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公共课重修考试方案

一、考试对象

2017 级公共基础课重修学生。

二、考试科目

涉及到思政、体育和实用英语、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等课程，具体情况参见后面列表。

三、集中考试时间：

2020 年 4 月 25-26 日（第 10 教学周，周六、日），

时间段：08:20-09:50,10：10-11:40,13:00-14:30。

四、监考任务及工作量认定

由教学单位安排监考老师，进行考前准备、考试人员管

理、考试过程管理等工作，监考工作量按照学院工作量相关

办法认定，部门统一申报、认定。

五、考试方式

考试平台：职教云（手机端）“云课堂”APP。

考试组织形式：网络远程开卷考试，考前考生要带好证

件录制 10 秒视频验证考生身份（否则取消考试资格），并

在考试过程中监考老师实时查看学生考试状态。

监考、巡考等均在职教云上进行。

所有考生正式考试前务必要参加模拟测试一下系统，以

免正式考试时出现无法登陆现象影响考生考试时长。

六、应急预案



针对学生替考的应对措施，有考前身份核验，考前考生

要带好证件录制 10 秒视频验证考生身份，否则取消考试资

格；

针对考试中途学生端软件故障、无故退出等情况，在多

次尝试无果后，学生务必告知到考试负责教师。经过学校商

讨同意后，在返校后加试笔试试卷。

附件 1：【云课堂 APP】操作说明

附件 2：思政类课程毕业重修考试流程安排

附件 3：《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考前辅导安排

附件 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考前辅导安排

附件 5：《形势与政策》考前辅导安排

附件 6：《体育》重修考试流程安排

附件 7：体育重修考试说明

附件 8：《实用英语》毕业重修考试流程安排

附件 9：《计算机应用基础》毕业重修考试流程安排

附件 10：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重修考试安排



科目 考试时间 模拟测试时间 考试方式 出卷教师 老师联系方式 监考 巡考

实用英语
2020 年 4 月 25 日（第 10

教学周六）08:20-09:50

4 月 21 日

14:00-16:00
职教云/开卷 姚庆 18031623265 张丽秀、姚庆 郝前

思想道德修养
2020 年 4 月 25 日（第 10

教学周六）10:10-11:40

4 月 24 日

9:00-14:00
职教云/开卷 杨静 18612556416 杨静、何付霞 刘俊敏

计算机应用基础
2020 年 4 月 25 日（第 10

教学周六）13:00-14:30

4 月 22 日

13:00-14:30
职教云/开卷 侯保华

13611250405

微信群在后面文件里
雷宏、侯保华 刘永强

形势与政策
2020 年 4 月 26 日（第 10

教学周日）08:20-09:50

4 月 24 日

9:00-14:00
职教云/开卷 王利曼 微信群在后面文件里 王利曼、张楠 郝前

毛泽东思想概论
2020 年 4 月 26 日（第 10

教学周日）10:10-11:40

4 月 24 日

9:00-14:00
职教云/开卷 王秀龙

13811101577

QQ 群：221867183
付金梅、王秀龙 刘俊敏

体育
2020 年 4 月 26 日（第 10

教学周日）13:00-14:30

4 月 22 日

13:00-14:30
职教云/开卷 李楠 18810230313 李楠 刘永强

大学生职业发展

与就业指导 1、2

5 月 8 日之前按要求提交

作品
提交作品 郭一平 123369375@qq.com



附件 1： 【云课堂 APP】操作说明

本次考试在【云课堂 APP】进行，请同学用微信扫下图二维码或者在

应用程序中搜索【云课堂】。

下载好后，直接登陆，用户名：学号，密码：bcsa。

帐号不存在无法登陆的，则需注册，并进行实名认证。

登陆后，会出现如下界面。

没有出现考试课程的话，请扫描对应的课程二维码，文件后面有提供。



点击课程封面进入课程，进入后，点击屏幕下方的【考试】选项，进

入考试。

点击对应的补考项目，如下图。

考试当天，所有考生要带好证件录制 10 秒视频，方能进入考场参加

考试。



附件 2： 思政类课程毕业重修考试流程安排

一、本次三门课程重修考试均为开卷考试。

二、本次重修考试在云课堂（手机端）进行，安装和操作流程见

附件 1。

三、本次重修的远程辅导和考试相关工作，分别由以下三位老师

负责：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由王秀龙老师

负责；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由杨静老师负责；

《形势与政策》由王利曼老师负责。

四、各科考前远程辅导安排分别详见附件 3-5。负责老师将在远

程辅导时提供复习内容。

五、考生于 4 月 24 日上午 9:00-14:00 试用考试平台，提前熟悉

考试流程。考生在试用期间，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各课程负责老师。

六、正式考试时间：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20 年 4 月 25 日（第 10 教学

周六）10:10-11:40。

《形势与政策》：2020年4月26日（第10教学周日）08:20-09:5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0 年 4

月 26 日（第 10 教学周日）10:10-11:40。

当天考试前，所有考生要带好证件录制 10秒视频。

考试过程中，考生无故退出考试系统即视为提交试卷；监考老师

实时查看学生切屏状态。



附件 3：《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考前辅导安排

各位参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

下简称《毛中特概论》）毕业重修的同学，请注意以下方面：

1、《毛中特概论》（毕业重修班）现已在云课堂上创建了本课

程，课程名叫：《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0

年毕业重修），并创建班级，名叫：《毛中特概论》毕业重修班，班

级二维码如下（注：现已把《毛中特概论》毕业重修班的同学名单已

导入云课堂，登录名：学号；登录密码：bcsa,各位同学下载云课堂

后，请查看自己班级信息，若有问题，请联系毛中特概论任课教师王

秀龙，13811101577，微信同号）：

与此同时，为更好帮忙各位同学，创建

了《毛中特概论》重修考前辅导群，QQ群号：

221867183，其二维码如右图：

2、请各位《毛中特概论》毕业重修同学及时查看云课堂课程和

班级信息，若有不符之处，请及时联系王秀龙老师。各位同学，收到

通知后，请尽快加入毛中特重修考前辅导群，在正式考试前，任课教

师将有两次线上辅导，考前辅导时间将在云课堂班级和考前辅导群



（群号：221867183）通知。

3、监考教师：王秀龙、付金梅

考生名单如下：
学号 姓名 班级

20130901055 宋俊宪 1701 民管班

20151101159 阿牛杨兵 1702 社工班

20151401066 刘柄权 1702 假肢班

20169990322 孟得胤 1701 老年班

20169990413 达西杨开 1701 老年班

20170901018 齐鹏 1701 老年班

20170901021 石金 1701 老年班

20170901023 王忱 1701 老年班

20171001014 王啸宇 1701 民管班

20171001020 梁开宇 1701 民管班

20171001044 孙金鑫 1701 民管班

20171002003 陈赛眉 1701 婚庆班

20171002078 民志 1702 婚庆班

20171002124 暴天成 1703 婚庆班

20171101022 斯郎旺修 1701 社工班

20171101036 姚依铭 1701 社工班

20171101052 梅冬蕤 1702 社工班

20171203029 高帅德 1701 物业班

20171205083 赵揽平 1703 学前班

20171205157 李美竹 1704 学前班

20171205202 祖力胡马·阿布拉江 1705 学前班

20171205205 闫欣 1705 学前班

20171205233 格日夏 1701 学前班

20171301017 高风 1702 殡葬班

20171301018 孙彬凯 1701 殡葬班

20171301019 王任 1703 殡葬班

20171301030 翟家祎 1702 殡葬班

20171301054 王志国 1703 殡葬班

20171301060 李士鹏 1703 殡葬班

20171404007 冯昊菘 1701 康疗班

20171404009 高启航 1701 康疗班

20171404041 马云妹 1701 康疗班

20171404080 杨崇轩 1703 康疗班

20171404086 郑杰 1703 康疗班

20171404115 林烜烨 1704 康疗班

20171404123 谢晨祺 1704 康疗班



20171404128 李沛航 1704 康疗班

20171404132 胡佳峰 1704 康疗班

20180904017 李嫒 1804 老年班

20180904033 屈萍 1804 老年班

20181002002 赵辉 1801 婚庆班

20181002007 代贤亮 1801 婚庆班

20181301095 王艳鑫 1801 殡葬班

20181302006 梁世轩 1801 园林班

20181302014 李炎鑫 1801 园林班

20181302018 郑伟光 1801 园林班

20181302031 叶紫辰 1801 园林班

20181404084 杨硕 1803 康疗班



附件 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考前辅导安排

1、登陆后云课堂后，会出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

界面，进入课程后，进入到班级。

参加重修考试的学生请尽快安装“职教云”，4 月 18 日下午

14:00 将在职教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班级群里进行

远程辅导（二维码见附件一），4 月 24 日上午 09:00-14:00 试

用考试平台，请务必提前并熟悉考试流程。

2、考生在试用期间，有任何问题，可以发简讯到‘北社管’

腾讯通给思想政治理论部的杨静老师留言，也可以安装好职教云后

进入班级里留言。

3、监考教师：杨静、何付霞

考生名单如下：

学号 姓名 学院

20171002041 王思禹 婚礼文化与传媒艺术学院

20171002062 李静雯 婚礼文化与传媒艺术学院

20171002078 民志 婚礼文化与传媒艺术学院

20171002082 王立峰 婚礼文化与传媒艺术学院

20171002106 王宇微 婚礼文化与传媒艺术学院

20130901055 宋俊宪 婚礼文化与传媒艺术学院



20171301071 张仕齐 生命文化学院

20171301054 王志国 生命文化学院

C2018041 纪松年 生命文化学院

20170901016 付聪 老年福祉学院

20170902217 田宇飞 老年福祉学院

C2018030 喻超 老年福祉学院

C2018012 那庆 老年福祉学院

C2018016 秋龙 老年福祉学院

20171101053 屈文冬 社会工作学院

20171102004 王心雨 社会工作学院

20171102019 邱楠 社会工作学院

20171102025 扎西群培 社会工作学院

20171401029 顾牧 康复工程学院



附件 5： 《形势与政策》考前辅导安排

1、登陆后云课堂后，会出现《2020 年形势与政策重修》课程界

面，进入课程后，进入到班级。

参加重修考试的学生请尽快安装“职教云”提前熟悉考试平台，

4月 19日下午 14:00 将在 2020 形势与政策重修学习微信学习群里

进行远程辅导（二维码见上图），4 月 24 日上午 09:00-14:00 试

用考试平台，请务必提前并熟悉考试流程。

2、考生在试用期间，有任何问题，可在微信学习群里留言。

3、监考教师：王利曼、张楠

考生名单如下：
学号 姓名 学院

20180904035 师梦竹 老年福祉学院

20180904040 闫冰 老年福祉学院

20171205232 刘壮 儿童教育与发展学院

20171002041 王思禹 婚礼文化与传媒艺术学院

20171002111 盛海洋 婚礼文化与传媒艺术学院

20171401007 戚孝抗 康复工程学院

20171401032 龙涛 康复工程学院

20171404128 李沛航 康复工程学院

20171404132 胡佳峰 康复工程学院

20180904001 崔浩洋 老年福祉学院

20180904006 封浩 老年福祉学院

20180904011 何世源 老年福祉学院

20180904018 李安然 老年福祉学院

20180904025 李优 老年福祉学院

20180904040 闫冰 老年福祉学院



附件 6： 《体育》重修考试流程安排

一、考试对象:所有《体能训练》《体育专项》《体质健康》《体育

2》没通过的应届毕业生

二、考试科目:《体育》

三、考试时间: 4月 26 日 13:00-14:30

四、考试形式:视频录制

五、监考老师: 李楠

六、考试平台:职教云手机端“云课堂”ＡＰＰ

七、考试组织形式:

第一步: 考前测试

测试时间：4 月 22 日 13:00-14:30

在职教云首页右上角扫码或输入下方邀请码，

进入班级，再进入考试。

邀请码(96qkgv)

注意：

1.考前测试是让学生熟悉考试模式，并非正式补考考试，正式考试时

间和考试地点在“第二步”里。

2.扫码必须用“云课堂 APP”登录后的扫一扫图标按钮扫码，不可用

微信或 QQ等扫码。）

第二步：正式考试

补考时间：4 月 26 日 13:00-14:30（正式考试时间）

在职教云首页右上角扫码或输入下方邀请码，进入班级，再进入考试。



邀请码(96qkgv)

第三步：老师阅卷。

第四步：向教务处提交成绩。

八、考试监督:

考前学生要带好证件，通过上传 10秒视频核实身份。

考生名单：

1701 公益慈善班 20171102013 米玛扎西 0731019 体能训练 社会工作学院 2017 男

1703 人力班 20171502094 达哇措毛 0731019 体能训练 社会工作学院 2017 女

1701 民管班 20151002126 李啟亮 0731010 体育 2 婚礼文化与传媒艺术学院 2017 男

1701 老年班 20150901040 李玉辉 0731010 体育 2 老年福祉学院 2017 男

1702 社工班 20151101159 阿牛杨兵 0731010 体育 2 社会工作学院 2017 男

1701 公益慈善班 20169990849 夏伟硕 0731010 体育 2 社会工作学院 2017 男

1702 人力班 20169991019 蒲李佼 0731010 体育 2 社会工作学院 2017 女

1704 学前班 20171205190 张雨欣 0731020 体育专项 儿童教育与发展学院 2017 女

1705 学前班 20171205202 祖力胡马·阿布拉江 0731020 体育专项 儿童教育与发展学院 2017 女

1705 学前班 20171205228 丁佳祺 0731020 体育专项 儿童教育与发展学院 2017 女

1702 婚庆班 20171002062 李静雯 0731020 体育专项 婚礼文化与传媒艺术学院 2017 女

1702 辅具班 20171403037 彭海 0731020 体育专项 康复工程学院 2017 男

1703 康疗班 20171404080 杨崇轩 0731020 体育专项 康复工程学院 2017 男

1704 护理班 20170902217 田宇飞 0731020 体育专项 老年福祉学院 2017 男

1701 物业班 20171203047 王立怡 0731020 体育专项 老年福祉学院 2017 女

1702 社工班 20171101061 郭琦琛 0731020 体育专项 社会工作学院 2017 男

1702 人力班 20169991019 蒲李佼 0731020 体育专项 社会工作学院 2017 女

1703 人力班 20171502112 徐梦雨 0731020 体育专项 社会工作学院 2017 女

1703 婚庆班 20171002124 暴天成 0731021 体质健康 婚礼文化与传媒艺术学院 2017 男

1703 护理班 20170902166 尕松拉占 0731021 体质健康 老年福祉学院 2017 女

1701 公益慈善班 20169990849 夏伟硕 0731021 体质健康 社会工作学院 2017 男

1701 人力班 20169991016 李娟 0731021 体质健康 社会工作学院 2017 女

1703 人力班 20171502094 达哇措毛 0731021 体质健康 社会工作学院 2017 女

1701 殡葬班 20169991553 白茁 0731021 体质健康 生命文化学院 2017 男

1701 殡葬班 20169991554 于童 0731021 体质健康 生命文化学院 2017 男

1702 殡葬班 20171301015 黄天培 0731021 体质健康 生命文化学院 2017 男



附件 7： 体育重修考试说明

1、时间：2020 年 4 月 26 日，13:00——14:30，过时视为旷考；

2、考试地点：云课堂 APP；

3、服装要求：运动服、运动鞋；

4、考试项目：男生 20个俯卧撑、女生 20个跪姿俯卧撑；

5、考试形式：录制视频；

6、要求：录制视频要求一镜到底，不允许对视频进行剪辑。考生从

身份验证开始录制，按要求完成动作录制，动作做完后需对着镜头说

“考试完毕”即完成考试。整个录制过程需要连贯。视频录制结束上

传至云课堂 APP；

7、应急预案：如果考生在考试时间内因客观因素无法进行视频上传，

也可上传至 425809370@qq.com 邮箱，时间节点为 2020 年 4 月 27 日

12：00 前；

8、免修的同学请提前准备好免修证明；

9、请参加考试的同学携带好身份证。

mailto:也可上传至425809370@qq.com


附件 8： 《实用英语》毕业重修考试流程安排

一、考试对象:所有 17 级<实用英语>没通过的学生

二、考试科目:<实用英语>

三、考试时间: 4月 25 日 08:20-09:50

四、考试形式:职教云/开卷

五、监考老师:姚庆,张丽秀

六、考试平台:职教云

七、考前辅导：老师已经在职教云建立了课程，并上传了课本资料，

教师每天辅导学生完成一个至两个单元内容。学生 4 月 18 号前注册

进入班级，完成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4 月 25 日考试前复习完成十

个单元的任务。

八、考试组织形式:

第一步: 考前测试

测试时间：4 月 21 号 14:00-16:00

在职教云首页右上角扫码或输入

下方邀请码，进入班级，再进入考试。

邀请码(6537nf)

注意：1.考前测试是让学生熟悉考试模式，并非正式补考考试，正式

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在“第二步”里。

2.扫码必须用“云课堂 APP”登录后的扫一扫图标按钮扫码，

不可用微信或 QQ 等扫码。）

第二步：正式考试

实用英语重修考试时间：4 月 25 日 08:20-09:50（正式考试时间）



在职教云首页右上角扫码或输入

下方邀请码，进入班级，再进入考试。

邀请码(6537nf)

第三步：出题老师阅卷。

第四步：向教务处提交成绩。

九、考试监督

考前学生通过上传 10秒视频核实身份。

考生名单：

1704 老年班 C2018030 喻超 老年福祉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业余）

1705 殡葬班 C2018041 纪松年 生命文化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业余）



附件 9： 《计算机应用基础》毕业重修考试流程安排

一、考试对象:所有参加 2019-2020 第二学期《计算机应用基础》的

重修学生

二、考试科目: 《计算机应用基础》

三、考试时间: 4月 25 日 13:00-14:30

四、考试形式:开卷

五、监考老师: 雷宏，侯保华

六、考试平台:职教云手机端“云课堂”ＡＰＰ

七、考试组织形式:

第一步: 考前测试

测试时间：4 月 22 日 13:00-14:30

在职教云首页右上角扫码或输入下方

邀请码，进入班级，再进入考试。

班级邀请码(94986f)

注意：

1.考前测试是让学生熟悉考试模式，并非正式考试。

2.扫码必须用“云课堂 APP”登录后的扫一扫图标按钮扫码，不可用

微信或 QQ等扫码。

第二步：正式考试

补考时间：4 月 25 日 13:00-14:30（正式考试时间）



在职教云首页右上角扫码进入班级，进入考试

第三步：出题老师阅卷。

第四步：向教务处提交成绩。

八、考试监督:

考前学生要带好证件，通过上传 10秒视频核实身份。

重修考试学生名单

班级 学号 姓名 性别 年级 专业

1701 民管班 20130901055 宋俊宪 男 2017 民政管理

1701 民管班 20171002081 次仁旺青 男 2017 民政管理

1702 假肢班 20151401066 刘柄权 男 2017 假肢与矫形器技术

1701 老年班 20169990299 陈坤 男 2017 老年服务与管理

1701 老年班 20169990322 孟得胤 男 2017 老年服务与管理

1701 老年班 20170901021 石金 男 2017 老年服务与管理

1701 老年班 20170901043 张哲 男 2017 老年服务与管理

1702 社工班 20151101159 阿牛杨兵 男 2017 社会工作

1701 公益慈善班 20151501125 高涵 男 2017 公益慈善事业管理

1701 园林班 20151302033 高仕聪 男 2017 园林技术

九、学习与复习：

登录学习通 APP，加入下图班级进行相关内容学习。

答疑与复习可加微信



附件 10：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重修考试安排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 补交“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书”；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2 补交“个人简历”；

请于 5 月 8 日前发至 123369375@qq.com 邮箱。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重修名单

学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行政班

20171101053 屈文冬 男 社会工作 1702 社工班

20171101069 胡安太·艾拉提 男 社会工作 1702 社工班

20171301053 林天赐 男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1703 殡葬班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2重修名单

学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行政班

20151501125 高涵 男 公益慈善事业管理 1701 公益慈善班

20169990849 夏伟硕 男 公益慈善事业管理 1701 公益慈善班

20171102004 王心雨 女 公益慈善事业管理 1701 公益慈善班

20169990411 阿布木日国 女 护理 1702 护理班

20171002001 赵亚楠 女 婚庆服务与管理 1701 婚庆班

20169990930 何鑫宇 女 康复治疗技术 1704 康疗班

20171404115 林烜烨 女 康复治疗技术 1704 康疗班

20169990413 达西杨开 男 老年服务与管理 1701 老年班

20130901055 宋俊宪 男 民政管理 1701 民管班

20151002126 李啟亮 男 民政管理 1701 民管班

20171002081 次仁旺青 男 民政管理 1701 民管班

20171502022 崔晓芸 女 人力资源管理 1701 人力班

20171502103 邓敏 男 人力资源管理 1703 人力班

20171502132 张扬 女 人力资源管理 1703 人力班

20171301071 张仕齐 女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1701 殡葬班



20171301043 高鹏 男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1703 殡葬班

20171301054 王志国 男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1703 殡葬班

20171205132 安炜 女 学前教育 1704 学前班

20171205228 丁佳祺 女 学前教育 1705 学前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