-9:00 

数学楼

311 
汤龙坤 

华侨大学泉州校区数据建模现状分析                    

主讲人：黄建新 

线下：泉州公数

课教师 

线上：泉州非公

数课教师 

9:00-9:30 
线性代数课程融入数学建模思想教学案例分享 

    主讲人：肖占魁 

9:30-10:00 
概率论课程教学融入数学建模思想教学案例分享  

主讲人：庄锦森 

10:00-10:30  
高等数学课程教学融入数学建模思想教学案例分享 

主讲人：张培欣（厦门线上） 

10:30-11:00 境外生参加全国数学建模比赛现状分析         
境外生课程任课

教师 

应急预案 若发生疫情或者不可控因素，采用腾讯会议分享（会议号：576-439-940）。 

后勤：王莹莹 19859544169  电子设备负责：施晗娟 18905057492  

现场秩序负责人：张颖 15856588198  会议记录、拍照人员：王莹莹 

 

8.2 数学建模思想融入公共课教学研讨沙龙（厦门） 

（上午 8:30-11:30，线下） 

负责人：高真圣 

腾讯会议：770 307 614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8:30-9:00 

教学楼 

E5-

201 

陈行堤 

华侨大学厦门校区数学建模现状分析 

主讲人：高真圣 

厦门校区 

教师 

9:00-9:30 
线性代数课程融入数学建模思想教学案例分享 

主讲人：王敏雄 

9:30-10:00 
概率论课程教学融入数学建模思想教学案例分享 

主讲人：陈祥钟 

10:00-10:30  
高等数学课程教学融入数学建模思想教学案例分享 

主讲人：张培欣（与泉州线上同步） 

10:30-11:30 课堂教学中比较成功融入数学建模思想案例分享与讨论 

应急预案 若发生疫情或者不可控因素，采用腾讯会议分享（会议号：770 307 614）。 

电子设备负责人： 陈祥钟 18959266997  现场秩序负责人：施慧华  13600972976 

会议记录：陈卓恒  15396204896  拍照人员：邓科财 13860196582 



 

  

9.2 主题观展、观影活动 

（下午 15:00-17:30，线下） 

负责人：各班级班主任 

腾讯会议：770 307 614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15:00-17:30 数梯 
各班级

班长 

各班级班主任组织学生观看数学相关电影，《大师系

列：华罗庚》和《美丽心灵》（约翰纳什传记）并开

展影评沙龙。 

20 级和 21 级学生 

应急预案 若发生疫情或者不可控因素，采用腾讯会议分享（会议号：770 307 614）。 

后勤及场地借用：陈舜敏 18558999220  组织部、学习部     

现场秩序负责人：各班级班主任  拍照人员：宣传部 

 

 

10.1 师生球类友谊赛 

   （下午 15:00-17:30，线下） 

负责人：王志焕、王雷 

腾讯会议：770 307 614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15:00-17:30 
西区操

场 
体育部  

师生组队开展球类体育活动。学生以年级为编排与教师代

表队开展球类活动循环友谊赛。 

男女混合篮球友谊赛：19 级、20 级、21 级和教工共组成

4 支球队抽签分成两组进行比赛，确定小组一二名。 

19 级、20 级和

21 级全体学生 

应急预案 若因发生疫情或者天气因素不能开展活动，则改为室内活动或者观看相关体育教学影片。 

后勤及场地借用：陈舜敏 18558999220 、体育部     

现场秩序负责人：王志焕 18965526602、王雷  13515057529  拍照人员：宣传部 

 

 

 



周四（7 月 7 日） 

11. 课程与教材建设交流会 

（上午 8:30-11:00，线下） 

负责人：肖占魁 

腾讯会议：404616638 密码：3514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8:30-9:30 

数学楼

311-312 

汤龙坤    

 

关于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感悟 

主讲人：朱传喜（线上） 
全院教师 

9:30-10:00 
《应用线性代数》的体系设计 

主讲人：肖占魁 公共数学教师、计划编

写教材的教师 
10:00-11:00 讨论高等数学的课程体系 

应急预案 若发生疫情等不可控因素，全部采用线上分享、讨论 

后勤：王莹莹 19859544169  电子设备负责人：施晗娟  18905057492   

现场秩序负责人：张颖 15856588198   会议记录、拍照人员：王莹莹 

 

 

12. 校友就业创业论坛 

（上午 9:00-11:00，线上+线下） 

负责人：黄川波 

腾讯会议：660-218-594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9:00-9:50 

数梯 汤龙坤 

IT 领域就业创业现状介绍与分析 

主讲人：荆杰(线上) 
2019 级本科生 

2020 级本科生 
10:00-10:50  

金融领域就业创业现状介绍与分析 

主讲人：朱小能（线上） 

应急预案 若发生疫情或者不可控因素，采用腾讯会议分享（会议号：660-218-594）。 

后勤：王莹莹  19859544169 电子设备负责：施晗娟  18905057492 

现场秩序负责人：张颖 15856588198 会议记录、拍照人员：王莹莹 

 

 



 

9.2 主题观展、观影活动 

（下午 15:00-17:30） 线下 

负责人：各班级班主任 

腾讯会议：770 307 614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15:00-17:30 数学楼 
各班级班

长 

各班级班主任组织学生观看数学相关电影，《大师系列：

陈景润》和《知无涯者》（哈马努金传记）并开展影评沙

龙。 

19 级、20

级和 21 级

全体学生 

应急预案 若发生疫情或者不可控因素，采用腾讯会议分享（会议号：770 307 614）。 

后勤及场地借用：陈舜敏 18558999220  组织部、学习部     

现场秩序负责人：各班级班主任  拍照人员：宣传部 

 

10.2. 师生球类友谊赛 

（ 下午 15:00-17:30，线下） 

负责人：王志焕、王雷 

腾讯会议：770 307 614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15:00-17:30 
西区

操场 

21 级班

长 

师生组队开展球类体育活动。学生以年级为编排与教师代

表队开展球类活动循环友谊赛。 

男女混合篮球友谊赛：两个小组第二比赛决出三四名，两个

小组第一比赛决出一二名。 

19 级、20 级

和 21 级全体

学生 

应急预案 若因发生疫情或者天气因素不能开展活动，则改为室内活动或者观看相关体育教学影片。 

后勤及场地借用：陈舜敏 18558999220 、体育部     

现场秩序负责人：王志焕 18965526602、王雷  13515057529  拍照人员：宣传部 

 

 

 

 

 



周五（7 月 8 日） 

13. 学科团队介绍  

（上午 8:30-11:30，线上+线下） 

负责人：汪东树 

腾讯会议：496197977 密码：123456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8:30-9:00 

数梯 林增强 

分析团队介绍 

主讲人：王建飞 

线下：19 级

学生、21 级

学生            

线上：20 级

学生 

9:00-9:30 
代数团队介绍 

主讲人：肖占魁 

9:30-10:00 
计算团队介绍 

主讲人：翁智峰 

10:00-10:30 
系统科学团队介绍 

主讲人：汤龙坤 

10:30-11:00 
粒计算及知识空间团队介绍 

主讲人：林荣德 

11:00-11:30 
动力系统中心团队介绍 

主讲人：汪东树 

应急预案 若发生疫情或者不可控因素，全部采用线上分享。 

后勤：陈舜敏 18558999220   电子设备负责人： 施晗娟  18905057492   

现场秩序负责人：王雷 13515057529  会议记录、拍照人员：宣传部 

 

 

10.3 师生球类友谊赛 

（ 下午 15:00-17:30，线下） 

负责人：王志焕、王雷 

腾讯会议：770 307 614 

时间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参加对象 

15:00-17:30 
西区

操场 
体育部 男子足球：进行一场师生 5V5 友谊赛 

19 级、20 级和 21

级全体学生 

应急预案 若因发生疫情或者天气因素不能开展活动，则改为室内活动或者观看相关体育教学影片。 

后勤及场地借用：陈舜敏 18558999220 、体育部     

现场秩序负责人：王志焕 18965526602、王雷  13515057529  拍照人员：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