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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建大学教务处文件 
 

 

天城大教务﹝2020﹞36 号 

 

 

 

 

各教学单位：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激励青年教师积极更新教

育理念、掌握现代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能力与水平，

学校决定举办2020年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和多媒体课件竞

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请各教学单位做好组织、推荐工

作。 

一、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 

（一）参赛条件 

40 周岁以下（1980 年 8 月 31 日以后出生）的我校在编正

式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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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赛形式 

竞赛由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两部分组成，成绩评定采用百

分制，教学设计占 20%、课堂教学占 80% 。参赛教师需事先准

备 10 个教学节段的教学设计，具体要求见附件 1、2，具体评分

标准见附件 3。 

（三）竞赛流程 

1.初赛 

各教学单位组织初赛，推荐成绩优秀的教师参加学校复赛。 

推荐名额不多于符合参赛条件教师总数的 10%。初赛形式由各单

位自行确定。 

2.复赛 

复赛由教务处组织实施。参赛教师通过现场抽签形式确定

讲授的教学节段，专家对参赛教师的讲授情况进行评价，按规

定确定拟授予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的教师名单。 

3.结果公示、公布 

竞赛结果经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后，在教务处网站上

公示，公示期为 7 个工作日。公示期结束后，对无异议的获奖

名单报校长办公会审批，由学校发文公布。 

二、教师多媒体课件竞赛 

（一）参赛条件 

    我校在编正式教师。 

    （二）竞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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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由教学设计和课件演示两部分组成，成绩评定采用百

分制，教学设计占 20%、课件演示占 80%。每位参赛教师需事

先准备 10 个教学节段的教学设计，具体要求见附件 1、2，具

体评分标准见附件 3。 

    （三）竞赛流程 

与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流程相同。 

三、时间安排 

1.初赛 

各教学单位于 9 月 18 日前完成竞赛的动员和初赛工作，9

月 18 日下午 16:00 前将推荐名单（见附件 4）加盖单位公章报

教务处教学质量科（地点：现教 A710 室，联系人：刘金梅，联

系电话：23085061）。 

2.复赛 

复赛定于 12 月初进行，具体时间与安排另行通知。 

 

附件：1.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多媒体课件演示要求 

2.教学设计节段目录（范例） 

3.评分标准 

4.参赛教师推荐表 

5.教学设计封面（模板） 

教务处（招生办公室） 

2020 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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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送：校领导 

天津城建大学教务处（招生办公室）          2020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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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学节段”，指课堂教学 20分钟所需要的教学内容。 

1.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包括教学大纲、教学设计方案、教学课件三部分。 

教学大纲主要包括课程名称、基本信息（课程性质、教学时数、学

分、学生对象）、课程简介、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与教学安排、课程评

价、建议阅读文献等。 

教学设计方案主要包括教学节段名称、课时、学情分析、教学目标、

课程资源、教学内容与过程、教学评价、预习任务与课后作业等。 

教学课件为采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辅助课堂教学的电子教学内容。 

要求：参赛课程教学大纲、设计方案和课件用 A4纸双面打印，按照

以下顺序，左侧装订成册（一式三份）。 

（1）封面（见附件 5模板，请用蓝色纸打印）； 

（2）参赛课程大纲； 

（3）参赛课程 10个教学节段的目录（目录范例见附件 2）； 

（4）参赛课程 10个教学节段的教学设计； 

（5）参赛课程 10个教学节段的 PPT，每个页面最多放六张 PPT。 

除封面外，教学大纲等材料正文一级标题用三号黑体加粗；二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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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用四号黑体加粗；三级标题用小四号黑体加粗。正文内容用小四号宋

体，1.5倍行距。 

2.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规定时间为 20分钟，用普通话授课。根据参赛课程需要，

参赛教师可携带教学模型、挂图等。 

3.多媒体课件演示 

多媒体课件演示规定时间为 20分钟，用普通话讲解，包括以下三个

方面： 

（1）课件制作思路与框架； 

（2）课件的特点及亮点介绍； 

（3）课件效果演示 

其中，第（1）至（2）项控制在 10分钟，第 3项控制在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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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遗传学》教学大纲基本教学内容包含 13 章，此次教学设计的 10

个节段分别选自第 1、3、4、5、7 等 5 章。 

1. 性取向的遗传分析  

选自第一章：遗传与变异/第三节：遗传学的研究策略与方法 

2. 人类进化的遗传分析  

选自第一章：遗传与变异/第四节：身边的遗传学案例 

3. 复等位基因  

选自第三章：孟德尔遗传的拓展/第二节：复等位基因 

4. 线粒体遗传    

选自第三章：孟德尔遗传的拓展 / 第六节：核外遗传 

5. “三位一体”的基因概念  

选自第四章：基因概念的发展/第一节：基因概念的产生与早期发展 

6. 基因可跳跃  

选自第四章：基因概念的发展/第二节：基因概念在分子水平的发展 

7. 基因诊断  

选自第五章：连锁与交换/第三节：分子遗传标记与基因诊断 

8. 染色体倒位  

选自第七章：染色体畸变/第二节：染色体结构变异 

9. 染色体重复与易位  

选自第七章：染色体畸变/第二节：染色体结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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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非整倍体与人类疾病  

选自第七章：染色体畸变/第三节：染色体数目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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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教学设计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 

1 符合教学大纲，内容充实，反映学科前沿 20  

2 教学目标明确、思路清晰 20  

3 准确把握课程的重点和难点，针对性强 20  

4 教学进程组织合理，手段运用恰当有效 20  

5 文字表达准确、简洁，阐述清楚 20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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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评分标准（普通） 

指标（分值） 评分标准 分值 
单项

评分 

单项

总分 

教学目的与内

容（30分） 

教学目的明确，要求具体 10  

 
讲授内容突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合理融入思政元素 
10  

内容充实、信息量大，能反映或联系

科学发展的新思想、新概念、新成果

（特别是专业课） 

10  

教学态度 

（30分） 

讲课有热情，教师精神饱满 10  

 对课程讲授内容娴熟，运用自如 10  

授课时间安排科学合理 10  

教学方法 

（40分） 

使用普通话，对问题的阐述简练、准

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楚 
10  

 
讲课有感染力，能调动学生情绪、吸

引学生注意力，能启发学生思维 
15  

板书（课件）设计合理、工整清晰，

能有效利用各种教学手段 
15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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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评分标准（体育） 

分类 要素 分数 
单项

评分 

单项

总分 

说 

课 

内 

容 

（50） 

1.能准确、简单扼要地说出教学内容，教学目标 

2.能准确、具体、恰当地说出教学要求、重点、

难点 

10  

 

1.能运用教育理论分析学情，正确诊断学生的三

基能力 

2.使用方法、手段恰当，切入准确 

10  

1.能说出本次课采用的主要教学方法特点和目的 

2.教法符合教材特点，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10  

1.指导符合学生实情，符合教学规律 

2.教学掌控自如，教法灵活，手段新颖 

3.注重营造学生自我发展的空间 

20  

说课 

艺术

（20） 

能用普通话脱稿讲述，清晰，生动，形象 10  

 
1.有节奏、表现力、感染力和激情 

2.神态自然大方，举止得体；语气、语调掌握得

当 

10  

课件与

教案编

写（30） 

主题突出、界面设计大方、文字简繁适当、图文

搭配合理 
10  

 

教案编写规范，条理清楚，重点难点突出，教法

手段采用合理 
20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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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演示评分标准 

指标（分值） 评分标准 分值 
单项

评分 

单项

总分 

课件内容 

与设计 

（40分） 

课件内容逻辑结构清晰，层次性强，能有

效提升教学效果 
15  

 

有丰富的和教学知识点配合的教学素材，

资料来源清楚 
10  

课件内容的文字、符号、度量单位和公式

正确、规范，界面布局合理，整体风格统

一，吸引力强，视觉、听觉效果好 

15  

课件制作 

与运行 

（30分） 

采用了和课件内容及设计相适应的软件，

或自行设计了适合于课件制作的软件，操

作方便，无“死机”现象，无链接错误，

启动、链接转换时间短，运行稳定 

15  

 
注重思维过程动态再现，画面动静结合，

版面清晰，动画连续，演示逼真，文字设

计合理，配音标准，音量适当，节奏快慢

适度 

15  

课件应用 

与演示 

（30分） 

启发引导性强，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 10  

 

突出“以学为主”，利用课件提升课堂互

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10  

能够恰当地使用课件讲授内容，重点难点

突出，表述清楚、语言规范；能熟练演示

课件 

10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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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天津城建大学 

校级教学基本功竞赛和多媒体课件竞赛参赛教师推荐表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推荐表 

姓名 专业 职称 出生年月 联系方式 参赛课程 

      

      

 

 

多媒体课件竞赛推荐表 

姓名 专业 职称 出生年月 联系方式 参赛课程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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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天津城建大学 2020 年 XXXXXXX 竞赛参赛材料 

 

 

 

 

键入课程名称 

 

 
 

姓 名：XXXXX 

 
 

 

20XX 年 XX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