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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第十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开班仪式暨教学研讨会 

 4 月 26 日，我校在闻天馆 104 举行第十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开班仪式暨教

学研讨会，教务处阮怀宁处长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教学名师王惠民、省教学名

师黄振平、土木院教学副院长沈扬、优秀主讲教师吴志红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常

州工学院教务处李俊生副处长、第十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全体教师及其他相关教

师近 70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教务处于伟副处长主持。 

阮怀宁处长指出，教师首先要做一名合格的教师，然后做一名优秀的教师，

最后争取做一名卓越的教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像“磁铁”一样把学生吸引来，

而不是用“绳子”把学生捆来。大学教师的目标是追求卓越，要成为卓越教师既

需要教师自身的不懈努力，也需要学校提供的各种学习交流机会。卓越教师培养

工程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互相切磋、交流学习的平台，希望教师能在这个平台上分

享经验、共同成长。 

会上，国家级教学名师王惠民教授结合自身的执教生涯，与大家分享了他对

教学工作的感悟，并对年轻教师提出了中肯的教学建议和要求；省级教学名师黄

振平教授作为教学督导代表，结合日常听课情况，指出了年轻教师在教学中普遍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土木院教学副院长沈扬作为优秀主讲教师代表与大家分

享了自己在教学实践中坚持的几个关键词：“教人交心”、“教者自强”、“教法万

方”；优秀主讲教师吴志红作为第九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优秀教师代表，介绍了

自己参加工程的经历与感受。于伟副处长总结了第九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情况，

并介绍了第十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工作安排。 

卓越教师培养工程是我校教师发展中心开展的教师教学能力培训工程，分设 

“新教师研习营”、“教学加油站”和“名师成长苑”三类培养项目，主要培养途

径包括教学方法和技能培训、教学观摩、教学导师“一对一”指导、督导跟踪指

导等，教师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加相应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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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成长苑”教师陆续开设公开课 

为搭建教学交流平台，营造教学研讨氛围，促进教师教学能力发展，教师（教

学）发展中心于第十一周陆续组织教师开展了公开课活动。 

参加第十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名师成长苑”项目的教师分别开设了公开课。

各相关院（系）积极组织本院教师前往听课观摩、交流研讨，同时中心邀请教学

名师、教学督导前往交流指导，并对公开课活动进行全程录像。 

   公开课是教师从事课堂教学研究的一种观摩、交流形式，中心规定参加“名

师成长苑”项目的教师在培养期内至少开设一次公开课。 

 

中心组织教师收看全国高校网络培训计划 

网络直播系列讲座 

为提高高校教师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于

2013 年上半年推出系列网络直播讲座（附件 1），我校于每周四下午 2:00 在致

高楼 A303设立固定会场，积极组织教师统一收看。 

该学习方式形式新颖，为教师网络学习提供了便利条件，教师可根据自身需

要，选择收看感兴趣的讲座，此种学习方式受到了教师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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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如期开展 

为加强本科教学过程管理，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按照学校教学管理要求，于

第 9 —11周（4月 22日-5月 12日）开展期中教学检查工作。 

检查工作采取“各院系自查为主，学校抽查为辅”的方式，对学校常规的教

风、学风和管理工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各院（系）组织开展了干部听课

检查活动、公开课观摩听课活动，召开教师、学生座谈会。校督导组深入课堂，

按照期中教学检查的要求进行督查。 

本次期中教学检查中，各院（系）领导、校督导组、院督导组、教学管理人

员以及教师深入本科生和研究生课堂听课，其中中层干部共听课 161门次。检查

表明，我校教学秩序正常，教学效果良好。 

我校开展首届微课教学比赛暨首届全国高校 

微课教学选拔赛 

为进一步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融合，选拔优秀

教师参加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举办的“首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

赛”，我校开展了首届微课教学比赛暨首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选拔赛。水文院、

港航院、土木院、计信院、力材院、外语院、大禹院以及常州校区教师踊跃报名

参赛。 

本次比赛由学院推荐和个人自愿报名相结合，教务处统一安排教师试讲与录

像，并组织专家对教师的参赛内容进行了现场指导。经过专家评审，评选出一等

奖 2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6名。 

教务处将对获奖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在教师发展中心网站开辟专栏宣传获奖

作品，供广大教师及学生观摩学习，并从获奖作品中择优推荐参加江苏省微课教

学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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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举办教学系列讲座之八：浅谈实用教学 PPT 的制作 

为提高教师课件制作水平和艺术性，增强课堂教学效果，5 月 15 日，中心

特邀第十二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获奖教师、土木院教学副院长沈扬副教

授作了题为“浅谈实用教学 PPT的制作”的讲座。 

沈扬副教授首先指出，成功的教学课件应该是先理念后技术，要站在听众的

角度，把要表达的东西教授给学生，而不是让复杂的动画、缤纷的色彩等噱头喧

宾夺主。他认为，在制作教学课件时要处理好 PPT和板书的关系；注意观察、充

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巧妙搭配、不怕麻烦，从而保证课件的逻辑性和趣味性。

沈扬副教授还现场操作，向大家示范了教学课件的制作过程和诀窍，受到老师们

的欢迎。最后，参会教师就教学课件制作的有关问题与沈扬副教授进行了交流。  

此次活动由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第十期卓越教师培养工程

教师、广大年轻教师以及学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中心举办第九期教学午餐会：大学教师的礼仪素养 

5月30日，中心在博学楼 B302举行了我校第九期教学午餐会。常州工学院教

务处副处长李俊生、理学院教学副院长朱永忠、本科教学督导李东新、公管院播

音系主任沈晓静、校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李群英、第十期卓越教师工程培养对象及

其他教师、教学秘书、教务处相关人员共50余人参加了午餐会。 

在本次午餐会中，大家就“大学教师的礼仪素养”进行了交流，参会教师多

角度、多方位地讨论了如何培养良好的大学教师礼仪素养。理学院教学副院长朱

永忠教授结合自己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指出教师语言一定要清晰、准确、言简

意赅；语音语调要有变化；上课一定要有状态，富有激情；衣服搭配要严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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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时宜，这样才能受到学生的欢迎。公管院播音系主任沈晓静教授从教师仪态的

角度认为，教师和学生之间存在着一种“空间语”，教师的仪表、坐立行、表情

都会影响到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有效的肢体语言、亲切的目光等良好的教师仪态

不仅可以提升教师魅力，而且能获得学生的认可。校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李群英老

师从发声技巧的角度谈到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发出圆润、动听、优美的声音，首

先是要注意嗓子的保养；其次是正确科学地使用嗓子，在现有条件下科学发声。

李老师还在现场做了示范，带领现场的老师学习胸腹式联合呼吸法，找到声音最

佳的共鸣位置（会议记录见附件2）。 

教学午餐会是一种非正式的交流活动，利用教师的午餐时间组织教师探讨教

学问题、交流教学经验。教学午餐会为广大教师提供了教学交流的平台，旨在促

进教师教学能力发展、追求教学卓越，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常州校区举办第二期教学午餐会：如何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4月24日，河海大学常州校区教师发展分中心在图书馆举行了本学期第二期

教学午餐会。校区管委会范新南主任，省级教学名师朱昌平教授，学院、基础学

部教学负责人，教学督导，卓越教师工程培养对象，部分教师、教学秘书、教务

部有关人员近90人参加了午餐会。午餐会由教务部叶鸿蔚部长主持。 

本次午餐会的主题是“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机电学院赵占西教授和

学工部周国莉老师做了专题发言，他们结合自身教学经历，分别以“掌控课堂秩

序提高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结合学习理论看如何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为题，与在场的教师分享了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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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的理论、方法和措施；物联网学院朱昌平教授、机电院丁坤副院长、企管院

庞庆华副院长、人文部纪玲妹主任、外语部赵婵主任分别结合所授课程的特点和

自身教学体会进行了交流。他们认为教学中应结合工程实践案例、人文典故、社

会动态等，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课堂内容生动化，给予学生更多的信任与鼓

励，激发其学习信心与热情。与会老师表示深有启发，获益匪浅。 

校区管委会主任范新南在讲话中指出，提高课堂教学艺术，提高学生学习主

动性，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广大教师永恒的话题，希望校区每一位教师在教学

生涯中都能成为学生心中的偶像，成为一名教书育人的好老师，更好地激发学生

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促进学生在知识上、学术上不断探究前行。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来我校调研 

5 月 14 日上午，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张乐勇主任一行

来我校调研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有关工作，教务处于伟副处长以及教学评估

科科长陈磊、副科长张容参加了交流。 

座谈会上，于伟副处长首先对张乐勇主任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

我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组织运作情况。随后，张容老师就我校教师（教学）

发展中心的机构设置、目的与宗旨、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以及开展的系列活动作

了详细介绍。陈磊老师重点谈了中心工作的亮点、特色以及存在的困难。对方认

真听取了介绍，充分肯定了我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最后，于伟副处长做了总结发言，并回答了张乐勇主任等提出的教师（教学）

发展中心的定位与职能、相关部门协调情况等问题。于伟副处长指出，我校教师

（教学）发展中心工作还需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学习完善，希望多与兄弟院校交流

研讨，把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办得越来越好。 



 

 8 

中心近期活动预告 

 

◆ 6月上旬，组织教学系列讲座之九 

◆ 6月上旬，开展课程评估工作 

◆ 6月中旬，检查讲课竞赛中期进展情况 

◆ 6月下旬，举办教学系列讲座之十 

◆ 6月下旬，举办第十期教学午餐会 

◆ 6月下旬，继续开展优秀主讲教师配备助教工作 

◆ 7月上旬，召开教学督导会议 

◆ 7月上旬，开展期末学生评教工作 

 

 

 

 

 

 

 

 

 

 

 

 

 

 

 

 

本期责任编辑：于伟、张容、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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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网络直播系列讲座 

 

讲座时间 

（下午 2:00） 
讲座题目 主讲人 

4月 18日 
大学生数学思维的培养——兼谈

数学文化课的教学 
顾沛  （南开大学） 

4月 25日 如何指导学生做科研 陈跃雪（北京农学院） 

5月 9日 史学经典与人文修养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 

5月 16日 若为人师，享受教学 施大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5月 23日 教师应该读点儿文学史 韩天鹿（河北大学） 

5月 30日 美学与大学生艺术素养教育 王德胜（首都师范大学） 

6月 6日 大学生喜爱什么样的老师 郑曙光（宁波大学）  

6月 20日 如何指导本科生的创新活动  宋峰  （南开大学） 

6月 27日 深化教学改革，加强课程建设 陈仲利（北京化工大学） 

7月 4日 论中国人的灵性与宗教 魏德东（中国人民大学） 

 

（2）第九期教学午餐会会议记录 

时间：2013年 5月 30日 11：30-13：00 

地点：江宁校区博学楼 B302 

主题：大学教师的礼仪素养 

参加人员：李俊生（常州工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朱永忠（理学院教学副院长）、

李东新（本科教学督导）、沈晓静（公管院播音系主任）、李群英（校

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第十期卓越教师工程培养对象及其他参会教师、教学秘书 

教务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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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50 余人 

主持人：  张 容（教务处评估科副科长） 

记录人：  杜丹丹 

 

李群英： 

 我一直从事播音主持工作，时间有限，我就从两个方面讲讲怎样运用科学的

方法发出圆润、动听、优美的声音，因为我们大部分老师都是没有一定的发声功

底、没有掌握科学的方法。 

1、嗓子的保养。我们首先要了解发声的生理构造，它的动力系统是肺，声

带是我们重要的发声器官。当你发现你的普通话与播音主持的有差别时，你应该

意识到有语音问题，这个主要与唇形、舌位有关系，应该多听广播、多看电视，

然后进行有效整改。生活中我们也应该注意嗓子保养，多补充维生素 A、B、C，

吃些清淡的食物，注意保暖、保持良好的睡眠。 

2、正确科学的使用嗓子。在现有条件下，科学发声。首先，不要光嗓子用

力，因为这无法支撑你长时间发声，我们应该用胸腹式联合呼吸法，用气息作支

撑，所谓气足声才高。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大家也可以跟我学。然后就是吐

字发音。声音有共鸣才能够使声音扩大、美化，关键在于找到声音的最佳共鸣位

置，本色声音做音区，共鸣才最强烈。 

 

朱永忠： 

刚才听了李老师的发言，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我每次上完课都感觉累，原来

是发音问题。平心而论，讲教师的礼仪素养不是我的强项，我也不是专业人士，

所以我在网上搜了一些资料，准备素材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而且还是研究性

学习的过程。我在网上搜了十大受欢迎的老师类型和十大不受欢迎的老师类型，

发现老师的语言和服饰也是很重要的。 

1、教师语言是教学工具。前苏联教育家说过：教师的语言修养决定着学生

在课堂上脑力劳动的效率。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58%通过视觉，

35%通过听觉，只有 7%通过内容，又有实验证明 70%的错误是由错误的交流造成

的。可见语言的重要性。 

2、教师语言的分类，包括：口语、书面语和肢体语言。这三种语言要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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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口语和书面语要区分开，肢体语言要适度。 

3、下面是我的个人感受，如果在座各位觉得有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1）我们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尽量使用普通话，切忌口头禅、重复语、口

音，注意吐字清晰。 

（2）表达要准确无误、科学。我们在课堂上不要照本宣科，而是要用通俗

的语言把意思表达出来，让学生能够接受。 

（3）一定要言简意赅、不罗嗦、不拖泥带水，要简明扼要、一针见血。 

（4）语音、语调要根据上课的内容变化，不要一成不变。 

（5）语言要诙谐、幽默。 

（6）语言要平实，不能太抽象，保证学生能听懂。 

（7）善于使用情感性语言，可以宣扬自己对本专业的热爱，对教学、科研

的认同，还可以是对学生的爱护。 

（8）善于使用肢体语言，不能太张扬。 

（9）课堂切忌传递消极情感，课堂是传播知识的场地。 

（10）最后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有激情。现在网上有很多教学名师，可是我

们为什么还是开展课堂教学呢？因为课堂教学能给学生现场感，让学生感受到气

氛。 

4、最后我谈一下教师着装： 

（1）明确着装定位。我们的着装面向的对象是学生，良好的服饰能够取得

好的教学效果，还具有示范作用。 

（2）衣服搭配要严谨、合乎时宜。服饰要端庄，否则学生的目光都集中在

衣服上，导致学生的注意力分散。 

（3）四个切忌：切忌不整洁、切忌不清洁、切忌不庄重、切忌不变化。 

（4）着装不能过分暴露、短小，良好的着装也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 

形象不仅包括语言、服饰，这只是两个很小的方面，教师形象是由内而外散

发的气质，因此我们要精神饱满、有激情，这样的老师才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喜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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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静： 

刚才朱院长讲了仪表方面，那我就再补充两点。教师的礼仪和素养不仅可以

提升教师魅力，还能获得学生的认可。 

1、教师礼仪主要有以下特性：鲜明的强制性和强烈的形象性。 

2、教师的仪表：头发，不管什么发型，均以整洁为前提；正式课程包括公

开课等，可以适当化淡妆，但要避免脂粉气。 

3、教师的仪态是我下面重点讲的内容。 

   （1）教师的坐立行。教师的仪态传递着一种空间语言，有效的肢体语言能够

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2）教师的表情。目光要亲切，注视的部位是两眼和嘴之间的三角区域，标

准的注视时间是交谈时间的 30%—60%，切忌瞪眼、眯眼等。 

    每个老师都有不同的穿衣风格，我建议每位老师准备一套正装，搭配好，这

样不仅可以表现你的仪态也能表现出你对别人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