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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助教的视角看定量分析化学实验的教与学
刘俊杰，朱志伟*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定量分析化学实验教学的质量不仅关系到学生对于分析化学相关知识的理解程度，同样也对学生的实验基本
操作训练影响深远。本文从一名兼具学生与教师双重身份的助教视角入手，着重关注影响定量分析化学实验教学质
量的几大因素，试图寻找提升教学质量的方案，为广大定量分析化学实验的教学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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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Quantitative Analytical Chemistry Labora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Assistant
Junjie Liu, Zhiwei Zhu *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Molecular Engineer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quantitative analytical chemistry laboratory course is not only related to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but also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ir basic laboratory skill training.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teaching assistant who is both a student and a teacher, we focus on sever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chemistry laboratory course, and try to find a plan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quantitative analytical chemistry laboratory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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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任课教师的综合素质。多年来，实验课助教一直是北京
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简称“学院”)定量分析化学实验教学的骨干力量，他们的“言”(对知识
点的讲解)与“行”(实验技能的示范)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实验课程的掌握程度。由于近年来分析化学
学科以及实验教学条件等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改善，从2018年春季学期开始，学院对定量分
析化学实验的教学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撤销3个容量滴定实验，新增1个实际样品实验及4个仪
器分析实验(电位分析、紫外光谱、红外光谱和荧光光谱) [1,2]。在以化学分析为主的课程中，因为各
化学分析方法之间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助教对这些知识点及相关实验技能的掌握相对容易，将他们
培训成能够胜任全部实验教学的“全能型”助教也不是很难。而在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并重的课程
中，由于仪器分析各方法之间相对独立，每一种方法都涉及很多不同的新内容，在短时间内要将一
个研二学生培训成“全能型”助教近乎不可能。因为再优秀的“全能型”助教也比不过“摸爬滚
打”多年的专职教师。因此，学院对助教的培训策略由以往的“大而全”转变为“专而精”。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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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会根据助教的研究专业方向以及他们在基础培训阶段的表现来指定各助教的具体实验教学内容
(即每位助教只负责2–3个实验)。助教在“吃透”所分配实验的理论知识后，在培训教师的指导下对
该实验反复做上4–5次，认真发现、体会该实验的重点和难点，尽可能模拟出学生在实验中可能会出
现的各种问题，并与教师进行充分的讨论。助教通常能够在摸索、思考和讨论这样一种循环反复的
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正确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培训教师的言传身教也能在不经意间将有效的
教学方法和技能传授给助教。笔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培训出来的一位“专业型”助教，负责“经典
滴定与电位滴定”和“光度法”这两个实验的教学工作，授课人数共208人。经过近一个学期的教与
学，尤其是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互换，笔者对实验教学尤其是定量分析化学实验的教学有一些新的认
识，希望这些想法和建议能为广大定量分析化学实验的教学者提供参考。

2

实验教学目的及方向

2.1

加深知识理解，提升动手能力
理论知识的学习往往不容易被吸收，而实践操作则可以让学生通过视觉、听觉等方面的刺激来
进行更为直观的学习，感官可及的化学或物理变化也有助于形成深刻的印象，这对于知识的接纳、
理解、吸收与转化都是极其有利的。作为实验性学科，绝大部分成果都来源于实验结果，实验操作
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实验结果的准确性。优秀的实验操作能力包括规范的操作、合理的时间安排、
良好的应变能力等。学生动手能力的提高对其后续的实验、科研甚至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2.2 联系实际体系，突出实用价值
具备严密逻辑的理论知识终究要在实际生活生产中找到应用，而实验则是二者的桥梁。除了加
深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实验教学同样承担着联系生活实际的作用 [3]。学院部分定量分析化学实验
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联系了实际应用体系，如工业碳酸锂中微量铁的测定、未知酸分子量的测定等
均体现了定量分析的实际应用。理论联系基础实验、基础实验与实际体系并行能够更好地将知识连
贯起来，从而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2.3 内涵绿色化学，培养良好习惯
在助教培训以及后续的实验要求中，更加注重绿色化学的理念，如节约使用药品、限制铬酸洗
液的使用范围以及清洗铬酸洗液的水量不得超过80 mL等。实验教学与生产生活应该一脉相承。资
源节约、环境保护等理念应该渗透到学习、科研、工作的各个方面。将绿色化学深入每个学生的内
心，久而久之，习惯也就成了自然。
2.4 提升创新能力，培养合作精神
尽管大部分实验内容都建立在已有的实验教案之上，但对于学生而言依然存在很大的思考空间。
通过对理论知识的“再认识”，他们的视野将更加开阔，认知也更加完整，具备更强的能力去创新
和创造。合作是当下科研以及工作中常用的一种提升效率、解决问题的手段。定量分析化学实验中
的小组实验是建立合作关系的一个平台，通过合作能够让学生学会运用各种资源、互利共赢，提升
工作效率。

3
3.1

实验教学中的难点与思考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习
预习是知识学习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对于存在一定危险性的实验而言更是如此。良好的预习
有助于将理论知识与实验衔接起来，不仅有利于实验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学生加深对基础知识、实
验原理和基本操作等的理解。
实验教学过程中，很多情况下学生的预习效果并不好，课堂上抛出的一些问题并不能很快得到
学生的正确反馈。目前要求的预习报告作为相对有效的预习检查手段虽然能在很大程度上让学生熟
悉实验原理、步骤、数据处理等，但依然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如下：(1) 部分学生为了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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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繁琐的预习报告占据自己的时间，会提前将所有的预习报告写好，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实验前却忘
记了当前的实验内容；(2) 部分学生在写预习报告的过程中并不会深入思考实验原理、设计思路以
及操作重点等，书面预习报告的形式使得预习实验演变成了抄写预习报告；(3) 脱离预习内容，将预
习内容与实验操作割离开，其显著特点就是淡化实验讲义中的部分内容而自行选择其实验方式，如
有关移液管的操作，讲义要求“静置15 s待溶液全部流下”，实际操作却是“移取完溶液后即拿开”。
在对“光度法”成绩(62份样本)进行数据统计时发现，预习报告成绩与实验操作成绩正相关，且
其相关系数达0.70，由此表明实验操作质量与预习情况之间的强相互作用(图1)。但遗憾的是，这种
正相关性并没有在“经典滴定与电位滴定”实验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推测其原因可能与相对重复的
滴定操作有关。而在“光度法”实验中，由于操作内容繁琐、操作步骤较多，这种正相关性能够得
到更好的体现。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预习的重要性。

图1

实验操作与预习之间的相关性

就目前的教学情况来看，笔者提出四点建议来提高学生的预习质量。(1) 大幅度提高预习报告
中归纳整理及思考的分值权重，对以抄写实验讲义为主的预习报告则适当降低分数；(2) 在实验课
前1–3天提出若干问题，要求学生将回答写入预习报告中；(3) 课前小测，通过若干问题考查学生的
预习情况；(4) 课堂提问，但由于课堂提问占据时间相对较多且效率较低，因此还需要考虑更优的办
法来改进。
3.2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思考
基础学科中思维训练的一个要求便是透过现象察其本质，现象具有多面性，但本质却是统一的。
在以“量”为基本要求的定量分析化学实验中亦然。以对“经典滴定与电位滴定”实验中滴定突跃
的理解为例，在经典滴定部分，其本质在于溶液pH变化的连续性以及实验中能引起pH“急剧”变化
的量可以体现在一滴、半滴甚至更少的溶液体积中，如此便很容易理解酸碱浓度、体积等对于突跃
的影响。而在电位滴定部分，其本质在于玻璃膜电极表面的硅酸盐网络对氢离子的特异性响应而导
致的电位变化，而深究这种响应则可以引发对于离子选择性电极的思考(如pH计的工作原理和适用
性)；关注氢离子扩散-吸附平衡则有助于快速理解搅拌、读数等操作的注意事项，理解建立在电化学
势平衡基础之上的膜电位分析则可以很快获得电位–pH响应关系。在教学过程中，部分学生对于滴
定过程中电位–氢离子活度变化理解不够，从而容易出现无法判断异常值、滴定过度等情况，其根本
在于对基本原理理解得不够深入。
现象易得而本质难察，这也是很基本的道理。如何在实验过程中教会学生深入理解是授课者值
得思考的问题，毕竟实验教学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溯源”和归纳是两个主
要途径。仍以电位滴定为例，观察到的现象是pH计上电位的变化，而电位的变化在于电路输出中两
电极的变化，建立在内参比电极电势稳定的认知上，很容易想到是玻璃膜上电位的变化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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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溯源则可以建立氢离子活度与电位变化之间的关系……当溯源至硅酸盐网络对于氢离子特异
性响应时便足以理解涉及到电位滴定理论与实验中几乎所有的问题。当然，“溯源”和归纳要建立
在足够的背景知识以及正确的思考方式基础上，这就需要学生具备相应的知识与能力。
3.3 进退有度，过犹不及——有度
定量分析化学实验以“准确的量”为目标，在追求“准确的量”的过程中如何在每一步实验操
作中做到“有度”也是实验教学的一个重点。
对“准确的量”的追求常常使得许多学生在实验操作中因担心产生误差而在每个步骤都谨小慎
微，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其一是降低了工作效率，浪费了时间；其二是很难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注
意力集中，因此合理调配注意力显得更为重要；其三是不利于实验过程中的及时思考。定量分析化
学实验中如何合理地、选择性地把握重点来进行精细化操作关系到实验的质量。实验过程中，做
到“有度”至少应该做到三点：其一，关键步骤细节不可忽视(表1列出了一些常见的细节性错误)，
如在电位滴定过程中将靠在烧杯内壁上的溶液清洗下去，这一步操作尽管难度不大，但关系到实验
的成败；其二，“有度”，合理地进行关键操作的细节处理而非追求所谓的“极致”，例如在电位
滴定实验中部分学生以“获得更准确的实验结果”为由在距离滴定终点几毫升便开始逐滴加入，其
最终的结果是不仅难以获得更佳的实验结果，而且极大地降低了实验效率。也有部分学生配制标准
溶液时为了减少烧杯中溶液的残留而过分洗涤烧杯；其三，“粗细有度”，并非所有操作都需要追
求“细节”，如在配制草酸标准溶液的操作中，虽然在给定的实验方案中粗称的质量为1.58 g，但过分
追求1.58 g显得毫无必要，称量质量在1.58的10%之内即可。
从授课者的角度来说，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让学生意识到这些问题关系到实验的质量。其
一，化被动为主动，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哪些细节需要重点把握，而非直接进行讲解传授，如在讲解
邻二氮菲法测量碳酸锂样品中微量铁含量时，可通过提问(如“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实验结果的准确
性”，进而提出“哪些操作会决定这些因素”)让学生意识到重点；其二，树立量和误差的概念，有
实验的地方就有误差，在误差允许范围内的实验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过度追求“极致的准确”并
不可取；其三，把握好实验进程，这其中则需要耐心与细心，对于学生过度追求准确的行为应该及
时指出，同时在教授其不可行之时更应该强调为何不可行；其四是及时做好反馈，根据实验结果引
导学生进行反思。
表1

实验中常见细节性错误(共性错误只列一次)

实验名称
经典滴定与电位滴定

错误描述
洗涤不够，转移不充分
定容后未充分摇匀，搅拌不充分
电位滴定时挂在烧杯内壁的溶液忘记清洗下去
滴定间隔太大
转移称量物时忘记变换把控称量瓶的手势
以移液管移取溶液时伸入溶液过深
以移液管移放溶液时尖端未靠壁

光度法

润湿碳酸锂试样时加水过量
定容时过标线
滴定操作错误
转移样品溶液时洗涤没有少量多次(导致加入水太多)
忘记加入关键试剂(如缓冲试剂或显色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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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成败”固然有理，但其必须建立在方向正确的基础之上，如果方向出现错误，过度
的处理细节也无济于事。
3.4 习惯成自然——树立良好的操作习惯
仅仅通过记忆去记住繁琐复杂的实验操作对于初学者而言并非易事，因此实验习惯的培养就显
得尤为重要，如果能够将实验操作内化于心，那么就很容易将庞大的实验内容构建出一张清晰的网
络[4]。
吸收知识的初步阶段在于记忆和理解，当逐步深化、归纳后，良好的操作习惯和思维习惯也就
会逐渐形成。实验教学中一个经常遇到但又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教师传授过要点后学生自行操作
往往出现遗忘以及错误操作等，对初学者尤其明显。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初学者难以接受繁琐的实
验要点，而相关理论知识的缺乏使得其又面临分身乏术的困境，最终的结果就是错误操作。如笔者
在讲授草酸标准溶液配制时，在强调溶液摇匀的前提下依然会有少数学生实验过程中出现未充分摇
匀的情况。习惯成自然——这也是保持记忆的常用方法。
对于授课者而言，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四点：其一，实验演示必须有序且合理。实验演示对于学
生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途径，如果教学者在实验演示部分操作凌乱，很容易使得原本容易为学
生接受的内容变得复杂；其二，思考。引导学生去思考操作是否正确而非简单地告诉其操作流程。
如移液管或滴定管的润洗操作，由于移液管移取溶液自下至上，因此润洗时只需要将最后的溶液从
下口放掉，而滴定管则不同，外加溶液时从上往下加入，因此润洗时部分溶液需要沿上口润洗放出。
分析道理固然简单，但是却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实验中的操作原理；其三，归纳。良好的知识整理和
归纳有利于教学的有序进行，通过构造简易的“口诀”等可以将复杂的实验步骤简单化，如重量分
析法中“稀、酸、热、慢、搅、陈”很轻易地将沉淀分析中几个关键点衔接了起来；其四，实验过
程中的监督与提醒，及时地纠正错误远比“扣分”等更有助于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习惯。图2显示的
是“光度法”和“经典滴定与电位滴定”实验中学生实验结果与操作之间的相关性(62份样本)。
培养良好的实验习惯同样不能忽略对细节的要求，即使其未必会影响实验结果。除了如实记录
实验中的数据外，影响实验结果的数据同样应该记录，如以pH计测量pH以及以光度计测量吸光度的
实验中，尽管温度这个量不会直接参与到最终的结果计算中，但实际上温度对于实验结果同样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应该如实记录实验条件下的温度。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有利于误差的分析、数
据的总结以及结论的判断。同样地，绿色化学、环境保护、合作共赢等同时也应该渗透到实验教学
中的各个方面。
良好习惯的培养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但并非遥不可及，毕竟对于定量分析实验而言，许多
操作背后的道理都极其相似，举一反三，不断强调、深化，形成一个良好的实验习惯也就水到渠成。

图2

实验结果与操作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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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上下同欲者胜——合作
实验教学中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小组实验中，为保证实验教学的质量与效率，小组实验人数需要
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例如“光度法”实验，按照正常的操作进行(不出现较大失误)，两人一组基本能
够顺利、高质量完成实验。但实验结果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分配的合理与否。笔者发现大
部分学生合作基本能够做到有序进行，而对于知识、能力相差较大的一组学生而言，往往会出现并
不太“和谐”的一面，如能力更强的学生可能会承担相对更多的实验任务，一些优秀的学生甚至会
觉得自己被“拖累”等。
良好的合作关系是高质量完成工作的基本保障，实验教学中强调个人能力的提升，但同时也需
要训练团队工作能力。笔者认为小组实验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根据各自长处
合理进行相关的工作，勠力同心，教师更多承担的应该是引导作用。
3.6 归纳与比较
几乎所有的实验操作都可追溯至基本实验操作，训练基本操作也自然成为了基础实验教学中的
一大任务。定量分析化学实验涉及到的主要是“量”的概念，由此延伸出了一系列对于实验操作的
基本要求。实验内容不计其数，基本实验操作却屈指可数，对基本实验操作、实验内容、分析方法
进行归纳与比较往往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几乎所有实验都涉及到了“量”，不同物质在分
析方法的选择上不尽相同，如常量的钡离子可采用重量分析法进行分析，而常量的铁则可以络合滴
定法进行分析；当然，不同量的相同物质在分析方法的选择上也有所差异，如常量铁和微量铁的分
析方法就有很大不同。
及时归纳与总结有助于更全面、深刻地把握实验要点和知识点。在实验教学中，帮助学生养成
归纳与比较的习惯将更有利于其在繁琐复杂的实验内容和操作中明晰原理、熟悉操作等内容。
3.7 海纳百川——吸收
教学从来都不是一个单向的行为，教学相长，作为一个相互学习的平台，学生的反馈同样重要。
自然科学往往更强调逻辑性，传授知识应该更加注重推理与逻辑，定量分析化学实验也不例外。
实验教学同样应该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而非一味地去告诉学生如何去做，更多的应该是去告诉
他们原理以及思考的方向。作为学生，在接受知识与经验的同时也是思考的过程，许多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同样是实验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作为教师，应该对这些进行分析判断，对于合理的提议应当
接纳、总结与传承。笔者在讲授“邻二氮菲分光光度法测定微量铁含量”时，其中一个实验内容是
绘制吸光度–波长曲线，讲解过程中很自然地强调注意加入试剂的顺序，但也有两组学生提出想尝试
一下未按照指定顺序加入试剂的结果；再如在探究pH对邻二氮菲-铁络合物稳定性的影响时，尽管实
验是通过滴定管滴加NaOH，但事实上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获得pH在8–11之间的梯度，他们忽略了
这个实验细节，仅有极少数同学通过分析发现其实这一段pH恰好处在滴定突跃的变化范围内，显然
要获得突变范围内的pH是相对困难的。
教学中会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许多未被思考的问题可能会被学生进一步提出(表2)，而如
何去反思、总结甚至接纳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授课者去思考。

4
4.1

定量分析教学新模式思考

引入实际分析体系，增加实验前处理
相对于具备完善实验教案的模拟样品而言，实际样品的分析中前处理和数据分析往往更加复杂。
以“工业碳酸锂中微量铁的测定”为例，给定的方案是通过光度法进行测定，但在缺乏相关含量、
组分信息的前提下，实验的设计可能需要考虑到实验方案的选择、干扰物质的排除、样品的前处理
等过程。再以“未知酸分子量的测定”为例，实际体系中涉及到的未知酸可能会涉及到是否为一元
酸或二元酸、能否分步滴定甚至能否滴定等一系列问题，更加具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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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实验中学生常提出的问题

实验名称

问题

经典滴定与电位滴定

能否在电位滴定时加入指示剂？
为什么先要在千分之一天平上粗称后在在万分之一天平上称量草酸样品？
电位滴定时搅拌速率的问题以及什么时候需要搅拌？
二阶微分不可导怎么办？

光度法

处理试样溶液时为什么要将溶液蒸干？
pH探究实验时为什么需要加热？
pH探究实验时有哪些pH很难达到？
为什么以试剂空白为参比？
为什么络合物的吸光度与波长有关？

与物理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不同的是，定量分析化学实验可以更加贴近生活。选择定量分
析化学实验时可以引入实际样品分析，组分不必复杂，但应该涉及到定量分析化学实验中从样品采
集、前处理到质量控制的一整套定量分析过程。由此可以加深学生对于分析方法建立、样品前处理
等基本流程的熟悉与理解，进而加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2 完善课程反馈与评估，建立积极的交流关系
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孤立的，良好的教学质量应该建立在学生与教师积极的交流关
系上。课堂是学生和助教共同的课堂，在实验教学中，助教应该加强实验课堂的巡视和指导，及时
纠正学生实验过程中的不规范操作，避免学生二次犯错。做好实验课程的反馈，通过电子问卷等途
径及时获取学生对于实验课程的意见与反馈并且及时进行讨论和评估，进一步完善学生-助教之间的
沟通渠道，也有利于使助教明确学生的需求，针对性给予一定的指导。对助教的评估也有助于及时
裨补缺漏，提升教学能力。
从课堂上反馈来看，很大一部分学生希望课后能有一些积极的交流或讨论，部分学生能够积极
参与到课堂讨论中，并提出了关于实验内容的一些想法和见解。学生能够积极思考是良好教学的一
种体现，若助教能够积极去引导和解答，必然会给学生带来更加积极的影响。通过反馈、评估与交
流，学生、助教及主讲教师将由以往的梯次关系转变为积极的交流互动关系(图3)。

图3

4.3

积极转变学生、助教和教师三者之间的关系

规划自由实验时间，加强学生探究能力
当前实验教学中普遍通行的实施办法是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安排一定的教学任务，教师与学生
各自完成教与学的任务即意味此次实验课的结束。这种模式基本能够满足绝大部分学生的需求，但
少数学生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的求知欲。有些学生对实验中的某部分内容较感兴趣，希望进一步探究。
如光度法实验中，部分学生对“加入试剂的顺序对吸光度的影响”较感兴趣；在进行未知酸分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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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实验中，部分学生希望通过更多的数据来对比经典滴定与电位滴定，甚至有学生希望利用分
析方法来确定未知酸的分子结构……但以上思考很多都因课堂学时所限而未能系统性地完成；部分
学生更是希望课后能够进一步锻炼实验操作技能。
实验课的教学应以提高学生的知识能力等为主要目标，在统筹好时间、地点等前提下，可为学
生提供必要的实验药品及场地，满足学生的实验需求，从而为学生知识、能力、创造力的提升提供
良好的平台[5,6]。
4.4 完善助教培训，增加研讨时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助教在实验教学中承担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工作，作为介于教
师-学生之间的身份角色，助教在与学生交流沟通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知识经验等方面的
不足和缺乏，助教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欲提高教学质量，助教相关能力的提高势在必行。
助教培训是助教从学生走向教师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合理构建实验教学体系、进一步规范化实
验操作、尽心指导学生实验、公平评价学生等都是助教培训中很重要的过程，不可仅局限在实验操
作的规范化上。要把握好从理论讲解到实验评分的每一个环节，建立起规范严格的助教培训体系。
安排助教研讨时间，针对同一实验教学，助教间应该加强沟通，及时了解其他实验室学生的教
学情况，以此避免信息不对称，增强对学生知识能力掌握程度的了解。
增加学生与教师的研讨时间，笔者在参与的几个实验中，均有学生提出自己的思考，这是一个
良好的开始，笔者认为可以合理安排研讨时间，进一步加强实验教学效果。
4.5 鼓励学生自行提出实验，增加个性化设计
实验设计通常由教师主导，因此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限，而定量分析化学实验与生活联系紧密，
若由学生自行提出实验方案，经过与教师进行讨论后再拟定，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思考能力，而且
能够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由此极大增强了其分析实际样品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建立一定的激励
机制来确保设计实验的质量。尽管该方案的实施对于大一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并非不切
实际。

5

结语

定量分析化学实验教学及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工程。目前的实验教学正在向立足基础教学、联系
生活实际、走向生产前沿的方向发展，因此对于学生和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综合化、网络化、
立体化的实验教学方案已经逐渐成熟，教学质量的优化也意味着教师与学生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去
思考教与学，笔者仅从参与的实验教学出发，立足于一个青年助教的视野，以教与学过程中的一些
思考与经历提出一些想法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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