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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简报
教学督导室主编 第 47 期 2017 年 6 月 2 日

不断加强内涵建设 努力提高师资水平

——第四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纪实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2017 年工作要点，要求“加大工作

力度 ，全面提升学院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大力推进

课程改革，努力推进学院师资队伍建设”、“加大对专任教

师的培训工作，提高教师的师德素质和业务水平”。为进而

促进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促进教师相互交流学习，搭

建青年教师成长平台，促进青年教师教学技能与水平的提

高，质量部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至 5 月 18 日组织了我院第

四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一、赛课活动进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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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分为两个阶段：

4 月 17 日--4 月 28 日为系部预赛阶段，各系部分别组

织预赛，推选本单位参加决赛的教师，八个系部共推荐了 8

位青年教师参加全院决赛。5 月 8 日-18 日为四川长江职业

学院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决赛阶段。

2、参加决赛的教师讲课安排表：

序号
参赛

教师
参赛课程 所在系部 比赛日期 地点

1 白林林 《JAVASCRIPT》 鼎利学院 5月 8日第 5节 3309

2 邓开俊 《汽车营销》 交通工程系 5月 9日第 3节 H103

3 张翠翠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学生发展处 5月 11 日第 1节 1411

4 王癸霖 《光传输技术》 电子信息系 5月 12 日第 1节 4202

5 柏清 《家具与陈设设计》
艺术与体育

系
5月 12 日第 5节

李娟

工作室

6 张瑞芳 《国际货运代理》 社会管理系 5月 16 日第 2节 2102

7 张珊珊 《出纳实务》 经济管理系 5月 16 日第 3节 1304

8 卢一麟 《建筑结构与识图》 建筑工程系 5月 18 日第 3节 3207

2、组织领导机构：

组长：耿兵

副组长：苏联波、徐琳

成员：徐广、陈智、赵荣、龚长兰、张京杭、李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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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繁、李天祥、曾泽富、刘颖、樊华、张兰月

3、评比方法：评委打分（占 80%）和学生评教得分（占

20%）计算。

4、评价重点：课程教学单元设计和课堂教学相结合。(赛

课评分表附后)

5、赛课评比结果：经过教学单位预赛和全院决赛，评

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现将名单公布

如下：

一等奖：张珊珊 经济管理系

二等奖：邓开俊 交通工程系

王癸霖 电子信息系

三等奖：卢一麟 建筑工程系

张瑞芳 社会管理系

张翠翠 学生发展处

二、赛课活动的启迪

此次比赛，每位参赛教师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大胆

创新，精心设计，达到了预期效果，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课程学习“成效为本”

本次比赛，突出的特点是践行港标课程理念，实施以成

效为本的课堂教学。各位参赛教师的课堂教学目标都清晰明

确，着力于学生的学习效果，围绕学生的品质提升和学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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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设计和组织实施课程，有效地促进学生获得信息，提高技

能、发展思维。如经济管理系张姗姗老师的《出纳实务》课

程，在单元教学中，通过学生展示让学生直观了解学习内容，

教师将技能要点拆分进行示范，并在练习中指导学生掌握技

能；电子信息系王癸霖老师的《光传输技术》课程，明确学

习目标，采用“项目驱动”，教师在“学生项目”配置过程

中及时指出学生的错误以及不完善的地方，并进行及时的纠

正。

（二）持续推进互动式教学方法改革

港标课程的开发过程，推动着我院教学改革的步伐，作

为课堂教学方法之一的互动式教学正在我校持续推进，初见

成效。本次比赛中每位老师都较为重视如何营造良好的互动

教学环境，使学生真正“动”起来，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优化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能

力。如学生发展处张翠翠老师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概论》授课过程中，设置了“新闻播报”环节，由学

生课前准备与授课内容相关的时政新闻，在授课前进行播

报，让学生主动关心国家大事，了解方针政策，增强了教学

的有效性；交通工程系邓开俊老师在《汽车营销》课程的单

元授课过程中营造了一个和谐平等的课堂气氛，通过看车情

景真模拟，让学生轻松掌握汽车营销接待流程。邓老师甚至

亲自参与情景演示，然后师生一起讨论情景演示过程中值得

肯定和不足之处，激起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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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洽，这种寓教于乐的互动式教学，深得学生喜爱。

（三）学生成为教学竞赛评委之一

课堂教学结束后，学生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教师

教学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内容以学生为主体进行设计，学

生在一分钟内就能完成问卷调查并提交，系统后台自动生成

数据，教学反馈方便快捷。教学比赛结果由学生问卷调查分

数与评委分数结合，分别占比 20%和 80%。

三、赛课活动存在的问题

1.部分课程教学组织不够合理，未能达到既定的教学效

果

本次比赛，少数教师教学组织不够合理，如鼎利学院的

《JAVASCRIPT》课教学进度过快，没能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

使得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课堂教学的组织和安排不仅要考虑

教学计划和任务，更要考虑学生已有的知识和能力水平，认

知学习的规律等等。

2.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还未得到充分体现。本次比赛，

部分老师课前将学生分成了小组，同组学生围桌而坐，但实

际教学过程中，并没有充分利用分组的优势，展开小组讨论，

小组合作等。如《家具与陈设设计》课分组后学生鲜有讨论。

3.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还有待加强

本次比赛，课堂教学管理信息化得以推广，鼎利学院教

师白林林使用鼎利学院自己开发的知新点点教育服务平台

点名，学生点击签到，通过 GPS 定位完成签到，教师端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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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看到数据，考勤记录一目了然，到课率自动生成。还有

部分老师使用课堂派等课程服务平台。

但是各个信息系统还未打通，彼此信息孤立，无法共享。

教学和教学管理的信息化都还待加强。

四、针对赛课活动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师资队伍专业建设

加强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培训和职业教育理念的

培训。以港标课程建设为契机，深入研讨学习港标课程中“成

效为本”的精髓：以学生为中心；以目标为导向；以能力为

本位；以学习成果为证据。

建立健全培训制度和“传、帮、带”团队协作机制，进

一步鼓励我院教师到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帮助青年教师提

高专业水平，实现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和实践化。激励青年教

师通过自我学习，自我提升，影响学生，教书育人，为学院

发展和学生成长贡献力量。

2.加强我院信息化建设，促进规范化管理和教学诊断与

改进体系的建设

教学管理信息化有利于提高教学管理效率和学校教学

水平,促进学校决策的规范化和科学化。首先加强教师信息

化观念的转变和技术的培训，同时加大对教学信息化建设的

软硬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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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赛课活动掠影

执行院长耿兵在赛场听课

张珊珊老师在讲课

邓开俊老师在讲课

邓开俊老师在讲 邓课

张翠翠老师在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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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芳老师在讲课

王葵林老师在讲课

卢一麟老师在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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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清老师在讲课

白林老师在讲课

辛苦的评委们

（本期编辑：葛大凤、曾泽富）

关键词： 赛课活动 总结 表彰

主送：院领导 、 各教学单位、院办、教务处、招办、学工部

抄送：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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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评分表

教师姓名 课程名称

授课班级 教室

评分项目 评 价 内 容 满分 得分

教学能力与艺

术（20 分）

衣着得体，仪表端庄，精神饱满，教态自然； 5

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时间分配合理； 5

普通话标准，语言生动，语速适中且有感染力，展示教师个

人风采；
10

单元学习目标

（20 分）

单元学习目标是否与专业培养目标、课程学习目标一致，是

否体现“能力、知识、情感、素质”目标的统一性；
10

学习目标是否具体、可操作、可检验，是否符合我校学生学

习情况；
10

教学设计

（30 分）

教学内容是否体现从职业岗位的实际需求出发，对原有的知

识体系从应用的角度进行新的、系统化的改造；
10

教学设计是否将“能力目标、知识目标、情感目标、素质目

标”一体化；
10

教学方法是否以学生为主体进行设计，教学过程中合理利用

互动式教学；
10

教学效果

（20 分）

教学过程是否完整，引入、展开、总结，循序渐进，突出应

用，学生注意力集中，学习兴趣浓厚，有效达成学习目标；
10

单元教学评核方式灵活，能有效测评本单元学习目标。 10

特色创新

（10 分）

有特色和创新点，有港标课程元素、理念，突出我院职业教

育课程改革思路。
10

评分人 听课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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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比
赛

学生调查问卷

年 月 日

授课教师 课程名称

评 价 内 容 满分 得分

这门课对你有帮助吗？ 15

今天的课程学习目标达到了吗？ 20

你喜欢这堂课的氛围吗？ 15

本门课程老师布置作业、批改作业对学习有帮助吗？ 20

你喜欢老师管理课堂的方式吗？ 15

老师是否有个人魅力，你喜欢他（她）的课吗？ 15

合计 100

评语：谈谈老师本次课教学的优点及需要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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