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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级学院、各二级工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按照全国总工会《2016-2020

年劳动和技能竞赛规划》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提升广大高校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充分发挥教学

竞赛在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培养青年教师爱

岗敬业、严谨治学的态度，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

充满活力的专业化教师队伍，经研究，决定开展宁德师范学院

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教学竞赛活动。

一、竞赛目的

以加强青年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教学基本功和能力训练为

着力点，做到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

律要严、人格要正，充分发挥教学竞赛在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中

的引领示范作用，弘扬劳模和工匠精神，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年

教师更新教育理念和掌握现代教学方法的热情，按照习总书记

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的“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

个相统一”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提高青年教师思想政治素

质和教育教学能力水平，推动我校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二、组织领导

（一）成立我校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组织委员会（以下

简称“组委会”）。组委会成员由校领导、工会、人事处、教

务处领导及各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组成（见附件 1）。

（二）成立由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教学竞赛评审委员会。

三、参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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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我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青年教师均可报名。各学院

推荐参加决赛的选手年龄必须在 40 岁以下（1980 年 8 月 31

日后出生）。

2.各学院都要有参赛选手参加，具体名额见附件 2。

四、竞赛时间

1.预赛：9 月 8 日之前由各二级学院根据《宁德师范学

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教学竞赛规程》（见附件 3）

自行组织预赛选拔选手。

2.决赛：拟于 9月中旬举办（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二级学院及相关部门要

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周密部署。各二级学院要广泛动员全

院青年教师踊跃参加预赛，选拔出具有较高教学水平，能够

充分展示教师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的优秀青年

教师。

（二）分工明确，各尽其责。本次竞赛活动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9月 8 日之前由各二级学院在教务处的指导

下完成预赛；

第二阶段：9月 10 日组织参加“劳模进校园巡讲”活动；

第三阶段：9月中旬组织校内决赛；

第四阶段：11 月组织选手参加第五届全省高校青年教师

教学竞赛。

六、奖励设置

1.个人奖。每个组别按参赛选手总数和每位参赛教师最后

得分从高到低确定 10％的比例为一等奖、20％的比例为二等

奖、30％的比例为三等奖。学校为获奖者颁发证书并给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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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建设工作量奖励。获奖情况可作为教师评聘职称职务、考

核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获奖者可推荐参加全省高校青年

教师教学竞赛。

2.优秀组织奖。对竞赛组织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颁发优秀

组织奖若干个。一是根据活动要求，竞赛活动覆盖面大且青年

教师参与度广的单位；二是推荐的参赛教师在竞赛中展示了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教学水平，竞赛成绩优秀的单位。

附件：

1.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教学竞赛

领导小组

2.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教学竞赛

决赛参赛教师名额分配表

3.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教学竞赛

规程

4.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教学竞

赛参赛选手推荐表

5.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教学竞

赛决赛教学设计评分表

6.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教学竞

赛决赛课堂教学评分表

7.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教学竞

赛教学反思评分表

8.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教学竞

赛决赛节段目录（范例）

校工会、教务处、人事处

2019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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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

教学竞赛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徐晓丹 谢向东

副组长：邓 兵 陈 峰 龚梓兵

成 员：

邓惠明 林建平 阮少江 应少明 章立亮

邱汉周 黄荣生 郑常鳜 叶晓阳 孙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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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教学

竞赛决赛名额分配表

序号
学院

组别
人文社会

科学

自然科学

基础学科

自然科学

应用学科

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课

1 教育与艺术学院 3

2 经济管理学院 3

3 语言与文化学院 4

4 数理学院 2 1

5 化学与材料学院 2 2

6 生命科学学院 2 1

7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4

8 体育学院 2

9 医学院 2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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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

“最佳一节课”教学竞赛规程

一、竞赛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坚持注重教学基本功和实际应用

能力；坚持注重教书育人；坚持程序严谨、规范。

二、竞赛学科和参赛对象

（一）竞赛学科。竞赛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人文社

会学科、自然科学基础学科、自然科学应用学科等 4个组别。

第一组为高校思想政治课专项（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政治课）。

第二组为人文社会学科（含 01 哲学，02 经济学，03 法学，

04 教育学，05 文学，06 历史学，12 管理学，13 艺术学）。

第三组为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含 07理学）。

第四组为自然科学应用学科（含 08工学，09 农学，10 医

学）。

（二）推荐程序。各二级学院应在广泛开展教学竞赛活动

的基础上，推荐能够充分展示本学院师德师风和较高层次教学

水平的教师参加决赛。

三、竞赛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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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好一门课”为竞赛理念，本次竞赛由教学设计（教

案）、课堂教学和教学反思三部分组成，三部分分数分别为 15

分、80 分、5分。

（一）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指以 1个学时为基本单位，对教学活动的设想

与安排。基本要素有：题目、教学目的、教学思想、教学分析

（内容、重难点）、教学方法和策略以及教学安排等。

1.参赛课程 10 个学时的教学设计方案（1 个学时对应 1

个教学设计方案）。主要包括主题名称、课时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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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将对整套教学设计方案进行打分。

2.参赛课程10个学时相对应的10个课堂教学节段的PPT。

教学节段指课堂教学 20分钟所需要的教学内容。

（二）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规定时间为 20 分钟，用普通话授课（如用英语

教学，请在报名时备注，其他小语种教学不接受报名）。评委

主要从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语言与教态、教学特色四个

方面进行考评。根据各自参赛课程需要，选手可携带教学模型、

挂图、粉笔、翻页器等教具。竞赛安排试讲室，课堂教学全程

录像，视频版权归学校所有。

（三）教学反思

参赛选手结束课堂教学环节后，进入指定教室，结合本节

段课堂教学实际，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三方面着

手，在 45 分钟内完成对本讲课节段的教学反思材料（500 字以

内）。要求思路清晰、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做到有感而发。

反思室提供电脑，不允许携带任何书面或电子等形式的资料。

（四）计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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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评分实行实名制，选手成绩在竞赛结束当天公布，教

学设计、课堂教学、教学反思三部分具体评分标准分别参见附

件 5、6、7。统分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累积分，

除以评委人数（不含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的评委）为选手

本环节得分，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

选手三个环节的得分相加为最终得分，最终得分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

四、竞赛流程

（一）参赛教师在报名前须准备同一参赛课程 10 个完整

教学设计（教案）和与之相对应 10 个课堂教学节段（20分钟

的课堂教学演示）的 PPT。

（二）所有参赛教师在开始比赛前一天抽签确定参赛顺

序。

（三）比赛当天现场由评委随机抽签确定参赛教师的具体

参赛教学节段。

（四）课堂教学竞赛结束后，选手进入指定计算机室，在

1小时内完成教学反思（打印或手写均可）。

（五）评委根据参赛教师的教案、教学演示现场评分和教

学反思评分，成绩在当天竞赛结束后公布。具体评分标准见附

件 5、6、7。

五、提交材料要求

1.封面（按以下格式排版）

第一行：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 “最佳一节课”

教学竞赛决赛参赛材料 （页面左上角，二号，宋体）；

第二行：课程名称，例如遗传学（页面三分之一处居中，

初号，宋体）；



9

第三行：参赛组别，例如高校思想政治课科组（页面二分

之一处居中，一号，宋体）。

2.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主要包含课程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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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阅读文献等要素。

3.教学设计

10 个学时的教学设计方案，格式为 PDF 文档通用格式。

4.教学节段 PPT

与 10 个学时教学设计方案相对应的 10 个教学节段的

PPT，格式为 Powerpoint 演示文稿 16:9 大小，分辨率为

1600*900。

5.教学节段 PPT 的目录

10 个教学节段 PPT 的目录（目录范例见附件 8）。

除封面外，其它材料正文一级标题用 3 号黑体加粗；二

级 标题用 4 号黑体加粗；三级标题用小 4 号黑体加粗。正

文内容 用小 4 号宋体，1.5 倍行距。

6.参赛教师《推荐表》（见附件 4）1 式 3 份和身份证复

印件、教师资格证复印件 1式各 1份。

请各学院做好有关参赛准备工作，于 9月 8日前将所需提

交的所有材料汇总后，纸质版送纸质版送行政楼504（或510），

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ndsyjf@163.com，标题注明“第三

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学院材料”。联系人：吴新燕（联系

电话 13457362971，短号 6786）。

7.参赛各学院比赛组织情况，包括竞赛通知、参赛教师

名单、竞赛结果公示、活动报道及其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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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教学

竞赛参赛选手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最高学历

贴

照

片

出生年月 职称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参加工作时间

身份证号

从教学院、系 联系电话

参赛学科 组 别

学习工作简历

（大学开始）

近两年主讲

课程情况

发表教学论文

著作

主持、参与教学改

革项目

教学奖励

所在学院

意见
盖 章

2019 年 9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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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

教学竞赛决赛教学设计评分表

选手编号：

项目 评测要求 分值 得分

教学设计

方案（15

分）

教学目标明确,符合教学大纲。 2

教学内容充实，反映学科前沿，思路清晰、 逻辑性

强。
5

准确把握课程的重点和难点，针对性强，以 学生为

主体开展教学。
5

教学进程组织合理，方法手段运用恰当有效。 2

文字表达准确、简洁，阐述清楚。 1

评委

签名

合计

得分

注：评委评分最多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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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

教学竞赛决赛课堂教学评分表

选手编号:

项目 评测要求 分值（75） 得分

课堂

教学

(80

分)

教学

内容

(33分)

理论联系实际，符合学生的特点 9

注重学术性，内容充实，信息量大，渗透专

业思想，为教学目标服务
9

反映或联系学科发展新思想、新概念、新成

果
4

重点突出，条理清楚，内容承前启后，循序渐进 11

教学

组织

(32分)

教学过程安排合理，方法运用灵活、恰当，

教学设计方案体现完整
10

启发性强，能有效调动学生思维和学习积极

性，结合教书育人的理念
11

教学时间安排合理，课堂应变能力强 4

熟练、有效地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 4

板书设计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结构合理，板书与

多媒体相配合，简洁、工整、美观、大小适当
3

语言

教态

(10分)

普通话讲课，语言清晰、流畅、准确、生动，

语速节奏恰当
5

肢体语言运用合理、恰当，教态自然大方 3

教态仪表自然得体，精神饱满，亲和力强 2

教学

特色

(5分)

教学理念先进、风格突出、感染力强、教学效果好 5

评委签名 合计得分

注：评委评分可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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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

教学竞赛决赛教学反思评分表

选手编号：

项目 评测要求 分值 得分

教学

反思

5分

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三方

面着手，做到联系实际、思路清晰、观

点明确、文理通顺，有感而发。字 数 500

字以内，字数超出 50 字以上 扣 0.5

分。

5

评委签名
合计

得分

注：评委评分可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说明：

本届比赛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其计算方式：

教学设计 15分+课堂教学 80 分+教学反思 5分=100 分



14

附件 8

宁德师范学院第三届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

教学竞赛决赛教学节段目录（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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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0、11、12 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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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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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