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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度大事记

1.1 蓝桥杯竞赛获奖

本学期共组织工作室优秀学生 11 名参加了蓝桥杯比赛。寒假期间由老师及学生，利用互

联网进行线上赛题辅导，开学之后，组织学生积极练习历届竞赛算法题。

于本月 18 日，11 名优秀学生如期到场比赛。经过一番努力拼搏，11 名学生中有 9名获

得省级奖项，一等奖 4个、二等奖 5个;其中获得一等奖的学生将参加后续的决赛，在此祝愿

他们能够在决赛中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考生姓名 比赛科目 奖项 是否进入决赛

卢兴祥 C/C++程序设计大学 C 组 一等奖 是

张云奇 C/C++程序设计大学 C 组
一等奖

是

王天成 Java 软件开发大学 B组 一等奖 是

张家丰 Java 软件开发大学 C组 一等奖 是

陈兆康 Java 软件开发大学 C组 二等奖

尹听 Java 软件开发大学 C组 二等奖

戴佳钰 Java 软件开发大学 C组 二等奖

吴文英 Java 软件开发大学 C组 二等奖

宋向龙 Java 软件开发大学 C组 二等奖

2. 教学工作

2.1 讲师教学数据

2.1.1 项目月课时量

班级名称 授课课时 讲师辅导答疑课时 助教辅导答疑课时

常信讯飞 198 48 0 0

常信讯飞 193 62 0 0

小计 6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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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讲师月课时量

姓名 岗位 授课总课时 实训模式课时量 现场授课课时

沈文波 工程师 62 0 62

景伟 工程师 48 0 48

2.1.3 授课规范

本月教学课表平均提交率 100%，课堂点名平均完成率 100%,月均出勤率 99%，讲师授课

日志平均填写率 100%，无教学红黑事件，整体规范较良好。

2.2 学生学习数据

2.2.1 学生出勤

开课名称
授课

工程师

月点名

次数

应点名

天数

实际点

名天数

点名

完成率

月均

出勤率

月均满

意度

企业级项目开发 I 沈文波 12 12 12 100% 99% 95%

node.js 景伟 4 4 4 100% 100% 97%

数据可视化 景伟 4 4 4 100% 100% 97%

前端工程化 沈文波 4 4 4 100% 100% 96%

Web 前端框架 沈文波 8 8 8 100% 100% 97%

PHP 程序设计 I 景伟 4 4 4 100% 100% 98%

2.3 学生活动

2.3.1 线下座谈会

本月针对授课所在班级，共组织了 4次学生线下座谈会，每次 5名学生。主要讨论内容

如下：

 了解学生目前学习情况与进度

 与学生讨论老师上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教学改进

 了解学生目前专业证书的获取情况，督促同学努力获取相关证书

 分享实际工作经验，了解学生的未来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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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中心

3.1 中心例会

第一次例会

2021 年 4 月 12 日，此次例会为单周例会，由沈文波老师主持，参加人员有工作室部分

成员。

例会的内容主要是：

 蓝桥杯赛前动员，了解各参加人员练习情况，并对一些问题进行解答

 针对参加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人员，要求对项目进入深度研究完成赛题需要，

并对一些文档、ppt、视频等材料做到查缺补漏，做好云盘文件夹准备

 针对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项目部署情况进行跟进指导

 对工作室参加软件杯比赛成员进行赛题分析讲解，指导各赛题选手积极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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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例会

2021 年 4 月 19 日，此次例会为双周例会，由沈文波老师主持，参加人员有景伟老师以

及工作室全体成员。

例会的内容主要是：

 沈老师讲述百度 AI 开放平台的使用

 针对百度图像识别的 api 接口调用流程的专项讲解

 讲解“基于百度 AI 接口的拍照颜值识别系统”案例的设计与实现



7

3.2 团队共建

3.2.1 学习分享

第一次技术分享

2021 年 4 月 5 日周四，信飞软件研发中心大二成员夏景承利用空余时间对大一成员分享

蓝桥杯算法经典题，帮助大一成员学习技术完成项目，提高他们的个人能力，帮助他们更好

的去参加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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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研竞赛

4.1 论文、著作权

软件著作权

负责人/组 项目名称 状态

戴佳钰小组 顶岗实习管理平台 已完成

罗艺小组 今日资讯 已完成

吴文英小组 医疗管理系统 已完成

汤冲小组 在线题库 待完成

论文

负责人/组 项目名称 状态

廉恒德小组 基于 PHP供求信息系统的设计 已提交

姚向阳小组 班级管理系统 已提交

夏景承小组 基于 Linux下的中间件流式查询 已提交

刘锋小组 基于Windows下的中间件流式查询 已提交

戴佳钰小组 基于 SpringBoot和 Vue的实习管理平台 已提交

4.2 教学研讨

4.2.1 Web前端方向教学交流座谈会

4 月 26 日，科大讯飞讲师沈文波、景伟参与了 Web 前端教研室的工作交流探讨会，

本次座谈由刘斌老师、权老师主持，参加人员有相关企业代表。

会议主要内容：

 “1+X”考证辅导的初步安排设想沟通

 “1+X”web 初级讲义编写的任务需求明确

 “1+X”web 初级讲义中案例任务的分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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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工作室重点工作实施沟通交流

本月，科大讯飞沈文波、景伟与王小刚老师，在 SA114 工程中心进行了工作室重点工作

的沟通交流，初步明确了工作事项：

1、整理了本学期工作室报名各类竞赛的情况

2、明确了竞赛为本学期工作室的重点工作，要时刻抓紧

3、一起针对今年竞赛方面准备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讨论

4、进一步明确了工作室学生管理规范的执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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