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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角色转变 钻研教学规律 涵养师者匠心 厚植教育情怀

2022 年秋季学期 0-3 年新入职高校教师专题研修班（第三期）

卓越国培〔2022〕047 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及教育部等六部门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帮助新入职

高校教师提升职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引导新入职教师尽快适应工作岗位，提升

教学素养和教学核心能力，实现从站上讲台、站稳讲台到站好讲台的成长，卓

越国培邀请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

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贵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湘潭大学等13位专家，举办“2022年秋季学期0-3年新入职高校教师专题研修班

（第三期）”。具体研修事宜如下：

一、研修时间与形式

时间：2022年9月24日―10月25日

形式：在线直播讲解 + 典型案例分享 + 在线实时答疑 + 回放巩固学习

二、研修主题

新入职教师岗位适应与教学能力提升

三、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北京卓越国培教育科技发展中心

协办单位：北京硕博展才教育科技中心

四、研修对象

各高校（含职业院校）入职0-3年的教师，以及分管教师教学发展的校领导，

教务处、研究生院、人事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研究机构、二级院系等负责

人及管理人员。

五、研修模块

本次研修班围绕新入职教师的角色转变和能力需求、如何构建魅力课堂、

课程大纲教学设计与教案编写基本功锤炼、如何坚守初心做一名新时代合格的

高校教师、如何讲好一堂课、大学教师的综合素养、大学常见学习动机问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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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应对策略、混合式教学典型模式及设计思路、课堂教学中如何组织与课程思

政教学设计、自媒体时代下带网感的教育短视频制作、智慧教育中数据驱动的

教学评价、小组协作学习及PBL教学活动设计与实践、抓好“第一课”帮助学生

顺利启航、新入职教师如何礼塑人生立德修身等方面进行讲解，提高新入职教

师教学胜任力，夯实新入职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基础。十三个模块如下：

第一模块 魅力课堂：浙江工业大学陈庆章

第二模块 大纲教案：上海交通大学余建波

第三模块 爱教能教：中山大学王金发

第四模块 一堂好课：湘潭大学宋德发

第五模块 学习动机：上海交通大学邢磊

第六模块 混合教学：北京大学冯菲

第七模块 课程思政：武汉大学唐飞

第八模块 信息技术：华南师范大学赖国雄

第九模块 教学评价：北京师范大学郑勤华

第十模块 协作学习：陕西师范大学何聚厚

第十一模块 第一节课：华中师范大学田媛

第十二模块 教书育人：北京大学郭琦

第十三模块 教师礼仪：贵州大学杨序琴

六、课程安排

时间 专家与课程

１

9月24日
（周六）

9:00-11:00

主题 如何让你的课堂教学具有魅力

摘要

1. 学生在魅力教学课堂上的表现
2. 课堂教学产生魅力的基础
3. 通过内容重构实现魅力教学
4. 通过艺术性地开场和结尾实现魅力教学
5. 通过教学过程的控制和教学方法的应用产生魅力教学
6. 通过注重教学细节产生魅力教学

专家 陈庆章：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

9月24日
（周六）

19:00-21:00

主题 课堂教学之课程大纲、教学设计与教案编写基本功锤炼

摘要

1. 教学大纲、教学设计、教案的概念及区别
2. 如何正确编写课程教学大纲
3. 如何进行课堂教学设计
4. 如何规范撰写教案

专家 余建波：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在线课程建设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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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专家与课程

3

9月25日
（周日）

9:00-11:00

主题 坚守初心，做一名新时代合格的高校教师

摘要

1. 爱教：坚守初心，铸魂育人
2. 能教：学道明道，修炼内功
3. 会教：道技合一，启智润心
4. 结语：享受教学

专家 王金发：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4

9月27日
（周二）

19:00-21:00

主题 如何讲好一堂课？兼谈大学教师的综合素养

摘要

教师讲好一堂课需要具备的综合素养：（1）真才实学（不
一样的科研），（2）形象，（3）语言，（4）技巧，（5）
幽默感，（6）特殊的才艺，（7）浪漫的气质，（8）温
良，（9）浪漫，（10）教育学素养。结合丰富、形象和生
动的案例，轻松幽默、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地阐述上述观
点。

专家 宋德发：湘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5

10月10日
（周一）

19:00-21:00

主题 大学常见学习动机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摘要

针对学生对教师精心准备的教学报以冷淡，学生不愿意回答
课堂提问，翘课、课堂缄默、电子产品沉迷等影响学习积极
性，教师如何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水平等问题，讲解
（1）影响学习动机的 4 种因素，（2）能够解释学生动机的
成因，（3）激发和维持学习动机的 33 条策略，（4）设计
提升学习动机的策略等内容。

专家 邢磊：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发展中心培训师。

6

10月13日
（周四）

19:00-21:00

主题 混合式教学典型模式及设计思路

摘要

1. 混合式教学典型模式
2. 基于成功实践的混合设计原则
3. 混合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与讨论
4. 混合式教学的持续改进与发展

专家
冯菲：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综合办主任、培训师，北

大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7

10月15日
（周六）

9:00-11:00

主题 课堂教学中如何组织与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摘要
1. 课堂教学的备课与教学设计
2. 传统线下教学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
3. 课程思政与教学设计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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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专家与课程

专家 唐飞：武汉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8

10月15日
（周六）

19:00-21:00

主题 自媒体时代下带网感的教育短视频制作

摘要

1. 制作比微课还微的短视频
2. 如何利用短视频与教学内容输出结合
3. 短视频+教育的探索
4. 多层次片段剪辑
5. 实景非绿屏抠像技巧
6. PIP技术及虚拟背景制作
7. 为主讲应用磨皮+瘦脸等AI美颜
8. 利用语音引擎自动生全片对点字幕
9. 完全对口型的AI虚拟数字人助教配合主讲老师课件方案
10. 为数字虚拟人加上肢体动作使课更生动
11. 影视包装级别的课件综合案例
12. 自定义动效及进阶案例分享

专家 赖国雄：华南师范大学网络学院设计总监。

9

10月16日
（周日）

9:00-11:00

主题 智慧教育中数据驱动的教学评价

摘要

智慧教育需要教育理论和智能技术的双向驱动，针对评价来
说，智慧场景的数据采集、汇聚和分析能力，为教育评价提
供了新的动能。围绕数据驱动的教育评价，需要针对评价的
要素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人机协同的教育建模；进一步
讲解如何建模，建模后如何应用，以及如何针对特定目标开
展评价实践。

专家 郑勤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远程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10

10月18日
（周二）

19:00-21:00

主题 小组协作学习及PBL教学活动设计与实践

摘要

1. 一流课程“两性一度”背景下小组学习及PBL教学活动
的内涵分析

2. 小组协作学习教学活动设计与实践要点分析
3. 混合式教学PBL教学活动设计实践及案例分析

专家
何聚厚：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教学技术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11

10月20日
（周四）

19:00-21:00

主题 抓好“开学第一课”，帮助学生顺利启航

摘要

讲解新入职教师如何做好学情分析、准备教学资料、设计新
颖教案、运用信息技术、组织师生互动、设计教学过程、创
建知性亲和课堂教学，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评价方式等五个方面认真抓好“开学第一课”。

专家 田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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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专家与课程

12

10月23日
（周日）

9:00-11:00

主题 教书育人，从“心”出发

摘要
从学生的心理状态与识别、教师责任和教师发展等角度讲解
如何教书育人、从“心”出发，重点讲述新入职教师的角色
转变和能力需求。

专家
郭琦：北京大学医学部原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心理健康教育

与咨询中心主任。

13

10月25日
（周二）

19:00-21:00

主题 礼塑人生，立德修身，做一名魅力高校教师

摘要

1. 认识礼仪的内涵，明确高校教师的基本素质要求，激发
作为高校教师的责任担当。

2. 了解高校教师职场形象塑造的基本原理，掌握个人仪
容、仪表、仪态礼仪的基本规范，认识并寻找最美好的
自己，提升高校教师形象力，进一步提升高校整体形
象。

3. 掌握日常交往以及办公礼仪规范及沟通技巧，遵循交往
过程中尊重为本的原则，促进师生关系、同事关系、上
下级关系的和谐，提升教学质量和工作效率，进一步提
高高校的社会影响力。

专家 杨序琴：贵州大学副教授，贵州省礼仪学会会长。

七、研修学时与证书

课程结束颁发结业证书，注明研讨课程名称及研修学时。

以学校或学院为单位团报的，卓越国培将根据单位要求，对参加研修营的

教师进行在线考勤，辅助学校将新入职教师参加研修的情况记入教师个人成长

档案，颁发包含研修学时的研修结业证书。

参加研修营全部活动的研修学时为52学时。

八、研修费用

研修依托北京卓越国培教育科技发展中心在线教育平台组织实施，参加培

训高校教师进行实名注册，登录后使用统一发放的学习链接，采用“在线学习”

的形式进行。

个报：2380元/人

团报：19800元/校（限50人），29800元/校（限51-100人），39800元/校

（不限人数）

由北京硕博展才教育科技中心开具发票，纸质发票或电

子发票皆可。账户信息：北京硕博展才教育科技中心，开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营业部，开户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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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0200000309200188982。

请扫描右侧二维码，转账支付请备注：学校简称+姓名+新入职。

九、报名方式

报名联系人：

团报：周老师 13701098371（微信）

个报：张老师 13718254806（微信）

请扫描右侧报名二维码，填写报名具体信息：

附1：专家简介

附2：卓越国培定制班简介

附3：卓越国培简介

北京卓越国培教育科技发展中心

2022年08月24日

附1：专家简介（以讲座时间为序）

1.陈庆章：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博导，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计算机网络与多媒体研究所所长，计算机网络教学团队负责人，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省重点专业负责人。浙江工业大学首届十佳讲课教师，浙江工业大学首届

十佳研究生“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浙江省优秀教育工作者。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0项，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12项。担任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评审专家。

2.余建波：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在线课程建设负责人，负责上海交通大学

在线课程建设、应用、推广及申报工作，推出开放式学习平台OLS，在上海交

通大学实现1500门课程上线，在校内推广混合式教学。2011-2013年负责上海

交通大学开放式学习平台“南洋学堂”建设，设计并实施180门课程的拍摄及

6000余节课程视频的制作。2013-201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慕课推进办公室、慕

课研究院任主任助理和院长助理，推进上海在线课程建设和混合式教学。2018

年至今在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负责在线课程建设应用及混合式教学工作坊。至

今已完成高校、医院、企业等单位的慕课、微课、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讲座

及工作坊培训400余场。

3.王金发：中山大学教授，博导，倡导与践行的“开放式教学”“研究性

教学”等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先后获得2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18年获

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年被评为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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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中山大学学生评为“中大学子心目中的良师”，2002年被评为中山大学师

德十佳标兵，2003年获得国家首届教学名师奖，2004年被评为南粤杰出教师，

2005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同年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作为

团队负责人的“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研究性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

主讲的《细胞生物学》《细胞与遗传学实验》授予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荣誉

称号。主持国家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研究课题8项、教育部教学研究项目10

项、广东省教学研究项目10项。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科研和教学论文140余篇。

4.宋德发：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首届芙蓉

教学名师，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手，湘潭大学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

赛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主持人。主要从事欧美文学与比

较文学研究，并致力于大学教学法的研究、实践与推广，相关著述有“大学八

书”，即《站稳讲台——大学讲授学》《如何走上大学讲台——青年教师提高

讲课能力的途径与方法研究》《大学故事与大学精神的建构与传播——以西南

联大为中心》《教育的弦外之音》《用整个的心做大学老师》《大学的痛与梦》

《大学教学名师研究》《教育漫话》。应70余所大学，70余所中学以及社会各

界邀请，做演讲500余场。

5.邢磊：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发展中心培训师，国内高校教学发展领域资深

培训师，专长于新教学法和教育技术，曾先后在北京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和

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发展中心担任首席培训师，多年致力于在高校教师中推广教

学技术的应用，对以学生为中心的新教学法有深入的见解及丰富的经验。编著

有《高校教师应该知道的120个教学问题》《教师教育技术一级培训教材》

《美化你的教学PPT》，译著有《教学的智慧：来自世界最好的大学教师的经

验》等。

6.冯菲：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综合办主任、培训师，北大数字化学

习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化学习、在线教学和混合式教学。

开设慕课《教你如何做慕课》（首批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和《混合教学成功

要点》，培训数十万教师，曾获得北京市教委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和二

等奖。

7.唐飞：武汉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讲授《电气工

程基础》《走进电世界》《电机学》等本科专业课程，获得省部级奖励3项，

发表SCI/EI检索论文近百篇，曾获2021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三等

奖，武汉大学首届教学创新比赛一等奖，武汉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

武汉大学教学思政说课比赛一等奖，武汉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8.赖国雄：华南师范大学网络学院设计总监，国家人社部在线学习服务师

新职业资格培训组特聘专家，广东职业教育信息化研究会理事专家，清华学堂

在线特聘师资培训组专家，教育部教育培训“国培计划”及信息化教育方向著

名讲师，Adobe认证大中华区设计师，包括985及211在内的国内七所高校专家

库成员。第三届全国微课大赛广东赛区决赛评委，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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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技能大赛广东区省赛评委，2019年全国网编大赛及H5课件模版设计大赛国赛

评委，2020年中国广告艺术节学院奖评委及武警系统四会比武决赛评委，2021

年全国高校教师教育短视频大赛评委及南方电网课件大赛决赛评委及点评专家，

以及多个校级大赛评委。2018年青教赛华南师范大学本科组指导教师；2019年

广西科技大学青教赛指导教师；2020年广西科技大学及广东工业大学青教赛指

导教师；2021年首届全国高校教师创新教学大赛内蒙古财经大学及宁夏北方民

族大学指导教师。

9.郑勤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远程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互

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2006年至今在北师大从事互

联网教育与教育大数据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

人文社科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等课题20余

项，出版中英文专著7本，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目前主要从事教育大数据

与教育人工智能研究。

10.何聚厚：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教学技术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技术增强学

习、大数据环境下智能信息处理、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主持完成项目：1项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20余项智慧教育教学模式创新服务指导项目；1项教育部-

中国移动基金项目；1项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重点项目。主持在研项目：1

项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1项MOOC课程；多项智慧教育教学模式创新、混合式

教学一流课程设计与建设应用推广项目。作为核心参与人，2018年获国家级教

学成果一、二等奖各1项；2019年获陕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2009年获宝钢

优秀教师奖；2015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启夏英华-中交通力”优秀教师奖。

11.田媛：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少年网络心理与

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网络心理专委会委员，“微助教”

创始人，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研究领域集中于社会

性与人格发展、网络心理与行为、网络学习与效果评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国家自科基金等国家及省部级项目10余项，出版著作及教材7部，在核心及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担任湖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材编委。担任3门MOOC

课程的主讲教师，选课学员超过200万人，其中通识课程“心理学：我知无不

言，它妙不可言”被“学习强国”平台推送，并荣获全国首届最美慕课评选一

等奖、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省级一等奖，获批2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认定；与团队设计开发的课堂互动平台“微助教”覆盖全国2500余所学校，超

过700万师生使用。

12.郭琦：医学博士，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医学部机关党委书记，曾任基

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学工部副部长、医学部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主任，长期从事一线学生教育管理等，2021年教育部思政课教学名师。主要研

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婚恋观教育、生涯规划、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等，具有丰富的医学教育及管理经验，在高中生人格发展、大学生适应期教育、



- 9 - 北京卓越国培教育科技发展中心 构建教师发展与成长教育共同体

家庭环境对学生影响、职业生涯教育等方面发表多篇文章及论著。主要开设课

程《医学生生涯规划与指导》《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医学生领导力培

育》等

13.杨序琴：贵州大学副教授，贵州省礼仪学会会长，西南大学、黔南民

族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杨序琴礼仪文化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曾任2020第二

十四届MRS.GLOBE环球夫人大赛中国总赛区评委。目前主要承担贵州大学本科、

研究生教学，参加2021年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多次参加省级和校级教学

大赛并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科研课题曾获得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贵州省二等奖等奖项。参与教育部“公关礼仪课题”一项，负责行业礼仪课程

开发。主编参编《管理沟通实务》教材多部，并担任多加银行、企业文化、礼

仪、管理、服务力提升顾问。

附2：卓越国培定制班简介

定制班：卓越国培坚持卓越研修品质，接受高校（含高职高专院校）定制
研修班，根据高校对专家师资及研修主题需求，为高校研发定制专题研修班，
包括教学竞赛类、课程教学类、师德师风类、课程思政类、教师发展类、评估
认证类、科研教研类、学科建设类、基层教学组织类、教学改革与成果类、专
业建设类、教学管理类、人才培养类、招生就业类等专题会议和研修班。联系
人：周老师13701098371（微信）

附3：卓越国培简介

北京卓越国培教育科技发展中心（简称“卓越国培”）是致力于服务教师、

服务教学、构建教师发展与成长教育共同体，为高校提供教育培训与咨询的教

育服务机构。

卓越文化：努力超越，追求卓越。

服务理念：探索教师发展新路径，聚焦教育痛点难点，传播教育教学新理

念。

服务范围：“教”“研”“赛”“思”“评”“建”六大模块，包括教学

竞赛类、课程教学类、师德师风类、课程思政类、教师发展类、评估认证类、

科研教研类、学科建设类、基层教学组织类、教学改革与成果类、专业建设类、

教学管理类、人才培养类、招生就业类等专题会议和研修。

服务类型：对外研修、公益服务、联合定制、个性化定制、资源共享。

服务形式：线上、线下、线上线下混合等三种形式。

卓越国培课程顾问：周老师 13701098371（微信），张老师 13718254806

（微信）。

欢迎关注“卓越国培在线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