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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 笔者总结从教的心得和体会, 论述了青年教师应 该正确处理 教学与科 研、
理论与实践、多媒体与传统教学之间的关系, 并阐述了从课前、课堂、课后三个环节改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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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s and Steps Young Teachers Must Deal with Seriously
ZHANG Qi, PAN Meng- chun
( College of Mechatr onics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N UDT ,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uthor. s own experience, three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are summarized. They ar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nd resear ch,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multimedia
teaching. Then three key steps are emphasized: prepar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review after class.
Key words: young teacher;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ultimedia; traditional teaching
/ 师 者, 所 以传 道、授 业、 解惑 也0 是 韩 愈 5 师说6

心, 而在教学中 / 不求有 功, 但求无过0 , 导致了 高等学校

中的名句。当年学习 这篇 文章 时, 只知道 教师 的职 责就是
传授道 理、教 授 本领、 解 答困 惑, 并 无 过多 思 考。如 今,

教学质量下滑。高 等学校 担负 着为 社会培 养和 输送高 素质
的专业人才的重 要使 命, 如果 学生 在校期 间接 受了良 好的

笔者结束学 生生 涯, 成为 了一 名军校 教师, 经 过一 年多的
工作、学习, 才 重新对 这句 话有 了深入 的理 解和 思考, 才
体会到成为 一名合格 的教 师不仅 要付 出辛苦 的劳 动, 更要

高等教育, 掌 握了 科学文 化知 识, 那么 毕业之 后, 就 可以
为祖国的建 设服 务, 我们 的祖国 才会 欣欣向 荣。这也 是梁
启超 所说的 / 少年强, 则中国强0 。所以教师 的首要 职责是

勤于思考。对于教师 尤其 是青 年教师 来说, 要 真正 实现传
道、授业、解惑的目标, 必需认真处理好下面几个问题。

教书 育人, 如 果不从 事教 学或者 对教 学工作 不重 视、不投
入足够的 精力, 那 就不是 一个 称职 的教师。当 前, 我 校把

一、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教授、副教授是否 承担本 科生 教学 任务作 为教 师的一 项重
要评 价指标, 也说明了教学工作对于高等学校的重要性。

当前, 高校的青年教 师大 多是博 士毕 业后 直接留 校任

其次, 教学和 科研 是不矛 盾 的。以教 学为 中心, 并不
是放 弃科研; 在高标 准完 成教学 任务 的情形 下, 教师 应该

教的。在攻 读学位 期间, 他 们在 导师指 导下, 在 课题 组中
承担了重 要任 务, 发挥 了重要 作用; 在 此期 间, 发表 的学

积极地投入 到科 研中, 为 科技强 国贡 献聪明 才智; 同 时再
把最新的研 究成 果渗透 到教 学中, 提 高教学 质量。教 学与

术论文是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撰写的学位 论文是最终 成果,
他们的精力 全部投入 到科 学研究 中, 科学 研究 的价 值体现

科研有机结 合在 一起, 互 相促进, 形成共 同提 高的良 性循
环机 制。我 校提 出了 / 研 究型 大学0 的 建设 目标, 这 是把

了他们的 能力 和水平。 然而, 成 为一名 青年 教师 后, 角色
发生了变化, 以科研 为中 心的 状态就 需要 进行调 整, 那么

教学和科研有机 结合 的良好 机遇。 研究型 大学 意味着 在教
学形式和教学内 容中 更加强 调研 究性, 因 此教 师的科 研活

就必需认真思考和处理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
首先, 虽然教 学和 科研 是高等 学校 的两 大职 能, 但教

动应是教学活动 的一 部分, 教 师对 教学的 关心 应放在 对科
研的关 心 之 前, 在 科 研 中 教 学 是 研 究 型 大 学 的 一 大 特

学是学校的 主题, 学 校的 一切 工作都 应该 服从于、 服务于
教学工作。很多青 年教 师有意 或无 意中把 科研 作为 工作重

色 [ 1, 2] 。和传统教学型大学相比, 研究 型不仅意味 着一流的
教学 质量, 而 且意味着一流的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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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授课内容, 只 讲了 五分钟 就被 叫停 了。当时, 系 里资 深的
教师提出了 深 刻、中 肯 的 意见: 照 本宣 科、 离不 开 课 件、

理论和实践 的关 系包 括两个 方面: 一 是理 论知识 和实

与听众没 有交流 、没有激 情等 等。试讲 之后, 笔 者进 行了
认真 的思考。笔者所 犯的 最严重 错误 是过于 依赖 课件, 忽

际生活中的 物理、化 学现 象之 间的关 系; 一是 理论 课程与
实验课程之间的关系。
首先, 理论知识与实际物 理、化学 现象之 间关系。笔
者主讲的电 路课程是 一门 理论性 很强 的课程 。以电 感元件
为例, 在教 材 中, 电 感元 件存 储 的磁 场 能量 的 计 算式 为:
1 2
Li 。式中为 元件 的电 感量, i 为元件 中的 电流。电
2
感元件中存 储的能量 与通 过元件 的电 流平方 成正 比。如果
W=

仅仅这样, 学生的印 象是 不深 刻的。如果 把电 感元 件的储
能与实际物 理现 象联 系起来, 那会收 到什 么效果 呢? 这时
我就启发同 学: 当我 们把 闭合 的电闸 刀断 开时, 会 观察到
什么现象呢, 为什么 出现 这种 现象呢? 让 学生 思考 一会之
后, 我会揭晓答案: 会出现电火花 ( 电 弧) , 这 是因为断开
前, 电路中磁场能量为 W= 1 Li 2 , 短路后, 电 路中磁场能
2
量为零。根 据能量 守恒, 能 量不 会消失, 那么磁 场能 量必
然在很短时间内转化为其他能量形式 ( 电 火花) , 所以同学
们在断开 电闸 时一定 要注 意安全 。进一步, 我又 提问: 电
火花是一种 有害 现象, 有 可能 对人体 和设 备造成 损害, 那

视了 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
在黑板加粉笔的 传统 教学 中, 教 师的 讲述、板 书、提
问都是精 心设计 的。授课 过程 中, 教师 的讲述 、板书 引导
着学生由 浅入深 、循序渐 进的 学习 知识。课堂 上, 教 师利
用眼神、手势 不断 和学生 沟通、 交流。在 传统 教学 中, 黑
板和粉笔只 是教 学工具, 教师才 是课 堂上的 主导, 教 师把
握着课堂教学的 脉搏。但 是随 着多 媒体技 术应 用到课 堂教
学中, 其强大 的的 文字、图 像、声音 功能极 大的 丰富 了课
堂的表现 力; 与此 同时, 也 部分取 代了 教师的 作用 , 教师
的主导地 位 也面 临挑 战。甚 至 有些 教师 过 分依 赖多 媒 体,
成为 了 / 计算 机的奴隶0 [ 4] 。那么如何 使用多媒 体, 才能取
得好 的教学效果呢, 个人认为应该注意下面的问题:
多媒体只是 一种 授课手 段, 教师 应该 把握教 学活 动中
的主 导地位。教师应 该主 动地有 选择 地使用 多媒 体, 而不
是被 动地跟着多媒体课件走。
多媒体服务 于教 学 内容, 教学 内 容 决定 多 媒体 形 势。
如果 片面追求多媒体课件的 / 新颖0、/ 花哨0、/ 动画0, 片
面追 求多媒体课件的 / 技术含量0 , 忽 略了对授课 主题的组

么是否有预 防方 法呢? 最 后, 我会 把释放 磁场 能量 的续流
电路介绍一 下。通过 这样, 把 理想 电感元 件与 实际 生活中
遇见的物理 现象相联 系, 学生 就感 觉课堂 内容 不是 枯燥乏

织、讨论、延伸, 忽视了学生 分析、解决问 题能力的培 养,
那么就会影响课 堂授 课的效 果。课 件的制 作和 使用一 定要

味的, 而是 生动活 泼的, 而 且会 印象深 刻。因此 把课 堂上
的理论知识 与实 际的 物理、化 学现象 联系 起来, 就 会收到

适当加入服务 于主题的、引起学生兴趣的多 媒体表现 形式,
就会 取得好的效果。

很好的效果。
其次, 理论课 程与 实验 课程 之间 的关 系 [ 3] 。电路 课程
是一门技术 基础 课, 它包 括授 课和实 验两 个环节。 在第一

多媒体课件 上的 文字应 该精 炼。如果 把课本 上的 文字
照搬上去, 那 么就 淹没了 重点, 成 为照 本宣科 , 学生 也会

次电路实验 课上, 我发 现很 多 学生 不是 积 极地 调 试仪 器,
观察现象, 记 录数 据; 而是 盯 着 实 验台 , 表 情 十分 茫 然。

紧密结合教 学 目的, 突 出 重点, 突 破难 点。 在此 基 础 上,

失去兴趣和 耐心。所 以课 件上的 文字 应该是 提纲、结 论和
重要 的提示性文字。

一问才 知, 学 生只 知 道书 本上 的 电路 模 型, 但 动 起手 来,
才发现书本 上的 电 路模 型和 实 际电 路是 有 距离 的。所 以,

四、把握三个环节

从第二次实 验开 始, 我就 布置 学生预 习实 验内容。 所谓预
习, 不是仅 仅把实 验指 导教材 看一 遍, 而是 要求: 清 楚实
验的目的, 复习实验 中对 应的 知识点, 思 考应 该观 察到什

为了在教学 中取 得好的 效果, 除 了正 确处理 教学 与科

么现象; 还 要求: 在 脑海中, 把实际 器件 连 接起 来, 烙下
印记; 如果实际连接 中出 现了 问题应 该如 何解决 等等。通
过这样的要 求, 学生 带着 问题 进入实 验, 实验 效果 明显提
高, 学生的兴趣日趋 浓厚; 有 时学 生还提 出了 加作 实验指
导教材上未列出的实验项目。

研的 关系、理 论与实 践的 关系、多 媒体与 传统 教学的 关系
之外 , 还要把 握好课前、课堂、课后三个环节。
我校的潘存 云教 授主讲 机械 系列课 程, 深受 广大 学生
爱戴, 不久前, 被授予 全军 育才金 奖。笔者 有幸 聆听 了他
给青 年教师进行的一次讲座。其中印象 很深的就是, 他说,
一次课 ( 一百分钟) 的 授课 内容, 课前 他需 要准 备十 二个
小时。这真是: 一分耕 耘, 一 分收获。 那么 在课 前应 该做

三、处理多媒体与传统教学的关系

哪些准备 呢? 首先, 必 需认 真钻研 教学 大纲和 教材 、了解
所教学生的 实际、组 织教 学内容、 选择适 当的 教学方 法外

我校的青年 教师 大多 经过研 究生 阶段学 习之 后, 留校

还必 须根据多媒体教学手 段的 规律 和特点 精心 设计每 堂课
的教学结构 和教 学流程。 其次, 从 实际出 发遵 循教学 原则

任教。在研 究生学 习阶 段, 就接 触、学习 和使用 多媒 体技
术进行学术 交流 和论 文答辩。 在任教 之后, 自 然而 然把多

合理分配时间因 材施 教, 培养 学生 的能力 和发 展学生 的特
长, 提高教学 效益和教学质量。

媒体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方式。
我校规 定, 新 上课 的教 师必需 经过 试讲, 试 讲合 格才
能上讲台。笔者在 第一 次试讲 之前, 作 了一 定的 准备: 精

学生 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杜绝 / 填鸭式0 、/ 满堂 灌0 。应该
帮助学生养成带 着问 题学习 的习 惯, 增强 学生 学习的 主动

心制作了课 件、详细 书写 了讲 稿。但是准 备了 五十 分钟的

性。

课堂上, 一定 要调 动起每 一位 学生的 积极 性, 加 强与

张琦等: 青年教师需要认真处理的关系 和环节
课后是学生 巩固 和强 化知识 的重 要环节。 在电路 课程
中, 课后习题的训练 是不 可缺 少的。如果 教师 仅仅 把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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