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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强调培养教师反思能力的教育思潮首先在英美一些国家兴起，之后迅速波

及整个世界的教师教育界，由此教学反思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冯玉平认为如果一个教师能够做到用

心体会、悉心沟通、潜心研究，从而发现问题，不断反思来尝试改进，则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型的教师。

教学反思一直以来是教师提高个人业务水平的一种有效手段，特选出参加第六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教师

的 “教学反思”供大家学习交流。 

参加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第六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体会 

地学院 王国庆 

我是地学院教师王国庆，在 12 月中旬接到通知要代表学院参加教学竞赛时，感到颇有

压力。虽然在院里已经比赛过，但从来还没有在学校的层面上参加过教学相关的竞赛，心里

实在是没有底。从教务处拷贝过来的湖北省教学比赛视频里，选手们精彩的表现，无形中让

自己有些自惭形秽。 

我在学院里教的是《岩石学》，是地质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面对的是大二下学

期的本科生。这些本科生即将在周口店或秭归实习基地参加地质教学实习，学会鉴定岩石类

型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功。这门课程共有火成岩、沉积岩和变质岩三种岩类需要讲授。正好教

务处要求准备三个二十分钟的教学节点，我就从每种岩类中挑出了一个教学节点进行了材料

的准备。两个星期后，教学设计方案和授课课件基本都比较齐备。经过比赛前一天的抽签，

确定要讲沉积岩中的“砂岩的分类与命名”这个教学节点后，又把这个教学节点对应的教学

设计方案进行了完善。通过反复的试讲，把教学课件里每一张幻灯片所需要讲的内容做到了

反复的提炼与熟悉。为了将时间控制在二十分钟内，对教学的内容又进行了删减。在准备的

过程中，自认为好像各方面的内容都考虑得比较全面，比赛过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

上了讲台之后，还是出现了一些事先未能预料到的问题。经过现场评委老师的提问，以及参

赛后与评委老师和其他老师的交流，反思自己在整个教学竞赛参与过程中的思路与做法，觉

得在不少的地方还有很大的改进与提升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教学节点的整体设计来看，没有上升到“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在教学内容

的设计上，更多考虑的是自己如何能够连贯的把授课内容讲清楚，而没有考虑到学生在一些

关键的知识点上实际上是白纸一张，对于我所讲授的课程内容并非能如我所预期的一样连贯

的理解与接受。如何让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学生能够听懂、理解、并乐意进一步的思考我课

Print to PDF without this message by purchasing novaPDF (http://www.novapdf.com/)

http://www.novapdf.com/
http://www.novapdf.com/


堂所讲的内容，这是我在下一步教学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内容。我想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

应该可以借鉴计算机科学里的概念，以学生为对象，进行面对对象的课程设计与教学。 

2、从教学方法来讲，存在着教学手段多样性不够的缺点。（1）板书较少，其精髓未能

领会，这是我在本次教学比赛过程中的一个最大的体会。在进行竞赛的前期准备过程中，有

意的设计了一些板书，但总体上来看，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教学过程中板书与课件之间的有

机关系，板书的应用还是有些刻意和牵强，而非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个可能是与自己从

研究生阶段开始，基本上接受的都是以电子课件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在自己转变为教师的角

色之后，自然而然的将这种方式应用到了自己的教学实践过程中。虽然也知道板书是教学过

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但以前没有真正的用心来琢磨过如何充分的应用板书来强调自己所

讲授的重点与难点。在这次竞赛过程中，为了有板书的体现，设计了一个板书，根据我的讲

的“砂岩的分类与命名”这个题目，板书了两条竖线，一条是砂岩的分类这个线，在其下列

举了三类分类的方案；另一条线为砂岩的命名，在其下列举了两条命名原则。这样再用一条

横线将这两条竖线连接起来，就相对比较好的表明了对于砂岩的综合命名是在分类基础上基

于命名原则所做出的。同时，这个板书也完全涵盖了我在教学节点中所讲的基本内容，对于

整个课程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这表明只要自己愿意琢磨，还是有能力设计出比较合理的

板书来加强自己的教学效果的。而自己以前总认为的地质专业课又没有什么需要推导的公

式，不太需要有板书来辅助的观点是极为错误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加强自己的板书是我在

以后教学过程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2）辅助教具不足。在本次竞赛过程中，主要还是依

靠教学课件进行讲解。包括在实际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也是很少用到什么教学道具。以本次

讲的“砂岩的分类与命名”为例，实际上可以随堂带来几块不同类型、不同特征的砂岩手标

本，让学生思考如何对其进行分类与命名，进而归纳、总结，引出我所要讲解的内容，这样

可能学生对于我所要讲的内容会更容易有兴趣一些。另外，对于像《岩石学》这种专业课如

何能够充分利用图片、挂图等辅助教学手段，摆脱单纯依赖电子教案的局面，也是我在以后

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反复思考与尝试的地方。 

3、从教学过程上来看，自己的灵活性与应变力还是有些不够。在讲课刚开始的时候，

由于电子教案 PPT 忽然开始自动放映，比较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马上就有一些慌乱，节奏

也没有能把握好，导致在后续的讲解过程中，总是有点赶着在讲，担心幻灯片会自动的切换。

从教学的生动性来看也不够，没有能够通过一些精心设计的引言，抓住学生的兴趣，引导学

生的思考，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也没有能够很好的体现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这可能是由于比赛时在坐的都是评委老师的缘故。 

总体来说，这次教学竞赛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难得的经历。通过观摩其他参赛老师的教学

过程，收获良多，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风格与特色，每个老师的教学过程都有值得我借鉴的

地方。虽然最后自己获得了本次教学竞赛的一等奖，但自己感觉比较侥幸，也很惭愧。自己

在教学过程中值得改进与提高的地方还太多太多。虽然自己在对课本知识的传授方面做得相

对比较到位，但如何能够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把教学风格从我主动灌输、学生被动接受的局

面，转变为学生主动思考为主、我的引导为辅，还需要我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反复的思考与

完善。 

通过对本次参赛过程的总结与反思，使自己从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教学过程三个方面

清楚的认识到所存在的不足，这必将促使我在今后的教学实践活动努力从这几个方面提高自

己的教学能力，做一名更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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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年轻教师对教学的反思 
地空学院 曹雪莲 

 

借用孔老夫子的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如此，教学亦如此。一

堂课后不进行反思，教学方法永远无从改进；但如果知道思考，愿意改进，却得不到多少教

学的机会，纸上谈兵，教学效果一样无从改进。 

12 月 26 日参加学校的教学竞赛，限 5日之内上交教学反思，按照平常的我做事风格，

绝对不拖一分一秒。然拖到时至今日，是因为一个疑问，会有人看么？会有人看么？鄙人学

生阶段当过若干年的党支部书记，收到过数份思想汇报，写的人是绞尽脑汁，交到我这里来，

最后结果可想而知。最终让我决心动笔的是，院里老师的一句话“我看！”好，只要有读者，

我便觉得值得！ 就像课堂上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我也愿意从头讲到尾。接下来，就教务处

的要求，从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几个方面进行展开。 

 

一 教学理念：为学生着想，从学生出发 

吾乃地空学院一年轻教师。说年轻，是因为刚满 30 岁，在如今博士毕业博士后出站几

近 30 岁，却还得锻炼半年后才能参与教学的大环境下，我算是比较年轻的了；说是教师，

实感到惭愧之至，每年只在课堂上呆几十学时，实不知自己是否还担得上“教师”二字。老

人们觉得大学教师很轻松，一周只有一两次课，一年就上一两个月，我等笑而不言。其实，

就只上好那一门课，都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1.做到让学生记住你的名字 

比赛结束，一名评委老师问我“你觉得你的授课传递给学生什么正能量？”我的回答有

点答非所问，许是因为比赛的紧张，但却是心里话“如果几十年后我的学生回忆起大学生活，

还能记起讲授信息论的老师，叫什么名字，我便觉得自己成功了。”老教师们可能觉得可笑。

并不可笑，现在的学生不像以前的学生，能记住一门课老师的名字，是需要老师的付出的。 

我的大学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位教师，是教授高等代数的老教师和数值分析的一名美女教

师。 老教师不修边幅，多年过去，我仍能想起他那叮当响的二八自行车，装着教案和老花

眼镜的旧红布袋子，似乎从来不换的双星球鞋。我没有见过 ppt，因为他不会，却仍然陶醉

于那一手漂亮的粉笔字；蹩脚的普通话，总能逗的我们哈哈大笑。他教我们时是退休前最后

一年，但他的教案却是全新手写，给我无比震撼，面对一位如此认真负责的老教师，怎么可

能忍心迟到早退甚至翘课？爱打扮的美女教师无疑很受学生欢迎，每次上课发型都不一样，

整整齐齐的套装，声音洪亮，大教室也用不着话筒。粉笔字虽谈不上漂亮，但却无比工整，

很讨厌鬼画符般，越写越歪的板书。 曾旁听过一位科研牛人的量子力学，很想多听听他的

讲授，无奈每堂课都让学生上去轮流开讲，偶尔上去补充或者纠正一下，随着兴致在黑板上

任意位置开始板书，写着写着那行字就与地面成垂直 90度， 我要一直斜着身子歪着脖子听

课，但我仍然坚持听完，因为牛人就是牛人，见解确实十分独特。 

评委们都说要认真备课，注重板书的工整，板书与 ppt 的结合等等。道理我都懂，但其

实我想说，如果人人都是一个样子，那课堂的乐趣何在？ 每位老师都有他自己的特点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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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只要他的课堂能够吸引学生，能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给了学生们所需要的东西，那么他

就是一位好教师，这样的老师才会被学生记住。几年前我第一次讲授 C语言，学生上完第一

堂课，来跟我说“老师，您跟其他老师不一样，不像来打酱油的！”听闻此言，我是该喜，

还是该悲？我不是一个打酱油的大学教师，这就是学生给我的评价。 

我经常请学生给教学提意见，学生们也毫不客气，意见之一就与板书相关。学生说，从

小学直到高中，习惯了老师的板书，突然一下都是 ppt，不太适应。然而，这条意见我没有

办法，因为 ppt 更容易演示程序的运行。不过 2013 年新开的信息论，我采纳了学生的意见，

于是，每堂课 ppt 精简到只有十来页，靠板书与讲授为主。对于这门新课，我没有 C语言那

么自信，虽然信息论的内容我更加熟悉。C语言有诸多成熟的国外教材，那么多大师的经验

可以偷师。而我的信息论教学，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因为我是给地质类专业的学生讲授，

而不是数学，也不是通信专业。 

2.跨专业授课，教学中体现地质类专业特色 

我的理念是，教学一定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要体现授课对象的专业特色。地球信息科

学与技术专业是 2003 年国家成立的新兴专业，是地球科学与信息科学结合的产物，隶属于

地质学类。信息科学（广义信息论），是以信息为研究对象，以信息的应用方法为主要研究

内容，以计算机等技术为研究工具，扩展人类的信息功能为主要目标的一门综合性学科。鉴

于本专业特色，2011 年的教改中将信息论列为专业基础课，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认识信息的

本质，学习用信息方法解决地质学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2013 年春季，面向大二本科，我开始了第一次信息论的教学。信息论的理论基础是概率

论，我的学生刚刚学完。然而他们毕竟不是数学系的学生，很多学过也忘记了，或者说学的

不是那么深入。讲授信息论最开始，我经常需要给他们回补概率论的基础知识。对于信息熵

相关的一些数学推导，也是尽量能省则省，对于不能省的，想方设法让他们能够理解，而不

嫌枯燥无味。 

我的备课相当艰辛，国内外找不到教材可以参考。信息论的基础知识，参考自己读研时

的一本著名外文教材，当然，给学生推荐的是它的中译本。中文中没有好的教材，这是事实，

原因有太多种，可能太急功近利，不愿意花一辈子的时间去潜心教学，然后将自己的讲义，

教学经验整合成教材吧！从我读研开始，我就基本没看过国内教材。我的愿望是，认真教学，

在退休之际能够出一本让自己满意的教材，而不是整整编编，哪哪都是废话空话的所谓教材。

当然，这是后话了。 

为了进一步体现专业特色，找寻信息论在地质学的各种应用，我大量查阅国内外最新文

献，关注学术前沿。 针对具体的应用，采用案例教学，体现地质类专业特色。无奈自身科

研水平薄弱，地质基础为零，案例的设计与教学对我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 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案例教学 

12 月 26 日的校讲课比赛，我准备了三个教学节段，一是离散熵，纯数学的；二是最大

熵原理，偏数学，引入了遥感与计算机的两个应用例子；三是信息量模型，是互信息应用在

滑坡空间预测中的一个案例教学。最后抽中的是节段三，在地质大学的评委专家们面前讲地

质应用，可能内行人听外行的感觉吧，班门弄斧。 不过个人觉得采用这种方式给学生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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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受。2013 年春季，我用一节课讲授信息量模型原理，一节课演示实际案例

的应用，学生们听课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1. 案例教学，调动积极性 

运用案例教学， 结合课堂讲授与实例演示的方式，体现了师生互动，使教学能够”以

学生为主”。课堂讲授之后，学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不用布置课后作业，就主动去查

阅信息量模型的相关文献; 上机时虽然遇到诸多困难，但是小组讨论的积极性都很高。还有

的学生在课堂上问: 我还选修了一门《数学模型与实验》，是不是也可以运用到什么地方去? 

学生能够主动思考，触类旁通，老师深感欣慰。 

2. 温故知新，学以致用 

信息量模型其原理十分简单，仅仅是一个互信息量在地质学中的应用而已。然而，如何

建立一个信息量模型，学生在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同时还要求掌握 C语言、遥感、地质、GIS

空间分析等多学科相关基础。有学生笑称，这是要把上过的课除了思想政治，全都温习一遍。

诚然，学习理论是相对容易的，只要记住公式即可，但是如何灵活运用，实非易事。通过案

例教学，很好的避免了”考过即忘”。 

最后本门课程的考核方式，我从闭卷考试改成了综合考察。 学生们任意选取一个具体

的应用，通过上机实践，上交课程报告。学生叫苦连天，说是比考试还难，但是真正能学到

东西。 

 

三 教学过程：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教学，首先要想好讲什么，接着认真的备课，想好如何讲，最后就是课堂发挥了。课堂

教学，真正是“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1. 练好教学基本功 

我是一名女性，天生好嗓子，说着一口还算标准的普通话。作为教师，上天给了我一个

良好的基础条件，表达能力还算不错。不过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

教学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是语速。比赛时有一位评委说的很好，教学不是演讲，一个人站在那儿激动的不行。

不好意思，我喜欢对号入座，总觉得是说我。我从小喜欢叽叽喳喳说话，长篇大论与人斗嘴

十分欢乐。轮到讲课才发现，我总是不由自主就讲快了，备课 45 分钟的讲授内容，有时候

半个小时就讲完了。前年听我们地空学院毛娅丹老师讲解板块运动，她每一句都说的很准确，

几乎不带重复，关键是语速，我很喜欢，后来她也得了学校的教学竞赛一等奖。就是从那一

刻开始，我才反映到我说话太快了，但是事实证明，真的很难控制。只有多用板书，多写字，

让自己少说话吧！ 

再来道具的使用。教学竞赛上，看到有几位老师使用教鞭，如醍醐灌顶，自己怎么没有

想到？ 每每站在幻灯片前，挥舞着胳膊用手指点江山，实在不太雅观，而且挡住了屏幕，

学生就只能看你张牙舞爪了。我从第一次上课就没有用过激光笔，总觉得那个红点点在屏幕

上晃来晃去，晃得人心烦，我到现在也是这么想的。然而看数理学院刘老师讲解微积分基本

公式时，镇定自若的用激光笔控制 ppt 的翻页，恍然大悟，原来激光笔可以这样用！ 顿时

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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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看 ppt 的制作，经过几年的锻炼，自认为 ppt 还算过关。坚持每页以图表为主，字

体最小 28 号，能保证学生坐最后一排都能清晰可见。每堂课的中间，我都会走到教室最后

一排，看看 ppt 的效果。说到 ppt，我很反对给本科生上课用英文 ppt，可能有的老教师或

国外留学回来的教师，会说我落伍。但是，你有从学生的角度考虑否？看着满篇的英文字母，

脑子里根本来不及反应它的意思，老师讲课基本什么都听不见。至于刘庆生老师的提议，在

ppt 上时不时放点英文名词，可以让学生跟这些专业名词打个照面，这个倒是可以采纳。 

 最后是十分重要，却被忽视的板书。由于计算机的普及，大家过度依赖于电脑打字，过

度依赖于 ppt，年轻老师板书工整的实属罕见了。这个没有投机取巧的办法，只有练。明年

的授课，决定使用更多的板书。 

2.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 

有老师说，科研好的不一定教学好，但是教学好的一定是科研好的。这话我信，对于跨

专业的我而言，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较高的学术水准，才能具备理论和实践的融合

贯通能力，对应用在教学中的案例不断创新。我们的身份是教学科研型教师，这个定义很有

意思。我想这二者原应是相辅相成，本应教学中出科研，科研为教学服务。然而事总不遂人

愿，年轻老师干的所谓科研，跟所教学的课，大多都没有关系。至于那些科研厉害的老师有

没有将科研融进教学，没有旁听过，没有发言权。  

啰啰嗦嗦写了这许多，如果有读者共勉，我深感欣慰。希望自己能在四五年之后，成为

一名让自己满意的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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