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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校地学院龚一鸣老师长期从事本科教学工作，作为课程负责人，承担了《地史学》、《地球的

过去与未来》等国家精品开放课程的建设工作。近年来，龚老师两次获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一次获

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并被授予湖北省教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等多种荣誉称号。在《中国大学教学》（2014

年第 9 期）上，龚老师发表了新作“高校教师如何上好一门课”，文章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阐述了

什么是好课，并提出“爱”是好老师和高校教师如何上好一门课的秘诀。这篇文章是龚老师长期从事本

科教学的经验与心血的总结，立意高远、构思新颖、内涵丰富、可操作性强。现将该文章编发，供我校

广大教师学习、借鉴。 

 

高校教师如何上好一门课 

地学院  龚一鸣 

摘要: 爱是上好一门课的基因。需要明晰和践行好爱的 3 个方面：爱什么、为何爱、如何爱。爱教

师职业、爱学生、爱自己、爱课堂教学（4爱）是上好一门课的基本要素。从职业道德、人生价值、大学

功能和法律层面的结合上明晰为何要 4 爱是上好一门课的源动力。在操作层面践行好 4 爱是上好一门课

的保证。其中，思想上，重视教学；战略上，教学科研两手抓两手都硬；战术上，用心的课前准备，丰

富的课堂过程，及时的课后总结和反思是上好一门课的关键。 

关键词：如何上好一门课；课堂教学；爱；教师；学生；教育教学改革；高等教育。 

一、爱是上好一门课的基因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课堂教学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在

其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对高等学校而言，一门好课需要一个学校、一个学科、一个专业数年

甚至数十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长期积累与凝练、继承与发展，其关键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1,2]。而上

好一门课则需要教师从入职到整个教师生涯在其教学与科研的过程中潜心钻研、细心摸索、用心体会、

长期积累和统筹兼顾，其关键是教师个体。如果说上好一门课这棵参天大树的土壤是学科和专业的话，

教师个体就是这棵参天大树的种子，爱则是该种子的基因。基因的好坏优劣取决于爱的 3 个方面：知晓

爱什么？明晰为何要爱？践行好如何爱？(图 1) 



二、知晓爱什么和为何爱是上好一门课的基础和源动力 

无论是对学校、学科和教师个体来说，上好一门课都是一项系统工程，知晓爱的对象、明晰为什么

要爱是该系统工程的起点，也是其努力的方向。爱教师职业、爱学生、爱自己、爱课堂教学（4爱）既是

上好一门课的基础，也是上好一门课不可或缺的 4个方面。 

 

 

 

 

 

 

 

 

 

 

 

 

 

 

图 1 上好一门课的基础和要素 

 

爱教师职业  幸福的人生只有两类：爱自己从事的工作和从事自己所爱的工作。只有能从工作中获

得乐趣和快感的人，才有可能将自己的才能和潜能发挥到极致。尽管条条道路通罗马，360行行行出状元，

但人的喜好、知识、能力优势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作为选择了教师职业的高校学人，作为园丁和人

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职业，在当今的 360 行中也是受人羡慕的职业。大学校园优美的环境、与时俱进的

青春气息、“随心所欲”的宽松职业、人格独立的言行举止和带薪的寒暑假等都是有志学人实现中国梦、

放飞人生梦、成就个人梦的理想舞台。因此，高校教师职业值得学人追求和终身热爱。在 2013年公众眼

中最具幸福感职业（包括公务员、政府官员、艺术家、企业高管、演员、飞行员和律师等）排行中，教

师职业排行前 3位。 

教师职业承担着为人类、国家、社会、行业和家庭的未来培养人才的崇高使命。正因如此，教师职

业也是一项“高危”的职业，崇高与高危成正比。教师在从教过程中的言行举止和喜怒哀乐及其体现出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对学生——未来社会的主宰者产生直接和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高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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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更是如此。因此，对教师而言，立其身，践其言，正其行是教师爱教师职业和爱岗敬业的不二选择。 

爱学生  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和教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论从法律、道德层面还是从职业、

工作层面来看，爱学生是学校和教师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 

在法律层面，包括我国高校在内的世界高校都是收费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学生是

消费者、是学校和教师的衣食父母、是上帝。为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的优质服务，是学校和教师应该履

行的法律义务。 

在职业和工作层面，学生是教师职业生涯和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管大学和大学教师承载有教

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多重任务，但教书育人始终是这些任务的核心和最终归属[3, 4]。另

一方面，学生也是教师最佳互补合作伙伴，优秀大学生是大学和大学教师最有价值的资源。美国康奈尔

大学教授戴自海认为：“如果从美国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国家实验室各挑选 5名教授和研究员，看看谁的

贡献大，谁的研究做得更好，答案应该是大学教授”（科学时报，2005-12-22-A1版）。与教师相比，学生

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快、敢闯、敢干、时间专一。斯坦福大学现任校长约翰·亨尼斯(John 

Hennessy)认为，大学最具创新活力的是大学生不是教授。而与学生相比，教师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

从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经验教训都是值得学生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财富。学生的成长、成才、成功与教师的

职业目标、事业追求和人生价值并行不勃、相辅相成。名师出高徒，高徒也出名师。 

在道德层面，大学生是成长过程中毛坯成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完全成型。幼稚、毛糙，

易于冲动、犯错误、走弯路是其固有特征，教师作为学长、师长和长者有责任示范、引导、指导、教导

学生，宽容和纠正学生的瑕疵和过失。 

师爱是教师爱学生的最佳途径。师爱，不同于父母和祖父母对孩子的溺爱、宠爱，也不同于虎爸狼

妈型的“酷”爱，前者更多的是拘泥于现在，后者更多的是跻足于未来。师爱的本质是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因材施教、立足现在和着眼未来，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和现状进行有针对性地疏、导、堵和奖惩。 

爱自己  所谓爱自己就是作为高校教师的学人，要明晰自己在大学和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担

当起大学和大学教育赋予大学教师的责任和义务。 “大学之大，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谓有大师之谓也”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假如有一根圆木，你坐在一端，霍普金斯坐在另一端，这就是大学”（美国

哲学家詹姆斯）。这些至理名言都深刻地揭示了大学教师在大学和大学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对大学教师

而言，自省、自重、自强是爱自己的最好方式。 

爱课堂教学  从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创立（意大利的波罗尼亚大学，1097）至今，课堂教学一直是大

学教育的主要育人形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随着大学功能逐渐从一元（传播知识，19 世纪初以前）û

二元（传播知识+创造知识，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 30 年代）û三元（传播知识+创造知识+社会服务，20

世纪 30年代至 2001-09-11日）û四元（传播知识+创造知识+社会服务+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2001-09-11

日至今）的转变[3, 4]，课堂教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学生、教师、学校、政府和



社会的重视。自主创新、构建和谐社会和素质教育[5]为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对大学生的

成长而言，课堂教学与同一日三餐般的平凡和伟大；对大学和大学教师的生存和发展而言，课堂教学的

好坏不仅是学校和教师工作当下的晴雨表，也深刻影响学校和教师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热爱课堂教学

是对大学教师的基本职业要求。 

课堂教学可区分为 4 种境界和 4 个层次[5]。4 种境界：学生对课程甚至对教师产生逆反抵触情绪

â教坏了/低境界（下）；教师教了多少学生就学到了多少â教死了/低境界（上）；教师教的少学生学的

多â教活了/高境界（下）；学生成了教师课程和或职业的追随者â教化了/高境界（上）。4 个层次：念

书â讲书â侃书â品书（表 1）, 这与在教育界广为流传的一句英文表述大体相当, 即 Tell me, I will 

forget; show me, I may remember; involve me, I will learn; enlighten me, I can do. 其意思与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源自《荀子•儒效篇》)”

相近。所谓上好一门课应该定位在高境界和侃书、品书层次。 

三、3要素联动是上好一门课的根本保证 

所谓 3要素联动是指，思想上，重视课堂教学；战略上，教学科研两手抓两手都硬；战术上，用心

的课前准备、丰富的课堂过程、及时的课后总结和反思。 

 

表 1 课堂教学的四个层次比较（据[5]改编） 

 
念书 

(照本宣科) 

讲书 

(按部就班) 

侃书 

(信手拈来） 

品书 

(常讲常新) 

对职业、学生、

自己和课堂教

学的爱与理解 

肤浅 一般 深刻、独到 深刻、独到、细腻 

角色定位 经常错位 不够准确 到位，偶有越位 到位而不越位 

知识积累 偏少，偏窄 较多 广博 
专深广博，融会贯

通 

时间和精力投

入 
被动投入 被动投入 主动投入 乐于投入 

教学研究和 

专业研究 
处于起步阶段 涉及浅表 兼而有之 相辅相成 

教学幽默与设

疑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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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娴熟，画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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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冰冰的声音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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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互动 
教师主动， 

学生被动 

教师主动， 

学生被动 

教师主导， 

学生能动 

教师主导、引导、

指导; 学生能动、

主动、互动 

课堂特色 

教师教授乏味，学

生学习无趣；课堂

沉寂或失控 

课堂沉闷；缺

少跌宕起伏

的气氛 

孔子型课堂为

主兼有苏格拉

底型课堂 

孔子型课堂与苏格

拉底型课堂有机结

合；享受教与学 

学生的学习热

情 

要我学；学习仅是

考试和纪律的需

要 

要我学；学习

主要是考试

和纪律的需

要 

我要学；有滋有

味，愿意参与 

我要学；有滋有味，

主动参与，愿意多

次选修该课程  

课堂境界 

教师教的不多，学

生学到的更少û

低境界 

教师教的多，

学生学到的

少û低境界 

教师教的多，学

生学到的也多

û高境界 

教师教的少，学生

学到的、做到的多

û高境界 

 

思想上  思想上重视课堂教学是践行好课堂教学的基础之基础，其具体体现是时间上保证课堂教

学、行动上投入课堂教学。对时间上保证、行动上投入课堂教学的政策底线不同高校不尽相同、不同教

师也不尽相同。不少高校的量化指标是（即使是以科研为主的专任教师），每年至少应有 1/2的工作时间

是直接用于课堂教学和服务学生的，或每年至少应给本科生系统讲授一门不少于 32课时的基础课或专业

基础课或专业课。 

战略上  教学科研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大学教师和课堂教学不二的战略定位和战略选择，也是高等

教育教师与基础教育教师本质区别所在。对高校教师而言，没有高境界和高层次的科学研究难有高境界

和高层次的课堂教学，对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课堂教学更是如此。 

高层次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和解决科学问题为目标，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对存在问题

的宣战，在操作层面上主要受好奇心、灵感、直觉和国家目标、社会需求的驱使。然而，发现、发明、

创造的取得，在时间、空间、过程、走势和结果方面均具有不确定性。只有经过反复科学研究磨练、摔

打的科研人员，才能真正体味到学习和创造知识的细节和诀窍，才能真正诠释严谨、求实、坚韧等科学

精神和科学作风的真正内涵，这些亲身经历和支付了“高昂学费”、刻骨铭心的体验以及因此而取得的发

现、发明、创造甚至失败是使课堂教学和育人丰富、深刻和具有个性特色的关键，也是调动学生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创造潜能的催化剂[3]。高境界和高层次的课堂教学和育人既需要有形教学条件

等硬件为基础，更需要教师所具有的上述“软件”的支撑，没有高层次的科学研究很难想象有高境界、

高层次和个性化的课堂教学和育人。科研能使课堂教学更深刻和更富有个性，课堂教学能使科研更系统

和更富有理性，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同人的左右手。 

尽管教学与科研二者相关，但也存在更本的差别。科研搞好了教学自然会好，教学搞好了科研也不

会差。这 2 种认识都是对科研与教学特质的误读、误解和误判。教学的本质是基于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

基础上的知识技能传授、智慧启迪和情操陶冶[4]。在教学过程中，知识的接受和理解、技能的掌握和运



用、智慧的启迪和情操的陶冶是在双方喜闻乐见的交流沟通中潜移默化、耳闻目染地实现的。知识技能

本身是船，施教者与被施教者之间的交流沟通是水，施教者要想把被施教者渡达期望的彼岸，只有船没

有水是不可能实现的。科研做的好充其量只是造好了船，没有水是不可能将船送达期望彼岸的。水既能

载舟，也能覆舟，载舟水的构成要素中施教者的亲和力、感染力、凝聚力和人格魅力以及教学方法和教

学艺术至关重要。做好了科研与这些水的要素并无直接关联。因此，上好一门课的战略定位必须是教学

科研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战术上  在战术上如何上好一门课需要拿捏好 3要素：用心的课前准备、丰富的课堂过程、及时的

课后总结和反思。 

用心的课前准备  可概括为 4个 1，即 4重备课：一辈子、一学期、一周和一小时备课 4个阶段。 

å一辈子准备什么？学习、收集、查阅与课程相关的科学领域和学科的科技积累、历史和学科发展

现状、问题和未来走势，构建与课程相关的素材库、案例库、文献库和图表库。这些是课程内容的土壤，

只有土壤肥沃，课程的种子才能发芽生根、枝繁叶茂。显然，土壤的准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教师

长期求索、终身积累。 

ç一学期准备什么？构思本门课程的教学思想、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的学时分配

与总体安排；梳理、取舍、关联、排序、整合每一讲或每一章课堂教学的知识点与技能点、重点与难点、

疑点与兴趣点；撰写和完成课程教案、制作和完成课程幻灯片和相关教具。无论是初次开课的青年教师，

还是多次、长期重复上同一门课的中-老年教师，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必要和必须的。显然，初次开课的青

年教师任务更重、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更大。多次、长期重复上同一门课的中-老年教师也非常有必要

在已有基础上不断充实、调整、优化、完善上述内容。课堂教学量有限质无穷！ 

é一周准备什么？准备每一讲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中的技术细节和实施方案。如：用什么教学方式

（孔子型的课堂教学/训教型/k型；苏格拉底型的课堂教学/思辨型/s型；自主型的课堂教学/a型）教授

和表达本讲的知识点与技能点、重点与难点、疑点与兴趣点？用什么样的教具、文字、图表、声音语言、

肢体语言、设疑与幽默来承载教学内容、实施教学过程？每一讲中的知识点与技能点、重点与难点、疑

点与兴趣点与时间节点如何契合？苏格拉底型和自主型课堂教学的时间、速度、节奏、广度、深度如何

掌控？画龙点睛、短小精悍的课堂插曲如何安排？可能的课堂意外如何把握等？ 

è一小时准备什么？对本讲内容和安排的浏览、快放或默讲，准备好教具、衣着和一杯心仪的茶或

咖啡。 

何为用心？就是在课前准备过程中、特别是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要心无旁骛、宁静而致远，尽情

享受获取知识、积累知识、梳理-传承-传授知识和创造知识及其过程的快乐。备课如同谈恋爱，上课如

同走进婚姻的殿堂，没有多次的约会和磨合，很难愉快地走进婚姻的殿堂。用心的课前准备的重要性完

全不亚于谈恋爱对于婚姻的重要性。 



丰富的课堂过程  丰富的课堂过程至少应包括 7个方面：充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抑扬顿挫的声

音语言，声情并茂的肢体语言；交互式的设疑与幽默; 烂熟于心的教授内容、多媒体与板书；随机应变

的课堂范式（k型, s型, a型); 画龙点睛、短小精悍的课堂插曲；讲好绪论与结束语。静而不死，活而

不乱的课堂一定是丰富多彩课堂过程的结果。下面仅就讲好绪论与结束语稍加展开。 

绪论是一门课中最难讲的一堂课，也是学生听课率最高的课，必须下功夫讲好。乏味的绪论必然使

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失去兴趣、丧失信心，为后续的课堂教学埋下隐患。绪论课的难讲在于，教师必须

站在领域与学科、理论与应用、历史-现实-未来的高度，高屋建瓴地统揽课程内容的全貌，点评课程的

形成与发展、内容与特色、矛盾与问题、功能与意义、现状与前景以及该课程与相关课程、学科的联系。

让学生觉得学习该课程有趣、有谱、有用。 

如果说讲好绪论是为了吸引学生能以饱满的热情来听课、不缺课、不逃课的话，讲好结束语则是为

了用一双无形的手抓住学生在课程结束后仍能对课程不离不弃，甚至与课程或课程中某些内容终身为伴。

讲绪论课中的瑕疵还有机会在后续课堂教学中纠正和弥补，讲结束语课中如果留有瑕疵就根本没有机会

弥补。因此，讲好结束语课更难、追求的目标更高。好的结束语课应具备 2 方面的特色：以梳理课程内

容（盘点珍珠）、提炼课程知识点（分类珍珠）、总结课程内容和知识点间的关联和特征（设计、造型、

制作珍珠项链）为切入点，揭示课程内容、知识点、概念、方法上的完美之处和不完美之点，展望其进

一步探索和发展的方向，使学生从直觉与理性的冲突中，回顾与展望的交互中产生顿悟、反思、质疑和

自责，从而使学生产生课已尽、学无止的强烈震撼。绪论课如同撒网，结束语课如同收网，撒网不易，

收网更难。 

及时的课后总结和反思  课堂教学课后需要总结和反思的方面主要包括：教学内容的取舍是否得

当；教学内容的多少是否适宜；知识点与技能点、重点与难点、疑点与兴趣点的提炼、聚焦和剖析是否

切题中肯；教具、教学方法、教学艺术的运用是否得当；课堂插曲、课堂幽默的安排是否有喧宾夺主和

哗众取宠之嫌；在课堂上，在那几处内容节点和时间节点上引起过学生的共鸣、沉思、遐想和质疑，学

生的这些反响是源于课程内容的促动，还是起因于得体的教具、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的运用等。课后的

总结和反思不仅仅是针对上课时教师与学生的行动与互动，更应该索源备课阶段的点点滴滴。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一堂课、一门课、一学期和一学年课后的总结和反思一定能将爱岗敬业的教师带进高

境界和高层次的课堂教学。 

四、结论 

上好一门课是一项系统过程，爱是其核心，涉及爱的 3个方面：爱什么（爱教师职业、学生、自己、

课堂教学）、为何爱（法律、职业操守、人生价值、道德的要求）和如何爱（爱岗敬业、因材施教、自省

自重自强、教学科研相辅相成）。在操作层面上的关键是：思想上，重视课堂教学；战略上，教学科研两

手抓两手都硬；战术上，用心的课前准备，丰富的课堂过程，及时的课后总结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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