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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popular education since 1999.Along 

with the entering into the stage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t is the common problems 

that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the world. The young teacher team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expands constantly,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young teacher is related 

directly to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young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and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young teachers, we presents the 

concept and implement scheme of the training of young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by teaching 

course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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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我国的高等教育自1999年开始

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提高教育质量是各国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面临的共同问

题，随着我国高等院校青年教师的队伍不断

扩大，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直接关系到教育

质量。我们从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现状及影

响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因素出发，提出以教

学课件为抓手培养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

的理念和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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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影响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因素及专家

认同度[1]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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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影响教师教学能力的因素及专家认同度 

影响因素 专家占比 

学科知识的深度 84.07% 

作为教师的表达能力 77.04% 

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 70.00% 

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素养 52.59% 

关于学生学习情况的知识 44.44% 

个人实践经验和能力  4.44% 

责任心  3.33% 

敬业精神  3.33% 

对照表1中的各因素，我们从其中的前

四大因素来认识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现状。 

1.1  “学科知识的深度”达到基本要求 

“学科知识的深度”是影响青年教师教

学能力的第一因素，专家认同度为84.07%。

新入教学岗位的青年教师基本上都取得了

博士学位，在学科知识的深度方面已经达到

高校的教学能力基本要求，具备成为一名合

格教师的必要条件。 

1.2  “作为教师的表达能力”不足 

青年教师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

“作为教师的表达能力”不足，严重影响教

学质量。培养青年教师“作为教师的表达能

力”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1.3  “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欠缺及对策 

青年教师由于缺乏教学经验，不能很好

地应对课堂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容

易造成教学过程失控，影响教学质量。“教

师的课堂管理能力”在影响青年教师教学能

力的各因素中位于第三位，专家认同度为

70%，微低于“学科知识的深度”和“作为

教师的表达能力”，所以培养青年教师的教

学能力要十分重视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的

培养，这可发挥老教师传帮带作用[2，3]。 

1.4  “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素养”缺乏

及对策 

高校青年教师大多来自非教育类专业，

他们自身的学科知识较为扎实，但缺乏教育

学和心理学的知识素养，这需要通过岗前培

训加以弥补[2]。 

2．以课件为抓手培养高校青年教师的教学

能力的实施方案 

从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现状可以看到，

影响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第一因素“学科知

识的深度”不需要过多关注，第三因素“教

师的课堂管理能力”和第四因素“教育学、

心理学的知识素养”虽有不足但已有相应的

对策，惟第二因素“作为教师的表达能力”，

我们还没有很好的对策，所以培养青年教师

的教学能力，关键是培养青年教师“作为教

师的表达能力”。 

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我们意识

到“作为教师的表达能力”问题，不是一般

的语言表达能力问题，而是青年教师对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的认识程度和运用能力的问

题，所以要培养青年教师“作为教师的表达

能力”，就要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加以辅

导，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落脚点是教学

课件（图1给出教学课件的基本构成，其中

教学课件的形式为屏幕上显示的内容，教学

课件的内涵不在屏幕上显示但需要教师进

行口头讲解），为此，我们提出以教学课件

为抓手培养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理念，

下面介绍以教学课件为抓手培养高校青年

教师教学能力的实施方案。 

 

图1 教学课件的基本构成 

2.1  以老带新，培养青年教师正确处理教

学课件的制作与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关系 

现在高校教学大都使用电子教学课件，

青年教师所用的教学课件大都不是自己制

作的，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别人在制作

教学课件时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和教学实

施细节大都没有直接反应到教学课件的形

式上，青年教师直接使用的效果必然很差。

比如同样一页PPT的教学内容，课件制作人

融入了讲什么、怎么讲、为什么讲、讲完后

如何引伸等教学设计，教学设计需要讲10

分钟的时间，但青年教师可能只用2、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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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讲完了，自己还觉得“这有什么可讲的

呢？”，这实际上是青年教师在直接使用他

人制作的教学课件时无法保证课堂教学的

有效性的一种体现，正如图1所示，这是青

年教师只重视教学课件的形式而忽视教学

课件的内涵的必然结果。 

为了保证课堂教学的有效性[4]，必须

让青年教师正确处理教学课件的制作及课

堂教学有效性的关系。青年教师在独立走上

讲台之前必须经过老教师的指导，对将要使

用的教学课件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老教师的

质疑和引导下理解并掌握教学课件的设计

过程和教学方法，并努力提出教学课件的修

改或完善的意见或建议，能够正确处理教学

课件的制作与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关系，为准

确把握、改进和使用教学课件打下良好的基

础。 

2.2  以老带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培养青

年教师的教学能力 

青年教师独立上课之前，必须在老教师

的指导下经历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特别是

要求青年教师要认真完整地听老教师上课，

从中体会教学课件的设计理念，老教师在使

用教学课件时的教学方法，同时在老教师指

导下完成几次完整的训练课。 

青年教师在听课之前，让青年教师先浏

览一下教学课件，课后总结老教师的上课情

况，并与自己上课前的设想作对比，与老教

师交流研讨，以提高自身的课堂教学能力。 

青年教师在训练课前后都要与老教师

进行沟通，汲取老教师的教学经验。 

上述培养过程重点是培养青年教师对

教学课件的内涵的理解、掌握和运用，青年

教师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认识与体会

逐渐转变为对教学课件的内涵的正确理解

和把握。只有心中有数，才能言出有物，“作

为教师的表达能力”才能得以培养。 

2.3  以老带新，培养青年教师的教学课件

的制作能力 

虽然现在的青年教师基本不需要自己

制作教学课件，但教学课件的制作能力还是

很重要的，只有自己体会到怎么制作教学课

件，知道了制作和使用教学课件时常见的问

题，才有可能正确有效地使用教学课件，也

才有可能对现有教学课件进行修改和完善，

在教学需要的时候制作出自己的教学课件，

为了尽快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青年教

师可以在老教师的指导下快速地掌握教学

课件的制作方法，避免教学课件制作过程中

常见的一些错误，只有在熟悉教学课件的设

计过程和内容方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课

堂上充分表现“作为教师的表达能力”。 

2.3.1  信息量过大 

信息量过大，实则是无效信息，不但不

能提高教学质量，反而会严重降低教学质

量。教学信息量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比

板书时的信息量多20~30%较为合适。 

2.3.2  教学内容整页呈现 

教学内容整页呈现，学生容易产生较大

的压力感和抵触情绪，同时教师的教学也会

变成“读屏幕”，教师会变成“放映员”和

“解说员”，不利于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教学内容的呈现速度应与教师的讲解速度

相配合，更要考虑到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接受

能力，应逐字逐句逐行逐段把握在合适的节

奏下阶段性呈现。特别地，正如图1所示，

教学课件的内涵大都是不在屏幕上呈现的，

而是存放在教师的教学笔记和教师的头脑

中的，是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用语言

表达出来的。 

2.3.3  每页呈现的内容过多 

每页呈现的内容过多，显得沉重，学生

的视线容易分散，不利于集中注意力听讲。

在制作课件时，每页的内容不宜过多，最好

是一页只含一个知识点，或几个有联系的知

识点，为了减少课件的内容压力，教学过程

中解释性的内容最好不出现在教学课件的

字面上（即教学课件的形式中），而是放到

教学课件的内涵中（如图1）。 

2.3.4  文字符号满屏飞 

文字符号满屏飞，面对满屏的文字符

号，学生容易疲倦，产生困意，影响听课效

果。在制作教学课件时，要充分利用计算机

软件的图表图形功能，适当地加入图表图形

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还可以提高

学生的学习热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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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言表不一 

教师口中说的和随即呈现的内容不一

致，这种现象对听课的学生来说是一种精神

折磨，严重影响到课堂教学质量，这是青年

教师在使用他人制作的教学课件时常见的

问题，要克服这一点只有花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做好备课工作，避免出现有了教学课件就

不再备课的现象。 

2.3.6  眼不离屏幕 

眼不离屏幕，是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十分常见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教师

与学生在课堂上的眼神交流，其后果是教师

无法实时观察到学生的反应，也就讲不上调

整教学节奏以适应学生的学习状态，从而影

响教学质量。解决的办法就是充分备课，熟

练掌握教学课件内容，减少看屏幕的时间，

而把眼神更多地留给学生。 

2.3.7  脚不离讲台 

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容易依赖电脑，

忙于电脑操作，教师的肢体语言完全丧失，

学生的情绪容易陷入低迷状态，影响听课效

果。解决的办法是使用移动鼠标，经常性地

走下讲台，与学生拉近距离。 

2.3.8  手不离鼠标 

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只使用鼠标，而完全

放弃板书，这也是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常

见的问题，为了更好讲解知识，也为了把学

生的目光转移出屏幕获得休息，适当的板书

是不可缺少的。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在

教学过程中要有适当的板书设计。 

以上这些常见问题，需要在较长的教学

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才能够真正克服，但有

了老教师的指导，青年教师可以在较短的时

间内克服，以更快的速度提高教学能力。 

2.4  以老跟新，在教学过程中实施对青年

教师教学的纠偏纠错过程 

在经过一个完整的“以老带新”教学过

程后，青年教师第一次独立走上讲台时，还

要加入一个“以老跟新”的过程，实施办法

就是老教师定向和随机地听青年教师上课，

从中发现问题，与青年教师交流，实施对青

年教师教学过程的纠偏纠错。经过“以老跟

新”的过程后，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可以得

到进一步提升。 

3．结束语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直接影

响高校的教学质量，培养“作为教师的表达

能力”是培养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所面临

的最紧迫的任务，我们以教学课件为抓手，

实施“以老带新”和“以新跟老”两个环节

对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培养，以期青年

教师能够较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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