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涛
第八届市青教赛文史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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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

把每节课安排得像电影一样精彩

杨渝平
第八届市青教赛理工组一等奖

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医生

□本报记者 白莹

大赛让我更“会讲课”了

在北京高校第八届青年教师教学
基本功大赛中， 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
师陶涛作为最年轻的参赛选手， 获得
文史类一等奖第一名。 然而当记者提
及她在青教赛中获得的荣誉时， 陶涛
却风趣坦言 ， 自己最开始只是抱着
“打酱油” 的心态参加的。 “当时也就
是想去见识见识、 学习学习。 学习借
鉴其他教师的教学风格， 包括如何引
入话题、 怎样讲授一些比较吸引人的
案例……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值得学
习的地方， 尤其是不同的学科。 学科
特点虽然不同， 但实际上也有融汇贯
通之处。” 陶涛说。

2011年， 陶涛来到中国人民大学，
走上了教学的讲台 。 任教初期的她 ，
上课很紧张， 老是不停的看表。 “记
得一次上课， 我发现准备的课程内容
讲完了， 但是下课铃声还没有响……”
回想起刚开始教课的情景， 陶涛不禁
哈哈大笑起来。 从此以后， 每次上课
陶涛都会多准备一些内容。

人民大学一堂课的时间是90分钟。
刚开始， 陶涛觉得时间特别长。 现在
上课就比较自如了。 “原来觉得不够
讲的内容， 现在觉得似乎还没有讲完
怎么就下课了， 比如说案例、 一些前

沿性的理论常常会讲得多。”
陶涛比较爱看电影。 于是她就在

想， 为什么听九十分钟的课往往觉得
很累， 但是让你去看一部90分钟的电
影， 你却会觉得还没有看够呢？ “如
果我的课能够像电影一样， 那不就好
了吗？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 电影其实
是有要素的。 首先最重要的不是别的，
是内容。 看我们的传世经典基本上都
是内容特别棒。 所以讲课的内容要正
确、 前沿、 丰富。 第二个要素是逻辑。
就像选房子， 内容如果是面积， 逻辑
就是户型。 逻辑清楚一些， 他就会觉
得一环扣一环， 学生会跟着你走， 你
要是逻辑不清楚， 人就会焦虑， 就会
跟不上。 第三个就是形式。 就像一个
人化妆与不化妆是不一样的。 第四就
是教学的细节。 第五是要在课堂上给
点小惊喜， 让课堂变得有趣。”

正是有了这种想法， 陶涛的上课
形式总是多种多样 ， 很受学生欢迎 。
记得有一次上课， 讲大数定律的教学
内容时， 陶涛带了一盒硬币过去。 用
硬币的正反面举例， 当你抛的次数足
够多的时候， 它的频率就会近似为概
率。 每位学生在课堂上抛， 每个人抛
十次。 一时间整个教室里就一片噼里

啪啦的声音……最后整体的数字正反
面刚好是一样的， 当时所有学生都异
口同声道 “哇”， 觉得很神奇。

还有一次， 陶涛讲管理学原理的
内容， 讲到蓝海战略时， 她选取了黄
尾袋鼠葡萄酒的案例。 在全球葡萄酒
饱和的市场下， 黄尾袋鼠葡萄酒却能
一下子挤进来， 并找到了一个非常大
的赢利点。 于是陶涛就把这种酒带到
了课堂上， 让学生品尝， 让他们亲自
品尝这个品牌的葡萄酒跟平时的有哪
些区别 。 “在品尝时 ， 就有学生问 ：
‘老师这个是不是很贵？’ ……让学生
自己感受一下， 有一些反差， 这样学
生才会印象深刻。” 陶涛说。 陶涛的课
即使是选修课， 学生的上座率也很高，
除非病得爬不起来了， 否则都会去上
课。 一位学生还告诉陶涛， 他是连续
选了四个学期， 才选上她的课。 而她

的课有时候学生给的平均分就是满分。
除了教学， 陶涛还当了一年的班

主任， 并且被评选为校级 “十佳班主
任”。 她跟学生相处， 就向对待弟弟妹
妹一样。 在她看来， 大学班主任不同
于以往， 应该 “需要出现时出现， 不
需要出现时就 ‘隐身’。 不打扰学生自
身的茁壮成长， 同时也不间断默默的
关心， 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 独立的
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自主
的学习能力。

“青教赛取得的荣誉， 对我来说是
一个很大的鼓励， 让我受益良多。 不
仅让我提高了教学水平， 也结交了好
朋友， 找到了娘家人。” 陶涛笑着说，
“当年人大参加比赛的四位老师， 我们
经常会聚一下。 学校工会也利用这项
赛事为我们搭建了一个专门讨论教学
的社区和平台， 大家找到了娘家人。”

杨渝平是北京大学医学部运动医
学专业的一名青年讲师， 同时也是北
医三院运动医学科的一名医生。 2013
年， 杨渝平在北京高校第八届青年教
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理工组中获得一等
奖。 杨渝平说， “参加北京高校青年
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 打破学科界限，
能与更多高手同台竞技， 这样的机会
值得珍惜。 比赛让我更 ‘会讲课’ 了，
懂得了从以教学内容为中心转变为以
学生为中心的技巧。”

时隔4年， 说起当时比赛的情景，
杨渝平仍然历历在目。 “记得当时我
的参赛号是32号。 那年5月22至24日，
比赛在清华大学举行， 当时有来自32
所高校的7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我们
医院医学部选派了8名选手参赛。” 杨
渝平说 ： “自己并不缺少比赛经历 ，
但是与以往比赛不同的是， 这次比赛
更注重教师的基本功。 我觉得基本功
无外乎有二， 课件+板书。 一个是讲
课内容， 一个是讲课形式。 当然， 在
现代科技手段的影响下， 板书已经逐
渐被PPT的形式代替了， 不过， 最终
目的都是让学生听懂。”

为了达到最佳的讲课效果， 杨渝
平选择了自己讲了多年的课。 “不怕
重复， 在一次一次的重复中， 改进教

学方法， 增强逻辑性， 完善课件。 逐
渐地， 我发现自己学会了讲课。” 杨渝
平说， “以前， 我发现自己讲完， 学
生的表情是木讷的 ， 显然是没听懂 ，
但是后来， 我看到了学生的眼神亮了，
好像是被点透了一般。” 这里面的诀窍
就是 ， 把医学术语转化为生活用语 。
杨渝平举例， 比如， 在讲到前交叉韧
带断裂的时候， 以前做解释时， 我会
用到很多术语， 学生听不明白， 患者
也不大明白。 现在我会打比方， 人的
韧带就像马的缰绳一样， 快速运动的
时候才会用到， 缰绳松弛的状态， 马
在慢走的时候， 缰绳作用不大， 人也
不会从马背上掉下来。 这就很容易理
解， 为什么韧带断了不会特别影响人
的正常生活， 但是运动员就不行了。

就这样， 杨渝平慢慢掌握了将学
术性的知识转变为科普知识的能力 。
他在讲课时， 学生听懂了； 他在治疗
时， 患者明白了； 他在比赛时， 评委
理解了。

“比赛给我留下的另一大收获就
是系统地提高了自己的业务知识。” 杨
渝平将这个过程称为 “恶补”。 在备赛
过程中， 遇到自己不太明白的知识点，
他会查文献、 找资料， 绝不含糊。 因
为在杨渝平看来， 科学是原则， 他不

允许自己讲授的内容存在模棱两可的
内容 。 “这就像做人 ， 坚持才会成
功。” 杨渝平说。

当然，比赛对参赛老师的心理素质
也是一次非常好的锻炼。 记得第一次
上台讲课的时候， 拿激光笔的手都会
发抖 ， 忘词就更别提了 。 杨渝平说 ，
“经过了比赛培训的年轻老师， 或多或
少地掌握了把控节奏的能力。 20分钟
的比赛， 需要写好几页的A4纸， 要经
过深思熟虑，不能有废话，还要有逻辑
性。 真挺难的。 最好的比赛选手， 19分
钟半的时候停止，这是最完美的。 有的

选手可以在最后10秒结束，也不错。 ”
时间的掌控让杨渝平在工作中得

以运用自如 。 现在 ， 他还兼任北医
三院的人事处副处长。 “因为医院的
节奏快， 会要短， 还要传达到位。 这
就需要主持人具备掌控节奏的能力。”
杨渝平说。

多年的努力， 杨渝平也收获了多
个荣誉： 2012、 2013年北京大学优秀
教师， 2012年全国医学院校青年教师
基本功比赛特等奖， 2014年全国青年
教师教学比赛理工应用组第一名， 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