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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能力充电计划（第四期）

聚焦需求，联学联研，“组合拳”助力“云充电”

疫情防控期间，全校师生克服各种

困难，正平稳有序地开展线上教学，

为更好地服务各位教师，教发中心在

开 课 一 周 后， 启 动“ 教 师 在 线 教 学

需求调查”，进一步了解教师在线教

学体验和实际需求。数据显示，大多

数教师在“如何实现有效的师生在线

互动”“如何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积极

性”“在线教学中如何增加课堂吸引

力”“如何进行学生学情分析”等方

面研修研讨的需求较为迫切。教发中

心将针对以上需求，通过邀请专家直

播讲座、发布教育部网络培训课程、

精选推送优质校外资源、开展经验分

享等方式，持续开展在线教学研修活

动，支持教师在顺利开课的基础上把

课开好，开出好课。

现推出“教学教学能力在线充电计

划 ( 第四期 )”，发布近期研修活动，

供教师们自愿选择：

● 教师在线教学需求调查情况

● 与马院联合开出 2 场直播讲座

● 精选推送 2 场校外专题讲座

● 发挥教学督导作用，建立联学联研

机制

● “北林教发中心”公众号持续开展

“专题推送”

●  “教师在线学习中心”全线开通，

提供更多选择

1

教师在线教学需求调查情况

203 位开课教师填写了调查问卷。

相关教学研修方面的需求反馈数据如

下：

我校教师在“在线教学理念与方法”

方面的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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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师在“在线教学技能与手段”

方面的需求情况

我校教师在“在线教学的学习效果监

测”方面的需求情况

2

与马院联合开出 2 场直播讲座

教发中心与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

推出 2 期直播讲座，“如何实现课堂（在

线）教学中与学生的有效沟通”“在

线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切入点”，相关

内容如下：

如何实现课堂（在线）教学中与学生

的有效沟通

讲座时间：

3 月 2 日（周一） 17:00

授课平台：

腾讯课堂

主要内容：

在线教学中，由于无法与学生面对

面直接交流，线上沟通的有效性变得

尤为重要。授课中面对学生提出的五

花八门的问题，如何做到明确、精准

解答？本次培训针对有效沟通进行交

流，探讨在线教学中回答学生问题的

一般原则与技巧。

主讲嘉宾：

景庆虹，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

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理事，中国公共关

系协会理事，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学术

委员会委员及培训中心客座教授。

在线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切入点

讲座时间：

待定

授课平台：

腾讯课堂

主要内容：

课堂是学校立德树人的主阵地，

素质教育的主渠道，人才培养的主战

场，疫情防控期间更应发挥好主渠道

作用，找准切入点，将思政教育润物

无声地融入到在线教学中。 

主讲嘉宾：

戴秀丽，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为北京

林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负责人，

北京高教学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课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法学会

旅游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第

十四届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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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前将在“北林教发中心”公众

号“培训速递”专栏发布直播信息，

感兴趣的教师敬请关注！

3

精选推送 2 场校外专题讲座

本期我们针对教师需求，试看后精

选了 2 个专题讲座进行推送。

直播教学中的六个风险和对策

主讲人：

焦建利，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

教授、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导师、未来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请扫码观看讲座回放

课程、教书、育人—课程思政之建设

与实践

主讲人：

叶志明，上海大学二级教授，博导，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教学研究分会

副理事长，《力学与实践》副主编。

请扫码观看讲座回放

4

发挥教学督导作用，建立联学联研机制

学校鼓励各学院结合本院特点，借

助本科教学督导力量，发挥督导教师

教学经验丰富的优势，形成老中青教

师联学联研机制。疫情防控期间督导

工作坚持“三个一”工作法：一个原

则，即坚持以“鼓励助力，发掘经验”

为目标，推广优秀经验和典型案例，

为教师完善在线教学提供参考；一个

机制，即发挥教学督导引导和智囊作

用，尤其是充分利用兼职督导仍在承

担本科课程的优势，建立老中青教师

联学联研机制，与教师们共同探讨、

相互鼓励；一个策略，即实行“一院

一策”，与学院一同研讨订制各自特

色的督导工作方案，支持教师在顺利

开课的基础上把课开好，开出好课，

保障教育教学质量。

5

“北林教发中心”公众号持续开展

“专题推送”

疫情期间，“北林教发中心”公

众号围绕在线教学热点难点问题持续

推送专题，全力为教师科学高效开展

线上教育教学提供支撑，目前点击量

已近万。下一步将继续利用好“我的

教学笔记”“督导有话说”“教学实

用技术小贴士”“培训速递”“它山

之石”等栏目，持续做好在线教学培

训，为教师搭建传播先进教学理念、

交流教学经验、分享教学技巧的在线

平台。

我的教学笔记

汇集我校教师在教学设计、方法手

段、师生互动等方面好的做法及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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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让更多教师受益。

督导有话说

汇集、分享本科教学督导们对教育教

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师生

互动等方面的感悟或建议、听课过程

中发现的优秀教学经验和典型案例，

助力教师完善教学。

教学实用技术小贴士

收集整理教学过程中教学工具使用、

微课录制、多媒体课件设计等方面的

简单、实用的方法和技巧，供教师参考。

培训速递

结合我校教师实际需求，精选全国高

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国家级教师教

学发展中心等单位组织的网络培训课

程、直播讲座等资源，试看后推送给

教师，供教师自主选择。

它山之石

通过精选、摘登国内外部分专家学者

的教育教学理论、理念、方法、技能

等方面的见解、思路、成功经验和先

进做法，供教师阅读参考，希望教师

们在学习中有所启迪，有所收获。

6

“ 教 师 在 线 学 习 中 心” 全 线 开 通，

提供更多选择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是

教育部发布的疫情防控期间支持高校

在线教学的课程资源平台，与我校长

期合作并共建“北京林业大学教师在

线学习中心”平台。疫情防控期间，

为方便广大教师在校外登录进行培训

学习，经与“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

中心”沟通协商，取消了注册须使用

校内 IP 的限制。

我校教师可根据自身教学需求，

通过“北京林业大学教师在线学习中

心” 平 台（ 网 址：http://onlinenew.

enetedu.com/bjfu/Index/Login）， 在

线学习“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疫情防控期间免费开放的《战“疫”

公开课》、公益直播讲座等在线培训

资源。

请扫描以下二维码查阅注册、在

线学习等详细操作说明。

相关研修课程推荐如下：

1. 战“疫”公开课（共 52 门）

由高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国家

精品开放课程主持人等名家主讲的在

线学习课程，涉及心理、教育、社会

学、哲学、法学、历史等学科，涵盖

专业课教学培训、教材培训、教师发

展与综合素质、课堂教学方法与教学

能力提升等方面内容，教师可根据需

求实时在线学习，不受课程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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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播讲座

以一流本科、一流专业、一流课程

（金课）建设、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等为主题，围绕教师发展与

综合素质、课堂教学方法与教学能力、

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等内容展开。教师

需按照讲座直播时间，参与在线学习。

3 月直播讲座信息如下：

未填写问卷的教师可扫码二维码

继续填写。感谢您的支持！

（教发中心）

交流平台交流平台

【督导有话说】专职督导心系教学，深入一线助力教师

疫情防控期间，本科教学督导老师

们心系教学，疫情之下“工作不停歇”。

尤其是 9 位专职督导先生，他们克服

种种困难，熟悉各种在线教学工具，

深入在线教学课堂，与学院教师联学

联研，共同探讨在线教学质量提升之

道。

以下是部分督导先生的工作掠影

以下是 9 位督导先生对在线教学

的感悟、建议和发掘的典型案例，分

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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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感悟 -- 督导这样谈

高孟宁 教授

通过网络学习知识，越来越成为

现代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今年初突

如其来的疫情，使我们加快了进入这

一领域的步伐。当前我们需要了解和

关注网络授课的各个方面，例如授课

情况、课件（板书）演示情况、师生

互动情况等，听取教师们的授课感受，

相信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出现。 

典型教学案例 --- 督导这样评

殷宁 教授

在线观摩了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求慧老师讲授的《人造板工艺学》

课程，课前将 PPT 课件推送给学生，

授课中气氛很热烈，老师讲课快慢适

中，有张有驰，通过教学工具的讨论

区，及时、耐心解答学生的疑惑，并

将两份补充资料发到课程微信群，为

学生开展扩展学习提供支撑。

王乃康 教授

近两周“线上教学”的实践过程，

老师们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克服困难，

使得教学顺利有序进行。目前，收集、

汇总、研究、促进是我们开展的主要

工作，我们正在为学校线上教学更上

一层楼而努力！

张文杰 教授

师生不惧病毒缠，响应号召齐克顽。

电脑手机不停课，校园上下棋一盘。

精彩授课纷纷现，情感交流网络牵。

更有教改创新热，科学战疫待欢颜。

卢欣石 教授

在线教学使师生互动问答更加方

便，交流点赞促进了师生情感。通过

建立课程微信群，方便了老师与学生

的课后交流，例如草业与草原学院王

铁梅老师讲授的《杂草学》课程，课

后在微信群建立了“每日一草”专栏，

充实了课后学习范围和内容。

“督导有话说”栏目是本科教学

督导和教师们交流的平台，将陆续推

送教学督导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

教学技能、师生互动等方面的感悟或

建议，以及听课中发现的优秀教学经

验和典型案例，助力教师完善教学。

（教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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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在线】心理学教授雷秀雅帮你缓解在线教学中的不适感

因为疫情，老师们把线下课堂搬到

了线上，在线教学已经开展了近一个

月，很多老师反映，线上授课会比线

下授课有更多的紧张，或者出现不同

程度的不适感。作为心理学学科的教

师，我个人也有相同的感受，由于现

在心理学社会需求量较大，我们平时

都在使用各种各样的在线教学平台上

课，对这种不适感早有了解，今天我

想就这方面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跟

大家探讨一下，如何来解读这种现象，

同时提出一些缓解这种状态的建议，

希望能对老师们有所帮助。

别紧张，产生不适感很正常。

首先，老师们感觉到线上授课比

线下授课紧张，或者出现不同程度的

不适感，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

是一个共性现象，很普遍，老师们大

可不必为此紧张，随着对线上课程的

熟悉，这种心理慢慢会被我们克服，

不适感也会随之消逝。

咱们来看看产生不适感的原因。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分析

其原因，我觉得有以下几点：

1.“回看”功能让我们更加苛刻地审视

自己、反思教学

在线教学需要信息技术支持，有

些平台能把老师们上课的全过程记录

下来，这就为老师回看授课过程提供

了可能，同时，也前所未有地让我们

对自己的教学进行深度反思。从心理

学角度来看，往往这个时候老师们对

于自己的表现要求都非常苛刻。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著名的

广播员，无论在别人看来她表现多么

优秀，她也没有勇气去看主播回放，

原因就是，害怕对自己的表现有这样

或那样的不满，这是一个共性的表现。

线上教学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老师

在回放过程中，会发现授课中一些有

待完善的地方，比如某个知识点如

果换一种方式讲可能会更好，某张照

片如果加上注释会更完美……诸如此

类，当然这也有积极作用，能促使老

师进一步去改进教学，但同时会让老

师从心理上产生一些不适和压力。教

学情景的回放，让可能本不太熟悉自

己声音的老师在听到自己讲课后感觉

到莫名的奇怪，基于对自身的严格要

求，老师会去重新审视自己的整个教

学过程，进而出现一种不适的感觉。

尤其是自我要求高的老师表现会更明

显，这就导致心理紧张现象更容易出

现。带着这样一种“缺憾感”去继续

后面课程的话，也会加大后续上课的

紧张程度。这也许就是老师们对在线

教学有所畏惧的一个重要原因。

2.“口罩效应”对老师授课心理产生

影响

第二点，我给它命名“口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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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发中心）

举个例子，最近因为疫情的原因，“戴

口罩”成为大家谈论的热点话题。

同一个人，不带口罩的时候，我们一目

了然，不会有太多的联想，但是当他

戴上口罩半遮半露的时候，你看到眼

睛可能会好奇他的鼻子、他的嘴巴长

什么样…… 戴口罩，让他产生了一种

神秘感，这就对我们造成联想的激活，

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推此及彼，线上授课会让老师们的

大脑有两个平行工作，一是集中精力

按照知识体系授课，二是因看不见学

生反应就必然会产生一些关于学生听

课状态的联想，比如，学生是不是都

在在认真听课？这个问题他们的反应

如何….. 这种想法其实是无意识的，不

可控的，如果答案是积极的也罢，一

旦是消极的，由此产生的注意力分散

和心理不适等，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影

响整个课程的授课，最终对老师的授

课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3. 线上线下教学沟通方式的差异带来不

适

第三，在线教学中，师生沟通方式

与平时有很大不同。线下授课，师生之

间会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沟通，比

如老师的眼神、肢体语言等和学生的注

意力之间，这种沟通方式是有回应的。

线上教学则不然，往往我们对着电脑

或手机讲课的时候，它是没有回应的，

有时候讲的比较投入时候，老师会突然

觉得自己的举动有点好笑，这也是线

上教学使老师注意力分散的一个原因。

以上是我为大家概括的在线教学

中老师产生不适感的几个心理影响因

素。面对现在现象，我们该如何去应

对呢？我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去着

手。

1. 要明确，这是一个共性问题，不是

老师个人的问题

针对线上教学，老师们应该从理

念上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比

如，由于有相对丰富的线上教学经验，

老师个人对自己要求很高，对线上授

课表现不太满意，但其实在学生看来

老师讲的很好。

2. 将思考轨迹向积极的方面去引导

在讲课过程中，老师们要努力把

自己的另外一个思考轨迹向积极的方

面去引导，也是一个积极的暗示。比

如，课上看不到学生听课情况，老师

们可这样暗示自己，学生都很喜欢听，

都在很认真的听，这样积极的想象对

于授课教师的注意力集中和高质量完

成授课都有帮助。

4. 让线上教学变得有仪式感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不管学

生能不能看到老师，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注意着装、妆容、坐姿等方面的

表现，将线下教学的良好状态展现出

来，对授课老师的积极的心理影响非

常大，能够有效提升老师积极的授课

情绪。相比于懒散的状态，更容易让

老师集中注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