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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交流平台 • 主题沙龙分享实践教学经验
教师说
交流平台

督导谈

• 青年教师谈实践教学体会

• 谈谈学生评教

教评动态 • 教评信息推送

教评中心举办实践教学经验分享主题沙龙，
助力教师提升实践教学水平

学校教评中心举办“实践类‘青教赛’

证和实验探索相结合，既能紧紧抓住学生的

心得体会与实践教学经验分享”主题沙龙。

注意力，又加深了学生对抽象知识的理解。

部分本科教学督导，各教学院（部）70 余名

同时，结合 自身体会，分享了实验课参赛课

青年教师参加了活动。

程设计技巧和视频制作思路。1

3 位青年教师王猛猛 ( 工学院 )、孙宇涵 ( 生

张洋老师以《房地产金融》实验课教学

物学院 )、张洋 ( 经管学院 )，分别从工科、农科、 为例，分享了开展经管类实践教学的体会：
文科不同学科实践类课程的授课内容、方式、

通过科学设计实践环节，组织学生在虚拟实

方法等方面，分享了各自的教学探索与实际

验室亲历房地产金融过程，激发学生学习兴

效果。

趣，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王猛猛老师以“教师引导，学生主导”

在互动交流环节，本科教学督导王乃康、

为题，分享了工科类实践教学的一些创新做

夏自谦结合多年实践教学经验，对如何有效

法，如：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自主查阅

开展实践教学和准备实践类‘青教赛’，进

文献、小组讨论、互相协作，并进行小组汇报。 行了精彩的分享和针对性的指导。
搭建课程微信平台，共享实习（实验）总结，

参与活动的教师们积极提问或发言，探
讨了在实践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各自的想法。

实现课后网上互动、答疑。
孙宇涵老师以《植物组织培养》实验课

（教评中心）

教学为例，分享了如何将理论知识、实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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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说

多维度改革教学模式，提高工科实践教学质量

工科类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

实验报告尽量避免模板化，这样会给学

际、加深理论认知水平、加强创新实践能力

生“抄袭”的机会，应该针对不同的实验内

训练等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激发学生实验

容布置开放性的作业，既要有本组实验的数

的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提高实

据总结，也要有其他小组实验结果的横向对

践教学的开放性和延展性等显得尤为重要。

比、分析和讨论，更希望学生能够提出更加

面对实验室面积紧张、教学设备数量有
限等问题，可考虑虚拟仿真实验室的建设，
充分利用“互联网 +”技术，拓展实践教学
空间，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优化的实验方案等，尽可能地避免实验报告
的雷同度；
为实验室开通微信公众号辅助实践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可将实习任务与安排提前通

实践教学应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过公众号发布，及时将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

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做回学习

表现、实习收获、感想推送出来，也可以是

的主人，教师做好引导，实验室进一步完善

老师为学生答疑与交流的平台，学生也会因

创新实践能力平台的搭建，能让学生在实习

此更加关注实践教学，此外，实验室建设和

过程中体会到学习的快感，能为自己在实习

实践教学活动在朋友圈的转发也进一步提高

中所获得的知识、能力而骄傲，进一步提升

了本专业的社会知名度。

学生对实践教学的认可度。
教 师 说

（工学院

王猛猛）

房地产金融学实验教学

“房地产金融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物业

在实验环境下，让学生参与实验，亲身

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工程管理、工商

经历虚拟的、与现实平行的房地产金融过程，

管理等相关专业的重要核心课程。目前，各

能够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感性认识，教

高校房地产金融学课程的教学主要采用多媒

学效果良好。首先，学生以决策者的身份参

体教学方式，少数院校辅以案例教学等教学

与实验经济过程，亲身体会到实验市场变化

方式。

的细节，能够对房地产金融过程有更加具体、

然而，在绝大多数学生没有房地产交易

深刻的感受，有助于学生理解相关的理论知

经验，对房地产市场缺乏感性认识的情况下，

识。其次，在实验过程中，学生面对不断变

仅靠多媒体等传统教学方式很难让学生充分

化的房地产实验市场，独立分析问题和做出

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亟需采用新的教学方

决策，“实战”演练，实践能力能够得到最

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实验经济学发

直接的锻炼和提高。因此，在现有教学方式

展迅速，尤其是 2002 年和 2012 年实验经济学

体系中引入实验教学方式是有必要的，实验

家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促进了实验

教学方式能与其他教学方式相配合，共同促

经济学的发展成熟和广泛应用。实验被引入

进房地产金融学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等课程的教学中。

（经管学院
北林教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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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感”对增强学生实践技能的重要性
——生物类实践课程教学心得

教育的“获得感”有别于“成就感”，

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自主完成“瓶中植物”

它强调一种实实在在的“得到”，这种“得到” 的制作，使学生在物质上获得实质的研究成
在实践类教学中，既体现在精神层面的求知

果和“实践纪念品”。变“实验”为“试验”，

满足，也包括物质层面的实际收获。通过多

促使学生在实践探索中锻炼技能，解答学生

年的实践类教学，作者发现这种双重的“获

所遇到的各类植物组织培养问题，不断使其

得感”教学方式最能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探

积累宝贵的实践技能经验，并以其自主获得

究欲望和创造力，使学生完成由兴趣向志趣

的植物组织培养实物—“瓶中植物”作为其

的转变，弥补生物类课程在实践教学方面的

实践操作的奖励，最大程度上满足学生的求

一些不足。

知欲和物质获得感。

生物类实践课程的传统讲授方式一般是

科学研究有许多终点，但没有一个真正

封闭性的。以作者所讲授的《植物组织培养》

的终极，生物类实践教学的目的就是起到“启

实践课程为例，在新型教改探索之前，传统

明灯”的作用，只有使学生真正感到实在的“获

的授课方式是让学生在规定的空间和时间内， 得”，才能更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
遵照任课教师规定的方法，按部就班进行指

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全方位推进学

定的实验内容操作，最后获得毫无新意的验

生的综合素质教育。“获得感”是现行教学

证性结论。不论授课教师指导学生实验的手

的一种改革尝试，只有通过不断地努力探索，

法和方式多么精彩，也难以摆脱此类课程中

在实践中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教学方法，才能

学生机械性重复操作、缺乏挑战目标以及验

不断促进生物类实践课程教学质量和教学效

证性结果单一等所带来的无趣感。长此以往，

果的共同提升。

必将消磨学生对《植物组织培养》学习的积
科学问题的探索精神。
作者和教研室的同事经过多年教改探索，
在《植物组织培养》实践课程中引入了探索
性实践和成果产出激励的教学方法，在保证
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后，引导学生
开展探索性尝试，不限定实验目标，鼓励学
生以感兴趣的植物为材料，在教师指导下，
最多以 5-6 人为一个实验小组，开展植物组织
培养的培养基调制、外植体灭菌、起始接种、
分化及生根诱导等一系列综合性关联实践；
11

赛事播报

极性，抹杀学生的创新能力，无法激发其对

（生物学院

孙宇涵）

6月2日
第十三届校级“青教赛”
（实践类）
拉开大幕，为实践教学授课教师搭建

学习交流、展示风采平台。
6-11 月
初赛阶段，校院两级培训 + 辅导，学
院积极组织，129 位教师热情参与，研课、
磨课，相互切磋，相互分享。
NEXT
16 位教师（12 门课程）入围学校总决
赛（教案 + 教学视频 + 教学演示），即将
上演巅峰对决，请大家拭目以待！

北林教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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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导 谈

谈谈学生评教

学生评教，评价对象是教师，包括评价

可或缺的。所以我们看学生评教，直接的是

教师的职业精神、教学教育水平、人文精神等， 对教师，而间接评价到的因素还有课程、课
是否达到社会、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专业

程组合、教学模式、教学条件、专业认知、

的要求，这是评价指标最基本的一面。此外，

就业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对学校总体

学生作为教育主体的一部分，评教也反映了

的印象。好的大学应该有优良的传统，又是

社会、学生对教育各方面的要求和期望。

社会的引领者，在社会变化巨大时更显出其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人们追

水平，所以人们追求名牌和一流，并不是虚

求美好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 妄之举。
到超市挑选各种商品，选择医院和医生解除

从实践结果来看，学生评教总体上可以

自己的病痛，到向往的地方游览，让自己的

反映对教师课程教学的满意状况，这种评价

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等等，人们有了更加

基本是合理的。同时与一般大众评价一样，

自由的空间。这种选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学生评价中也会存在不够理性的或随意的部

而伴随而来的是竞争，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

分。不少教师对学生评教有所质疑，部分原

会面临被淘汰的境地。为了发展与生存，这

因是学生评价中会包含对某些非教师因素的

些部门倾听大众的各种声音成为共识，尊重

评价，以及存在的一些学生欠缺理性的、随

消费者的选择成为政策的出发点，我国供给

意的评价。所以对学校而言，一种科学的做

侧改革也是针对这一情况出现的对策。

法是组织同行评价，做为补充和验证，结合

高等教育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变

学生评价得到有价值的结果，并期望对教师

化，竞争既是学校层面的，更是国家层面的。

本身的提升，对教育教学的改革，对学校的

为此大学需要深入研究社会的发展，了解学

发展，都起到促进作用。

生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学生评教是不
1
教评动态

（本科教学督导

教评信息推送

必须明确的一件事：教评只是手段，提高和完善是目的。
• 促进教学相长 教师有的放矢调整、完善课堂教学
• 满足管理需要 学校通过大数据了解课堂教学全貌

高孟宁）

让学富五车的老师有效地
表达需要传授的知识；
让不同背景的学生更好地
吸收知识、提升能力。

教评必须注意：保护教师权益、倡导教学个性、促进自主学习。
新的学生评教体系进一步强调以“学”为中心：
• 增设“课程学习体验”“学生自我评价”“评教小标签”，更加关注学生学习体验和师生互动。
老师可随时对学生评教提出异议：
• 教师、督导、管理部门一起查找、分析原因，修正评教结果、改善教学效果。 （教评中心）
北林教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