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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院校教师教学方法探析

i有青
(黄山学院社会科学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在大众化教育的背景下，新建院校教师要强化质量意识’。要针对课程实际和学生特点，不断研

究和改善教学方法，切实提高教学质量，保证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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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新建本科院校学生的整体

生源情况有了新的特点，要切实提高新建院校的办

学质量，每一位教师都必须关注教学实效。因此，广

大教9币要从研究课堂教学方法人手，掌握课堂教学

规律，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一√k要

1．要了解学生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指出：“学的法子要跟

着做的法子，教的法子要跟着学的法子”；“教师不

是教书，不是教学生。而是教学生学”。根据陶行知

的生活教育理论，结合新建本科院校自身特点和生

源实际，从培养应用型人才人手，从了解学生的心

理特点切入。应做到因材施教。

学生是授课对象，是教与学过程当中的主体，

所以教师在授课之前必须要根据学生的实际，真正

做到了解学生勰前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课中通
过及时观察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课后

了解学生对教师上课情况的反映和要求。作为新建

本科院校，招生录取的学生大都是刚过二本线的学

生，要认识到学生客观的学习基础，既不能高估学

生．也不能低估学生。

作为教师脑子里耍时刻铭记学生是衣食父母，

学生是教学的资源。(I】62课堂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

真正了解学生的基础、意见和要求。围绕学生实际

展开课堂教学，以便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

2．要明确思路

每一堂课要讲授的内容，在备课时、在上课之

前应在自己的脑海里勾画出大致思路，在黑板上板

书的内容要条理清楚。拿《心理学》为例，这是一门

师范类的专业基础课，概念很多，对每一个新概念

的阐述都要做到讲解清晰、表达清楚，让学生在理

解的基础上记忆。让学生感觉到认真听课和不认真

听课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3．要突出重点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除了课堂上要着

重突出重点内容以外，更要把疑点、难点讲清楚，也

就是要突出重点、疑点和难点。大学教育之所以有

别于中学教育，在于教师的角色主要是引导和点

拨。根据课堂上学生的接受情况，及时反馈信息；另

外对于以往学生在作业和考试当中容易出现错误

的地方，要特别说明，以避免出现同样的错误。现在

高校的教学条件大大改善，很多课程大多采用多媒

体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所以每堂课的教学重点、疑

点和难点都制作在课件中，这样一方面起到了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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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做课堂笔记。

4．要善于问题

填鸭式的课堂教学方式，看似信息量大，实际

教学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解决这一问题是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的难点。在教学过程中应多提些能让学生

积极思考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既活跃了

课堂气氛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大大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果。

5．要勤于启发

对于每节课上要提什么问题．在什么时候提，

教师在备课时就应该设计好。整个教学设计的过程

要有启发性，即对将要讲授的新内容应有诱导作

用。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善于进行教学设计，善于

提启发性的问题，师生之间的互动，不但活跃了课

堂气氛，更重要是提高了教学效果。

6．要联系实际

通过实践学习比学习规则要容易。规则的作用

是帮助和强化从实践来的知识。【：瑚要重视联系实

际和实践环节。任何理论都需要在实际中得到验

证。要提高教学效果，确保教育质量，不能拘泥于传

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要敢于突破，大胆创新，

以教材内容为底本，由浅人深，由近及远。广泛联系

生活实际。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7．要富有激情

虽然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但是教师也是教

学活动的重要主成部分，因此一节课的成功与否，

主要取决于教师教的好和坏。教师的情绪往往会直

接感染学生。很难想象一个老师如果自始至终原地

不动地读讲稿，他的学生会情绪高涨地听课。所以，

教师应富有激情地大声讲课，做到声情并茂，要不

断地和学生进行互动、交流。虽然讲课的时候不能

向朗诵诗歌一样．但要认识到教师的讲课应该是一

门艺术，教师如果做到眼中传情．绘声绘色，激情饱

满地授课，那么将会直接感染学生。会让学生把听

课当作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

8．要及时总结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要意识到

当堂掌握新内容的重要性，教师在每次讲课时都要

做到及时总结。也就是在每次课结束前。要留6到8

分钟左右的时间从头到尾梳理一遍本次课讲的主

要内容。这样，克服了不必要的遗忘，也让学生对课

程的重要性有了较深的重视，教学效果也会得到提

高。
’

二、八 忌

1．忌备课不充分

认真备好课，从学生、教材和教法这三个环节

做好备课工作。要保证上好课。必须做到课前备好

课，如果备课不充分的话，那么教师就不能很好地

掌控讲课的节奏，就无法保证授课的质量。教师要

充分利用寒暑假认真备课，并参考同类的教材和教

学参考书写出备课笔记，制作好课件。这样才能保

证授课时从全局把握教学内容，注意教学内容之间

的联系，有助于讲课时突出重点。要提高教学质量，

获得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备好课是非常关键的一

环，切忌上一次课只备一次课的内容，这样的话不

能从宏观上把握整体教学内容。只会影响教学效

果。

2．忌照本宣科

若照本宣科，没有激情，对学生的学习就会缺

少吸引力，就会使学生从心理上产生排斥，产生厌

恶感，不利于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教师讲课举的例

子和例题，应尽可能从其他教材和资料上找，因为

如果与教材完全一样。学生完全可以看书本上的内

容，就不会跟着教师的讲解同步去思考，也就会影

响学习效果了。

3．忌背对学生讲课

这样不能观察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表情。及时了

解学生的学习动态，无形中也拉大了师生之间的心

理距离。教师应该面对着学生。师生间应有目光的

交流。就像两个人说话的时侯总要眼看着对方一

样，这不仅仅是尊重，更是交流的需要，上课更应该

如此．只是一对多而非一对一的区别而已。老师和

学生之间完全没有交流。那么老师讲课就如同自说

自听。教学效果肯定会很受影响。

4．忌语速不适

教学中应保持恰当的语速．切忌过快，也忌过

慢。教师讲课的语速要适当，语速过慢完成不了教

学内容．语速过快学生的思路又跟不上。这是年轻

教师初为人师时的通病。

5．忌用语不准

教师教学用语必须准确．切忌含糊不清。老师

的作用就是给学生传授真知。教学中，不能用“好

像”、“可能”、“差不多”等模糊语言。教师对于课程

中涉及到的国家规范和国际标准．一定要给学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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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清楚。

6．忌说话不畅

教师教学中，语言一定要流畅。不能支支吾吾。

教师在给学生上课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以匿名的

方式对自己的上课情况提出意见。之所以这样做对

教师本人提高教学水平很有帮助．学生提出的意见

对自己肯定的，要继续保持，并努力做得更好；对学

生提出的批评性意见和建议，要虚心地接受，并努

力改进。

7．忌板书杂乱

规范化的板书是教师教学的基本功之一。如果

教师在上课的时侯板书没有经过预先设计．看到哪

有空白往哪里写，学生可能摸不着头脑，也不好记

笔记。教师要注意凡是课件上没有而又需要板书的

内容，要按照顺序板书，并且做到字迹清楚，书写规

范。这样不但有助于学生记笔记，更有助于学生更

好地掌握学习内容。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性格的老

师，切忌板书条理不清楚，杂乱无章。

8．忌坐而不立

随着多媒体教学运用的普及，许多教师在授课

时。～直在电脑显示屏前．对着电脑坐而论道，从根

本上忽视了教学中应注重师生互动这一基本要求。

采用课件授课只是一种教学的辅助手段，大部分的

内容还是要靠老师讲，只有这样老师才能从计算机

的操作台解脱出来，站在讲台上讲课。

作为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师。一定要注重对教学

方法的研究。有了一支业务水平高、掌握科学教育

教学方法的师资队伍。才能使新建院校和谐、健康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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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eaching Methods in Newly-established Universities

Wang Youqi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ass education,the teachers of newly—-established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quality consciousness，and keep researching into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urriculum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ents．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teaching quality be enhanced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e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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