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个人的成长到
带领一群人的成长

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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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玄祖兴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康峰

“如果不参赛，就没有这么多好机会”

康峰是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教授，
2015年在北京高校第九届青年教师
教 学基本功比赛中 ， 荣获理工类A
组一等奖第一名。 2016年，他代表北京
市参加第三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决赛， 荣获工科组全国总决赛
一等奖。

通过青教赛 ， 康峰收获了荣誉 ，
同时， 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 他自身
的教学水平得以快速提高。

“最开始， 我觉得自己还挺会讲
课的， 但是专家给我提出的意见， 让
我一度开始质疑自己的教学能力 。 ”
康峰说， 学校非常重视青教赛， 备赛
活动由校工会组织， 教务处、 人事处、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协同， 由教学校长
挂帅， 组成了由工学院院长、 教学院
长、 经验丰富的教师和督导老师们等
在内的指导团队。

专家们提出 ， 在课程开始阶段 ，
恰当地导入本讲内容， 然后展开讲解
知识点， 尤其是其中的教学重点和难
点的处理与把握。 课程的最后需要进
行总结， 但又不仅是总结， 还需要升
华出新的知识点， 给学生意犹未尽的
感觉。

对于专家在教学设计上提出的建
议， 最初， 康峰有些发懵。 然而， 通

过不断地研课和磨课， 他终于对完整
的教学设计有了清晰的思路。 “就像
练武一样， 突然有一天， 打通了任督
二脉。” 康峰说， 这样的思路他也应用
到了日常的教学工作中。

比如， 在他教授的机械原理课程
中， 他首先把知识点细化， 为每个知
识点找到一个实际应用中的案例， 由
此引入、 展开， 最终对本节课进行总
结升华， 引申出新的、 下次要讲解的
知识点。 “可以说， 我的整个教学理
念， 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除了在教学设计、 教学理念上有
了飞跃， 通过青教赛， 康峰接触到了
清华、 北航、 北工大等院校教授机械
方面的名师。 “通过接触， 发现了很
多值得我去学习、 借鉴的地方， 可以
说让我自己的视野更宽广了。”

此外 ， 康峰还实现了华丽转身 ，
从青教赛的选手变成了教练员， 努力
为北京林业大学培训更多的优秀青年
教师。 “我从中受益了， 学到了东西，
要把这些东西教给更年轻的老师， 帮
助他们去参加比赛， 希望他们也取得
好成绩， 为校争光。”

目前， 康峰参与指导的两位工学
院的青年老师， 在校级青教赛中分别
获得实践类和工科组第一名的好成

绩。 其中一位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青
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中获得工科组
二等奖。

比赛固然重要， 日常的教学对于
学生和老师来说更加重要。 康峰并不
局限于指导教师参加比赛， 还会帮助
青年教师提高日常教学能力， 尤其是
新入校的老师。 康峰介绍说， 新来的
博士生刚刚从学校毕业， 科研能力没
问题， 但是很少有机会锻炼授课能力。
学校引入了完整的教师培养模式， 他
也参与其中 ， 为青年教师答疑解惑 ，
帮助刚入校的老师快速找到教学设计
的套路， 少走弯路。

青教赛给予康峰的还不止于此 ，
不仅让他有了帮助更多青年教师的能

力， 还让他在指导研究生时， 拥有了
更多的经验和资本。

“我指导过的博士生， 毕业后普
遍愿意到高校找工作， 其中， 面试过
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试讲。” 康峰说， 有
学生会找到他求助。

一般高校面试的试讲时间是15到
20分钟， 和青教赛教学演示的时间基
本一致。 因此， 康峰就把自己从青教
赛中学到的思路和理念尽数教给学生，
反复指导。 最终， 他的三名学生都被
知名大学录用， 其中一名学生还拿到
了6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offer。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感谢青
教赛 ， 让我收获颇丰 ， 让我不断成
长！” 康峰笑着说。

改进日常教学风格、 担任校内外
青教赛的评委、 与海峡两岸的青年教
师交流……在青教赛大幕落下后， 北
京联合大学基础课教学部教授玄祖
兴的工作增添了一份赛事的印记 ，
“青教赛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成长平台，
如果当初没有参赛， 就没有这么多好
机会。”

2017年， 玄祖兴参加了校级青教
赛， 当时他在基础课教学部承担数学
课讲授任务， 同时担任了学校党委研
究生工作部 （处） 副部 （处） 长， 分
管研究生培养、 导师管理等工作。

作为 “双肩挑” 干部， 他的备战
日程非常有限， 几乎只能利用下班时
间， 主要是周末进行准备， 其中有三
个周末他都带着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
“泡” 在教室里。 他在讲台上演练， 7
岁的儿子就 “扮演” 学生坐在台下与
他互动， 他讲完后儿子还拿着教鞭上
讲台模仿， 给备战增添了不少乐趣。

这时， 基础课教学部工会邀请督
导专家为他指导， 安排团队教师帮忙
听课 、 打磨内容 ， 给予他很多帮助 。
在校赛获得第一后， 他代表学校参加
市赛， 北联大工会安排两场专题培
训 ， 邀请专家进行有针对性辅导 ，
让他受益匪浅， 又帮忙联系比赛主办
方， 助他熟悉场地、 技术要求等。 比

赛当天， 校工会领导赶到现场为他
加油 ， 提供后勤服务， “这些重要细
节确保了比赛的顺利进行， 我非常感
动。” 他感叹。

2017年， 玄祖兴在市青教赛中获
理工组一等奖， 并获 “最佳演示奖”、
“最佳教案奖” 两个单项奖， 为他的职
称晋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青教赛的锤炼， 他在教学思
想 、 风格等方面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
改进， 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
来， 在知识传授过程中开始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塑造潜移默化
地融入所讲课程。 同时， 他在讲解中
增加了以问题、 任务驱动的案例教学
比重， 通过对问题设计层层追问的方
式， 启发学生自主发现并演绎知识体
系， 强化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 培养
学生的数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他的教育教学水平受到学生的欢
迎 ， 2018年被评为 “北京市师德先
锋 ”， 同年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 指导学生多次获得全国研究生数
学建模竞赛、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等国家级奖项。 2016级软件工程专
业本科生李方杰评价他的课堂 “注重
因材施教， 语言诙谐幽默， 具有亲和
力。” 研究生宋禄琴说， 玄教授的课突
出主线教学， 让学生对数学课程有整

体感， 提高了学习兴趣。
他在科研方面也有所进展， 现作

为骨干在研市高校创新团队项目一项，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北京市
自然科学基金各一项， 作为骨干完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智能车 )、 北京市高校创新团队项目
各一项。

在玄祖兴看来， 青教赛为青年教
师搭建了展示与交流平台， 创设了良
好的竞争氛围， 让教师看问题的视野
更宽广， 博采众长， 可以更好地促进
科研、 反哺教学，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能力 ， 做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作 ，
也为高校储备了后备人才。

青教赛结束后， 市、 校两级工会
依然维持着与选手之间的联系， 定期
开展主题活动， 包括对往届获奖选手
的进一步提升、 新选手的培养培训工
作等。 玄祖兴在2018年参加了以海峡
两岸高校青年教师教育教学交流为主
题的赴我国台湾地区学习活动， 成员
里有8所大陆高校的9名青教赛一等奖
获奖者。

2019年3月， 他在学校第九届青教
赛上做交流发言 ， 并担任比赛评委 ，
又受邀担任了北京工业大学第十二届
青教赛的校外评委。 他表示， 今后将
一如既往关注青教赛， 并为之贡献自
己的力量。

北京联合大学基础课教学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