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高校青教赛每两年举办一次， 已成为北京市
教育工会的品牌活动。 通过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
这个平台， 一大批优秀青年教师脱颖而出， 许多人成
长为单位的管理骨干、 科研专家或教学名师。 为什么
青教赛办了20年， 还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在高校树
立影响力并受到青年教师的喜爱和追捧？ 让我们走进
他们去寻求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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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白莹 文/摄

青教赛缘何在高校有影响受欢迎？

【探访】
答案一： 展示风采， 以

赛促教休赛不降温
北京工业大学青年教师教学

基本功比赛由校工会牵头， 得到
校党委的高度重视， 教务处、 人
事处、 学生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分
工合作， 至今已举办11届， 并连
续参加10届市级青教赛。

能得到全校各教学单位和广
大青年教师的关注和支持， 校内
选拔赛竞争越来越激烈， 报名参
赛的人数逐年增加， 奥秘就在于
学校采取的 “以赛促教 休赛不
降温” 措施。

据北工大校工会介绍， 校级
青教赛不是简单举办几次比赛，
而是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赛前，
工会组织青年沙龙， 请来往年教
师为主讲人， 交流参赛感受， 讲
述参赛后对教育教学的深入思
考 ， 以及对日常教学的积极影
响； 赛中， 工会联合各二级工会
做好赛事组织和服务， 征集教育
教学论文， 从理论到实践实现全
程覆盖； 赛后， 工会举办优秀选
手经验交流会 、 赛事系列点评
会、 青年教师系列教学沙龙， 当
年赛事的获奖教师与全体参赛人
员参加， 邀请专家进行有针对性
的点评， 选手间互学互评。

此外， 为了让青教赛的积极
影响更加深远和长久， 校工会还
将优秀教案编撰成册， 每届赛事
一辑， 这本书实战性强， 特别受
广大青年教师的欢迎。

今年， 校工会面向中青年教
师发放了关于校级青教赛的调研
问卷， 吸纳积极建议， 推进赛事
科学改革； 还制作了青教赛宣传
片， 在青教赛颁奖典礼和青年教
师沙龙中播放， 记录青教赛精彩
瞬间， 营造热烈氛围， 形成了从
赛事本身向赛事周边活动延伸的
长效机制。

经过十年的经验积累， 青教
赛在北工大形成独特模式———以
青教赛为核心， 以提升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和水平为重点密集发
力， “以赛促教”， 延伸青教赛
周边活动， 助力更多青年教师提
高教学技能。

在今年的北京高校第十届青
教 赛 中 ， 北 工 大 三 位 青 年 教
师———机电学院王晶、 实验学院
赵洁、 外语学院李耸夺得理工组
和文史组三个一等奖， 同时斩获
最佳教案等7个单项奖， 学校蝉
联优秀组织奖， 参赛选手的指导
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答案二： 强化能力， 成
为优秀青年教师培训平台

清华大学从1999年开始选派
选手参加北京市青教赛， 至今参
赛的76名选手中有41人获得一等
奖， 7人为所在组别第一名， 1人
参加全国第一届青教赛并获得工
科组第一名。 北京市举办青教赛
以来， 清华是唯一获得理工科、
文科、 英语三个类别第一名的学
校。 同时， 学校从2004年开始举
办校青教赛 ， 七届赛事共吸引
254名青年教师参加。

据校工会介绍， 校级青教赛
不仅是一个选拨赛， 更成为学校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重要培
训平台， 工会以青教赛为载体，
建立了院系级、 校级、 市级的三
级教学培训体系。 从时间看， 培
训包括赛前培训 （二级分工会开
展特色院系级培训）、 校赛赛中
点评、 赛后举办教学沙龙总结交
流； 从培训导师看， 范围包括校
内外专家、 老教师、 教学名师、
以往教学比赛获奖教师等； 培训
形式则包括讲座报告、 示范课、
教学工作坊， 其中教学工作坊采
取课堂演示+集体点评讨论， 是
青年教师教学培训的创新形式，
促进了学科间教学思想的融合和
方法的相互借鉴， 促使青年教师
通过集体讨论进行个人教学总结
和反思。

在青年教师教学培训中， 清
华鼓励青年教师体现出科研能力
强的特点， 鼓励将自己的学科科
研成果融入教学， 丰富教学实践
中的学科知识； 要求青年教师在
教学设计和教学实践中充分体现
“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 价值塑
造” 三位一体的清华教育教学理
念； 并注重结合学生特点进行教
学设计和课堂教学， 帮助学生提
高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提
高学习效率。

学校还为青年教师提供各种
教学培训机会， 比如从2016年到
2018年暑假， 青年教师都可以申
请去英国牛津大学参加为期两周
的EMI课程训练营， 在市青教赛
中获奖的选手同时获得廖凯源奖
教金。

通过赛前培训和参赛， 教学
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较大提
高， 所以备受全校青年教师的欢
迎， 继而通过获奖教师的示范和
辐射效应， 带动其他青年教师钻
研教学的积极性和热情， 形成持
续钻研教学的氛围和习惯。

在青教赛上获奖的青年教师
不只是教学优秀， 全面素质也很
突出， 许多人已经成长为各方面
的骨干或负责人， 杨斌更是走上
主管教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的岗位。 其中57人获得 “清华大
学青年教学奖”， 10人获得清华
大学 “我最喜爱的教师” 称号，
3人破格提升为教授， 2人获得首
届 “清华大学新百年教学成就
奖” （首届仅8位获奖教师）， 11
人担任了院系主管教学的系主
任， 有的担任院系书记以及部处
领导； 2人被评为北京市教学名
师， 1人被评为北京市青年教学
名师， 3人被评为青年长江学者，
2人获得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答案三： 育人成才， 系
统工作为青年教师成长保驾

北京林业大学自1995年以来
举办过12届青教赛， 参加过10次
市级青教赛和2次全国青教赛，在
市级青教赛中获得11个一等奖，
在全国青教赛中获得1个一等奖。

据校工会介绍， 为了有效推
动活动开展， 学校制定了青教赛
管理办法和工作方案， 除了校工
会、 教务处、 人事处等多部门联
动开展外， 还成立由教学督导、
知名教授和获得市级青教赛一等
奖的青年教师代表组成的专家评
审小组， 负责学校决赛的评审工
作； 各二级教学单位成立相应的
领导小组和专家评审小组。

决赛前， 学校组织教学观摩
示范活动， 邀请两三位获过奖的
青年教师做示范课讲演， 为参加
决赛的选手起到了很好的教学启
发和示范作用。 校级青教赛结束
后， 学校会邀请专家评委对参赛
者的教学演示过程进行现场点
评， 肯定优点， 对不足之处提出
中肯建议， 并对教学发展趋势以
及青年教师在教学发展中需要重
视的问题提出意见。 同时及时召
开总结大会， 点评比赛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 总结经验教训， 并提
出合理化建议和具体改进措施。

北林大青教赛有多项特色：
比赛时间由过去的两年一次调整

为一年一次， 每年的9到12月举
办； 把所有课程纳入比赛范围，
分为基础类、 专业类、 双语教学
类、 实验实习类、 特色课程等；
选手讲授的每门课程由准备一堂
课逐步向课程全覆盖推进， 加大
比赛难度； 要求每三年40岁以下
青年教师至少要参加青年教师基
本功比赛一次； 初赛阶段40岁以
下 （含） 青年教师全员参加， 并
作为教学考核的重要一环； 复赛
阶段40岁以下青年教师至少参加
80%； 决赛阶段40岁以下青年教
师至少60%参加； 对获奖青年教
师给予职称评审、 教改立项、 出
国培训特殊政策和支持， 同时给
予物质奖励。

拿表彰力度来说， 为了鼓励
青年教师在决赛中人人争优秀，
校级、 院级分别设立奖励机制，
除了设置个人一 、 二 、 三等奖
外， 还设置了优秀教案奖、 最佳
演示奖等奖项， 为获奖教师颁发
荣誉证书和奖金， 并利用学校新
闻网和宣传橱窗等媒介宣传报
道， 展示青年教师风采， 发挥引
领示范作用， 扩大比赛影响力，
使青年教师备受鼓舞， 参与热情
进一步提高。

这些措施使青教赛成为系
统、 完整的工作体系， 工作机制
实现常态化， 促进了学校师资队
伍和学科建设， 有力促进了青年
教师成长成才， 全面提高了课堂
教学质量。

【观点】
青教赛要坚持初衷教书育人
北京市教育工会主席张锦

作为市一级行业工会， 教育
工会有其独特之处： 一是它成立
的最早， 其二是它的工作重心突
出了工会的四项职能之一的教育
职能。 20年前， 老一辈教育工会
工作者在思考如何为高校教师提
供适需服务的时候， 想到了从贴
近他们这一群体的职业生涯发展
规划着手， 给高校青年教师搭建
了一个职业发展的平台， 设计举
办了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

没想到， 这一坚持就是20年。 从
开始创建发展到今天， 大赛举办
了10届， 积累了很多成果。

成果之一是通过 “青教赛”
让很多有才学的青年教师脱颖而
出， 帮助他们在职业发展中成长
成才， 有的在教育教学上有所建
树， 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 有的
成为社会名人， 大赛为培育个人
成长成才搭建了平台， 深得高校
老师的认同。 成果之二是市级大
赛起到了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很
多高校组织校内的基本功大赛，
越来越多的老师愿意参与大赛 ，
大赛成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很
好载体， 直接作用于提升高校的
育人水平， 成为了首都高校储备
后备力量的一个品牌项目。

当然，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同
时， 还要思考如何创新发展。 目
前已经有了初步设想， 就是在第
11届青教赛时， 从大赛框架上有
所创新 。 前十届我们更注重过
程， 从下一届开始， 我们打算尝
试在赛前组织以往优秀获奖选手
上示范课， 以课代训， 既是交流
也是培训。 有些高校不能参赛的
特色课程， 我们也可以纳入到示
范课内， 提供展示的平台。 赛中
调整文理分科为文科、 哲学社会
科学和思想政治、 艺术、 理科、
工科以及医学六类科目的比赛。
评价体系中， 还要融入 “教书育
人” 的考核指标， 这还需要专家
进一步论证。 赛后， 我们要把工
作重点放在关注获奖青年教师的
引领和示范作用方面， 比如， 创
建教研示范工作室， 以此形成一
种激励机制。 此外还要关注广大
青年教师队伍培养和成长。

之所以 “青教赛” 能够坚持
20年， 除了契合高校工作规律以
及教师群体的实际需求外， 还与
其始终坚持的办赛初衷———教书
育人的理念是分不开的。 在今后
的比赛中 ， 我们要坚持这一方
向。 从明年开始， 我们将固化一
年高校青教赛、 下一年普教青教
赛的大赛模式， 让更多老师参与
其中， 让教书育人、 立德树人的
理念得以深入， 从而全面提高育
人水平。

持续２０年 覆盖在京高校青年教师 多位名师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