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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教学名师等优秀教师受聘本科教学督导国家级教学名师等优秀教师受聘本科教学督导国家级教学名师等优秀教师受聘本科教学督导国家级教学名师等优秀教师受聘本科教学督导

本学期，为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管理，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教务处新聘请国

家级教学名师武清玺教授、优秀主讲教师葛朝霞教授等 12 位热心本科教学工作的

优秀教师担任督导。截止目前，

我校共有 30 位本科教学督导

（名单见附件）。

9月 7日， 教务处组织召

开新学期首次本科教学督导会

议，交流了近期主要工作，并对

本学期听课工作做了安排。督导

组将按照学科分为三组，通过指

定听课、任选听课和集中听课等

方式，对教学过程、教学管理、

教学质量和教学环境进行全面

督查，评价和指导各教学环节，

并通过听课、研讨、交流等形式

促进广大教师的教学水平不断

提高。

教务处召开全校性教务处召开全校性教务处召开全校性教务处召开全校性公共选修课教学研讨会公共选修课教学研讨会公共选修课教学研讨会公共选修课教学研讨会

为提高我校公共选修课教学效果，加强公共选修课质量建设，教务处于 9月

12 日在闻天馆 209 室召开了全校性公共选修课教学研讨会。河海大学第一批公共

选修课核心课程负责人以及部分其他公选课教师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围绕“如何上好公选课”、“如何建设公选课核心课程”两个主题展

开讨论，教师们踊跃发言，对我校公修课建设提出了宝贵意见，大家一致认为，

公选课不同于其他专业课程，上好公选课，必须充分认识公选课的特点，明确公

选课的定位，不断更新课程内容，让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学到有用的知识。



3

叶鸿蔚副处长最后作了总

结。他指出，目前我校公选课

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开设课程

偏少，本学期只开了82门课程，

不能满足学生选课需要；二是

课程结构不合理，艺术类和经

济管理类课程偏少；三是开设

公选课的教师不多，积极性有

待提高。为满足 2012 版本科培养方案中有关公选课的教学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

到公选课的重要价值，拓展课程数量和类型，重视课程内涵建设，加强教学管理，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公选课的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中心举办中心举办中心举办中心举办第四期教学午餐会：第四期教学午餐会：第四期教学午餐会：第四期教学午餐会：如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如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如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如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9 月 28 日，中心在闻天馆 102 举行了我校第四期教学午餐会。马院院长余达

淮、土木院副院长曹平周、港航院副院长陈达、教务处副处长于伟及叶鸿蔚、第

九期卓越教师工程培养对象及其他参会教师、辅导员、教务处相关人员共 60 余人

参加了午餐会。午餐会由教务处评估科科长陈培玲主持。

本次午餐会特邀省教学名师曹平周教授、心理学专家陈友庆教授两位专家就

“如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进行了专题发言，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佘远见、马克

思主义学院郑黎明、理学院周忠国、外国语学院杨维冬等老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

的意见。大家认为，激发求知欲首先要研究学生需要什么，让学生真实感受到所

学的知识在实践中是有用的知识；成就和目标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引擎，要引导并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远期目标；在工科专业教学中结合实际工程案例教育学生要

有真才实学和高度的责任感；根据不同课程性质、不同性格学生，采用不同的教

学方式；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密切与学生的课外联系，实时

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详细内容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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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青年教师参加省部级以上教学竞赛获佳绩我校青年教师参加省部级以上教学竞赛获佳绩我校青年教师参加省部级以上教学竞赛获佳绩我校青年教师参加省部级以上教学竞赛获佳绩

近期，我校多名青年老师分别参加了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第三

届全国水利学科青年教师讲课竞赛等省部级以上教学竞赛，均获得优异成绩。获

奖名单如下：

教学竞赛名称教学竞赛名称教学竞赛名称教学竞赛名称 获奖级别获奖级别获奖级别获奖级别 教师姓名教师姓名教师姓名教师姓名 学院学院学院学院

第三届全国水利学科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特等奖 徐磊 水电院

第三届全国水利学科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一等奖 张洁 水电院

第三届全国水利学科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一等奖 刘波 水文院

第三届全国水利学科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二等奖 陶爱峰 港航院

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三等奖 王茜 外语院

第十九届青年教师讲课竞赛报名工作顺利完成第十九届青年教师讲课竞赛报名工作顺利完成第十九届青年教师讲课竞赛报名工作顺利完成第十九届青年教师讲课竞赛报名工作顺利完成

本学期，中心组织了第十九届青年教师讲课竞赛报名工作，水文、水电、公

管等 18 个院（系、部）的教师积极响应，共计 39 人报名参赛（名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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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始于 1995 年，每年开展一次，至今共成功举办了十八

届讲课竞赛，累计评出一等奖 47人，二等奖 148人。

继续开展继续开展继续开展继续开展第九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第九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第九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第九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教学录像录制工作教学录像录制工作教学录像录制工作教学录像录制工作

本学期中心继续组织专人现场拍摄，为 56 位本学期开课的第九期卓越教师培

养工程培养对象录制课堂教学录像。

教学录像帮助教师全面了解自己的教学状态、进行自我提高，方便教学专家

展开讨论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上学期我们已经为参加第九期卓越教师培养工

程的 42 位教师摄制了现场教学录像，并将光盘及时反馈给教师本人，受到了教师

们的欢迎。

中心近期活动预告中心近期活动预告中心近期活动预告中心近期活动预告

◆ 10 月中下旬，为第九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培养对象建立电子教学档案

◆ 10 月中旬，举行第七次本科教学沙龙

◆ 10 月 26 日，举办第 5期教学午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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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1）第四期教学午餐会会议记录

曹平周（省名师，土木院曹平周（省名师，土木院曹平周（省名师，土木院曹平周（省名师，土木院））））：：：：

今天的主题是“如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结合我上的几门课程，谈谈我的一

些想法。

1、首先要研究学生需要什么。让学生切实体会到所学的知识是有用的知识。

在教学中结合大量经典工程让学生体会到所学的知识能直接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让学生觉得所学知识对个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都非常有价值。

2、培养研究型人才。在教授基本理论知识的过程中，可随之提出相应的研究

课题，可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

抓住学生的好奇心并加以引导，学生学习就会越来越深入。

3、案例教学法。结合重大事故工程，从数学、力学等学科角度分析为什么会

出事故，借此教育学生扎实学好理论知识才有前途，学不好隔壁就是监狱，因此

一定要有真才实学。

4、终身学习。向学生举例说明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如：国际一流专家参与设

计的加拿大著名魁北克大桥出现坍塌，造成 80 多人伤亡。有一流专家参与设计的

大桥，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重大事故？借此说明一定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不

能思想僵化、止步不前，要活到老、学到老。

陈友庆（心理学专家，公管院陈友庆（心理学专家，公管院陈友庆（心理学专家，公管院陈友庆（心理学专家，公管院））））：：：：

主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心理学领域对求知欲的一些研究成果。

1、对目标和成就的追求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心理学将目标分为三大类，

分别是：近期目标、中期目标、远期目标。近期目标主要是在校期间的目标，中

期目标主要是工作后的目标，远期目标主要是人生的长远发展目标。研究表明，

远期目标对个人影响重大，中期目标其次，近期目标影响比较小。远期目标决定

在校期间的近期目标，要引导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远期目标。只有目标明确，

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因此要帮助并引导学生树立远期目标。

2、学生对半懂不懂的问题感兴趣。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将学生分为两组，

对第一组的学生讲解得非常透彻，对第二组的学生进行有选择性地讲解，不全面

深入，结果第二组的考试成绩比第一组好。研究表明，对非常难和非常简单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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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不感兴趣，对半懂不懂的问题反而感兴趣，因此教学时不要满堂灌，一定要

给学生留有一定的思考余地，并不提倡不懂就问。

3、引导学生将成功归因于努力、勤奋等内在不稳定的因素。学生考试考得好，

可能归于以下几种原因：内在的稳定原因为自己聪明；内在的不稳定原因为自己

努力、勤奋；外在的稳定原因为题目简单；外在的不稳定原因为自己运气好。只

有引导学生将原因归为自己稳定、勤奋，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4、充分及时给予反馈能有效地激发求知欲。心理学家做了一项研究，将学生

分为四组，第一组完成作业后不管什么情况都给予表扬；第二组完成作业后不管

什么情况都给予批评；对于第三组不批评也不表扬；第四组让其在单独的房间做

作业，不批评也不表扬。研究表明，第一组的成绩最好，第二组的成绩第二好。

因此及时给予学生反馈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5、时刻的准备状态能影响学习效率。心理学家做了多项实验，发现让学生时

刻处于考试的准备状态，学生的学习效率就会大大地提高。

6、自我效能感的有效运用。自我效能感是在事情没做成之前对自己能否做成

所进行的估计。如果让学生经常失败，他的自我效能感就很低，因此在教学与设

计考试题目时加大难度，但是在阅卷时可以将标准放得低一些，给予学生适当的

惊喜和成功的机会，能有效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佘远见（地学院佘远见（地学院佘远见（地学院佘远见（地学院））））：：：：

结合自己所上课程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1、合理设计教学内容能促进学生更好的掌握课程知识。只要教师将课程内容

设计得合理，将理论、实例、应用知识进行合理设计，不管多大的信息量，学生

都能接收并加以消化，所以我们不要怀疑学生的智商，现在的学生都很聪明，重

要的是我们如何设计好教学知识以增强学生的求知欲。

教师的求知欲和对教学内容的研究投入对学生的学习欲望有示范激励效应。

2、与学生一起参与完成课程作业，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上计算机相关课程

时，在教学中经常从一个原点出发，不断的往外扩散，训练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与学生一起共同经历成功的喜悦。

3、对于不同性质课程、不同性格学生要采取不同方式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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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黎明（马院郑黎明（马院郑黎明（马院郑黎明（马院））））：：：：

我主要上哲学课，该学科较为特殊，为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我主要做好以

下几方面：

1、时刻以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出现在学生面前。从来不在学生面前贬低自己

的专业，始终向学生传达一个思想：我虽然是学哲学的，但是我的生活质量很高。

2、把自己定位为思想的传播者。特别注意与学生的课堂外联系，每学期赞助

学生人均买一本哲学书，充实学生的课外生活。

3、实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通过查看学生微博，了解学生对当前教学知识

的掌握程度，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在课堂上就会有争对性的解答同学们的学习

困惑。

4、注重课堂外交流。要求学生发邮件与老师交流，提问时首先要对自己的问

题进行思考并论证，不论证就不回答，论证越多回答就越多。将这种邮件交流内

容汇集成册，编印《师生交流录》发给全班，同学们很珍惜这种交流的成果。

曹平周（插话）：感谢郑老师，学哲学太有用了，我就要求学生一定要学哲学，

建立好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以指导工程实践。

周忠国（理学院周忠国（理学院周忠国（理学院周忠国（理学院））））：：：：

1、出人意料、美妙的知识对学生最有吸引力。数学上有一些经典的公式很吸

引学生，如万有引力定律，原理很简单，但是描述了万物的存在方式，学生对这

些知识很感兴趣。

2、降低学习过程的难度，将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多个简单的知识。高等数学这

门课比较难，对于复杂的问题，我会把它分解成几个简单的知识，循序渐进，让

学生觉得学习过程不是很困难，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杨维冬（外院杨维冬（外院杨维冬（外院杨维冬（外院））））：：：：

对陈友庆教授刚才讲到的一些心理学知识深有体会。

1、课堂上不能把知识讲得太细，一定要给学生留有思考余地，这样的教学效

果反而更好。

2、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如：课堂上讲

解中国的春节时，让学生用英文介绍家乡的春节风俗，部分学生英文水平不够，

可以用中文表达，我帮他们翻译成英文。同学们很喜欢这样的学习方式，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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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和学习效率都很高。

3、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能有效弥补教师知识面的欠缺。英语课的知识覆盖面

非常广，涉及到人物传记、风俗人情等知识，有些课我们自己都觉得非常吃力，

充分调动学生的激情，能有效弥补教师知识面的欠缺。

4、在课堂上适当讲一些课堂外的话题，学生会很感兴趣。不排除有些学生学

习英语的功利性很强，但是很多同学还是对英语感兴趣的，同学们用英语写作，

再发布到网上，南京大学有个“句酷批改网”，可以自动批改英语作文，对学生的

帮助还是很大的，建立我们也开发一个这样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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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河海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名单

序号 分组 姓名 学院

1

第一组

黄振平
水文水资源学院

2 葛朝霞

3 沈长松
水利水电学院

4 顾圣平

5 管人地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6 马贞信
土木与交通学院

7 卢廷浩

8 华锡生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9 张友静

10 岳东杰

11

第二组

杨汉培 环境学院

12 黄慧仁

能源与电气学院13 乐秀璠

14 赵恒文

15 倪天倪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16 陈金水

17 李东新

18 武清玺

力学与材料学院19 唐燮黎

20 张旭明

21 丁莲珍
理学院

22 徐 援

23

第三组

朱智洺 商学院

24 姜晓平
公共管理学院

25 张 鑫

26 徐安住 法学院

27 尉天骄
马克思主义学院

28 黄世虎

29 郑亚南
外国语学院

30 孟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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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第十九届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参赛名单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院（系）院（系）院（系）院（系）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参赛课程参赛课程参赛课程参赛课程

1 水文水资源学院 孙营营 水资源利用

2
水利水电学院

黄显峰 工程水文学

3 郭龙珠 水土保持概论

4
土木与交通学院

王岩 建筑结构计算软件应用

5 陈育民 工程结构抗震设计

6
环境学院

林涛 给排水管道工程

7 陶辉 水泵与泵站

8

能源与电气学院

梁华 电子电工学基础

9 刘皓明 电工学

10 卢新彪 电气控制技术

11 钱艳平 电路

12 孙国强 电路

13 王万成 智能控制理论

14 叶彦斐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1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居美艳 移动通信

16 王鑫 软件技术基础

17 黄平 数字通信技术

18
力学与材料学院

陈建清 材料性能学 I

19 茅晓晨 结构力学

20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贾东振 测量学

21 理学院 胡真 数值分析

22 商学院 黄永春 品牌管理

23 公共管理学院 朱晓兰 现代汉语

24

外国语学院

储少菁 大学英语精读

25 杨维冬 英语写作

26 赵令霞 美国文学选读Ⅰ

27 朱英 大学英语 III

28
体育系

鲁莺 羽毛球

29 李亚男 健美操

30
机电工程学院

陶冶 广告学概论

31 周妍黎 影像与音乐编辑

3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常州）

徐宁 信息论与编码

33 刘翔 电子技术基础 B

34 朱川 程序设计语言(C)

35

数理教学部

周芬 线性代数

36 李宝军 高等数学 BI

37 陈华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8 外语教学部 张兰 大学英语Ⅰ

39 体育教学部 谢月芹 女子排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