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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月琴副校长与校教学督导老师亲切交谈 

 

2015 年 9 月 16 日，分管教学的新任副校长沈月琴教授，在教务

处处长梅亚明的陪同下，看望了校教学督导老师，并与大家亲切交谈。 

首先，教学督导委员会汪士华主任向沈副校长汇报了本届教学督

导委员会和校教学督导组的工作。其他督导老师汇报了本学期开学初

期的督导工作。 

然后，梅处长对督导工作谈了自己意见：督导队伍是教学质量监

控的一支重要力量，不可忽缺，为迎接 2017 年上半年教学评估检查，

督导在今后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对课堂教学的客观评价；二是加

强教学巡查，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三是对职能部门和学院教学管理

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督促。 

沈副校长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讲了几点意见： 

首先，感谢大家对教学工作的辛勤付出！教学督导在促进学校教

学改革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督导既可以是监督，也可以是指导。 

其次，接下来我校教学工作面临的任务很重。2017 年上半年学

校要迎接省教育厅的审核性教学评估。明年学校将适时启动自查工

作，就是要用自己的“尺子”量自己。查找教学中的问题。专家进校

后，要查近三年的教学方面的材料，教学质量监控与教学督导密切相

关，因此督导的任务会多些。 

第三，大家都是老同志，最年轻的都已年近花甲，请大家保重身

体。在保证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继续为学校教学工作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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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是 教 师 
 

执教：园林学院 党改红       点评：汪士华 

听课地点：教 4103（多媒体）  听课时间：2015 年 11 月 3 日第三节课 

授课内容：画法几何          听课班级：园林 151、152 

本节课党老师讲授《制图学》中的“画法几何”。 

评价： 

一、教学态度：敬业爱岗、认真负责。提早到教室，待学生亲切，

能常问学生：清楚了吗？还有问题吗？……（事后了解到党老师多年

受学生好评） 

二、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有较好的课堂设计（有

互动，有课堂练习）。 

教学内容十分熟悉，PPT 制作用心，条理清晰，配合板书，徒手

画图功夫了得！ 

三、教学方法：能以“学”为中心，注重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鼓励学生主动提问，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四、教学效果：从学生回答和课堂练习来看，达到了教学目的，

整堂课同学们始终专注，如无一玩手机或做其它（见下图）。难能可

贵！ 

 

（学生认真听课照片） 



 3

五、意见建议： 

（1）回答学生提问可更详尽些。 

（2）建议用耳机话筒，这样不会声音一阵轻一阵重。 

可见，决定课堂教学效果（包括纪律）好差是教师的教学态度是否端正，教

学内容是否娴熟，教学方法是否生动……，总之一句话，搞好教学关键是教师！ 

 

 

教学与育人的有机统一 

       ——体育课《户外运动》 

 

执教：体军部傅钢强老师              点评：胥亮 

听课地点：东湖攀岩场                听课时间：2015 年 10 月 9 日 

课程名称：户外环境风险识别，防范    听课班级：2014 级（选项） 

 

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与环节为讲解、辨识人们户外运动时可能遇

到的自然，人为风险及其防范，化解风险的手段、方法，人体运动协

调性素质练习。 

点评：人们参加户外运动时，可能遭遇的风险不仅类型众多，而

且复杂多变。傅老师在讲解时，比较多地采取了启发式教学，尤其是

对来自不同地域（南方、北方城市、乡村）的学生，其实他们都有不

同的认识经验。所以，师生互动的教学，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本次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傅老师在课

程结束前的素质练习中，不仅安排了学生进行互相揉肩敲背的肌肉放

松练习，让学生亲自体验到了来自同学的关爱呵护体贴，而且，正当

学生感受到这种身体的舒适、愉悦时，傅老师又不失时机告诫学生们：

“以后回到家里，也别忘了给你爸、妈揉揉肩敲敲背，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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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一个简单的教学举动，却充分表达了一位教师注重教书育人

的精神品质。这值得我们学习、倡导。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现场教学 

   ——《观赏植物学》 

 

执教：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季梦成老师    点 评：罗文进 

听课地点：校园内学四周边            听课时间：2015 年 10 月 13 日 

授课内容：园林植物识别          听课班级：专升本风园 151、152 班 

 

季梦成老师带领专升本风园 151、152 班 60 人左右，在学四周边

认识各种不同的树木、植物。季老师声音洪亮，表达清晰，讲解详细；

对各种树木、植物的科、属，特性，叶子的特征，生长环境，原产地

等等十分娴熟；季老师随身携带一根一米多长的小竹杆和一把修枝

钳。小竹竿用于指示讲解树木的某一位置，拉下较高树枝，随时剪下

要讲解的树枝、树叶，并发给学生辨认。 

虽然在教室外上课，但学生们都围在老师的周围，认真听老师讲

解，大多数同学在记笔记，并仔细观察老师分发的树枝、树叶辨认其

特点，纪律很好。学生有疑问时随时向老师提出，季老师都耐心地一

一解答。 

该节课里，有一位大四女同学和该班同学一起在听季老师讲课。

她说：观赏植物学课原来学过，今天路过此地看到季老师讲课，我就

留下来再听一遍，季老师讲得很好，很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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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检测课 

 

执教：环资学院吴亚琪老师    点评：董幼斐 

听课地点：教 5201            听课时间：2015 年 10 月 27 日（8-9）节 

课程名称：城市规划基础（自主学习专业核心课）听课班级：城规 131、132 班 

 

该课程总学时 72，自主学习 12 学时，这两节课的内容是由学生

各小组代表汇报《临安市的规划设计》调研。调研学生共分 10 组，

每组 5—6 人，汇报时任意抽第九组、第六组和第三组的一位同学（不

一定是组长），题目分别是《园林绿化和广场》的调查，《住房和居住

环境》调查及《人口与社会资料》调查。 

各组都做好了 PPT，发言很认真，从调查情况看点多、面广，因

只有 12 学时，都利用其他时间才能完成，调查方法有走访政府部门

获取资料，实地调查，群众访谈，问卷调查，拍照等。 

每组汇报后，吴老师都对他们作了点评，肯定成绩、指出不足、

针对性强，达到激励、指导和升华的目的。 

评议： 

1、课前认真组织，布置具体，教学目的明确，期间督促检查，

学生有困难及时联系帮助解决；并与临安市相关部门做好协调，沟通

得到当地的支持。 

2、各组汇报，随机抽取，人人都有机会，也促使学生认真准备，

调动积极性，本次调查，做到全员参与，教学效果好，达到自主学习

的目的。 

3、学生认为，除学到专业知识外，还学会了发挥团队精神和与

人沟通、交往的能力。 

4、不足：虽然同学都很认真听课，课堂氛围很好，但组内同学

补充和其他同学提问不够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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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互动、活跃的留学生课 

      ———《汉语综合》 
 

执教：国教学院屈燕飞老师          点评：罗文进 

听课地点：学 15413                 听课时间：2015 年 10 月 10 日 

授课内容：汉语词汇                听课班级：留学生入门三班 

 

屈燕飞老师任教的“入门三班”是今年九月份才入校的非洲留学

生。学生对汉语学习才入门。老师讲词汇时从汉语拼音开始，到单词，

再到简单的句子。 

屈老师用汉语与英语结合方式授课，用英语解释汉字的含义，便

于初学的学生理解；汉字书写笔画端正，笔顺讲解详细，板书布局合

理；屈老师讲课富有激情，肢体语言丰富，面带笑容显亲和力；师生

关系融洽，下课后许多学生围着老师问问题；利用多媒体展示一些与

单词相对应的画面，有助于学生理解；屈老师授课中注重师生互动，

有时叫学生到黑板上写单词，有时叫学生读单词，并及时纠正学生不

正确的写法与读音，课堂显得活跃、氛围好。 

 

 

音乐与英语的火花 
 

《新编大学英语 III》第九单元的主题是音乐。将音乐与英语结

合，在单元学习的最后一次课举办了一个 English Party，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现与大家分享。 

前期准备与课堂操作 

1.前期准备 

该单元第一次课就为学生归纳日常交际中经常谈论的与音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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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问题，要求学生通过各个环节的学习加上课后的操练，最后能熟

练就该主题进行深入讨论。让学生每人准备一个节目，只要能将音乐

和英语结合，比如学习一首英文歌，诗朗诵等。另外，鼓励学生买一

些零食，届时带到教室。 

老师方面则准备好以下教具：两副扑克牌和一些糖果。 

2. 课堂操作 

上课开始，教师讲解规则并根据学生人数发牌，教师手中保持一

份相同的牌。教师首先抽取一张牌，与所抽牌相同的学生作为首位表

演者。首位表演者演出前任意抽取老师手中的牌，决定第二位表演者，

让其准备，依此类推。表演者完成节目后即获得糖果奖品，老师根据

其表现给予成绩。其它同学一边欣赏，一边分享美食。 

亮点 

准备认真、参与度高 

虽然布置任务的时候，班里一片喧哗。有开心兴奋的，有苦恼忧

愁的，但不管反应如何，都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课后，更有很多学

生私下向老师请教，与同学积极合作。 

课堂上，每个学生都展现了自己，真正做到了全体参与。两节课

中间没有休息，老师只在开头和结尾有机会说话，占了约 10 分钟。

学习和分享共存，欢笑和掌声不断，教师和学生都很享受这个过程。 

节目丰富、形式多样 

整整两节课，内容很丰富。有根据问题编对话的讨论；有音乐家、

音乐作品介绍；有诗歌配乐朗诵；有英文歌曲演唱等。不论好坏，都

得到了大家的鼓励。很多学生唱得很好，更是赢得阵阵掌声。有学生

选取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英文版配上“我的中国心”音乐背景，激

情朗诵，感染力非同一般。还有学生带着耳塞，跑调十万八千里，依

然深情投入，笑翻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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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灵感及意义 

语言学习，无论前期输入有多大，如果不能内化，继而转化成输

出，最终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创造输出机会，帮助学生

实现输出成为语言老师的重要职责。 

日常生活中，能将音乐与语言结合进行表现的主要有三大途径：

欣赏、谈论和表演。从语言学习角度来看，欣赏属于输入活动，比如

听英文歌曲、看歌剧、话剧等；而谈论和表演属于输出范畴，该环节

的完成要基于前期的大量输入、内涵以及操练。 

English Party 的准备，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了

对学习任务的高度重视，促使学生完成输入输出的转化，促进了师生

交流与生生合作。Party 的开展，真正实现了课堂的翻转，使教师成

为组织者、引导者，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角，实实在在地激发了他

们的潜力，锻炼了他们的能力，展现了他们的才华。 

相信这样的课堂是学生们真正喜欢的课堂，是老师们应该一直努

力创建的课堂。相信学生的潜力是无穷的，能力也是超强的，只要他

们愿意去做。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断努力，探索好的方式方法，

激发他们。 

 

                 外国语学院   应承霏 

                          

 

土壤肥料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随着学科交叉程度的不断加大以及社会对复合型人才需求的日

趋增加，特别是在通识教育的背景下，大部分高校都将土壤学和植物

营养学这两门单独的课程整合成一门课程-土壤肥料学。由于土壤肥

料学课程整合了土壤学课程和植物营养学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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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非常繁杂。在教学课时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要想高质量完

成教学内容无疑变得相当困难。为了能够高质量地完成土壤肥料学的

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为了使整个课程的发展适应学校通识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的需要。本课程组近年来，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

对该课程进行改革探索与实践。 

教学内容的改革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课程组老师在注重土壤与肥料学的基本原

理、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传授的同时，加大了本学科研究

的热点和最新进展的讲解。如向学生们介绍最近几年在土壤与肥料学

领域比较好的最新研究进展。另外，我们也对如何应用该课程的理论

和知识来解决农林业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通过

上述措施，一方面使学生们对本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发展动态有了

较好的了解，另外一方面也加强了学生们如何利用本课程学习到的理

论和知识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方法的改革 

在教学方法的改革方面，本课程主要实践了以下 2 点：（1）课堂

教学中采用“先抛问题，后讲授”的教学方法。为了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和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课程组在教学过程中采用设置问题的方法

来教学。即在开始讲解每一章内容前，先抛出与这一章重点和难点相

关的几个问题，然后让同学们去思考回答，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听课

过程中始终记住这几个问题。然后在每一章结束的时候，叫学生们回

答开始提出的几个问题。在上述教学过程中，学生们为了在最后的回

答问题环节有优异的表现，他们会在上课过程中认真思考上述问题，

努力寻找回答问题所需要的材料，这样学生们上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就有了显著的提高。（2）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课程组开展了“学生主讲、相互讨论、老师点评”互动式教

学模式的尝试。在课程教学开始的第一周，把全部学生分成几个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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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组 6-8 人），然后拟定几个题目，让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去

查询资料，总结资料，然后做汇报。在汇报的过程中，其他小组的成

员可以根据该小组讲的内容进行提问，并进行讨论。然后老师针对学

生们发言和讨论进行点评。上述方法的实施不仅巩固了学生所学的知

识，还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显著提高了学生们的表达能力和自主学

习效果。 

 

环境与资源学院土壤学科   李永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