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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筹备工作】 

2017 年我院成功申报了“国培计划（2017）”——陕西省乡村教

师培训团队研修项目，承办 A 类项目县淳化县&彬县的两大类项目。

作为承办院校，我院一贯遵循依靠地方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项目实

施过程中校地合作的精神，在项目实施前，我们积极筹备学校和县上

的会商会议，为项目的顺利进行做好充分准备。 

该项目紧紧围绕培养“苗

子”、铸造“模子”、探索“路

子”的总目标制定方案。会商

会上针对教师团队研修项目

的“集中研修、跟岗研修、返

岗研修、总结提升”四个阶段

进行了时间和形式上的确定。

为了降低工学矛盾，充分考虑学员们学习热情，针对集中研修的学习

时间我们达成了共识，时间定为 6 月 30 日-7 月 15 日。这段时间中



 

 

考已经进行、暑假刚刚开始，学员可以相对较少的受到各方面影响，

静下心来，完成集中研修的各项任务，学有所获。 

 

【培训学员报到】 

6 月 30日，来自两个项目县的 100名“国培计划”学员陆续来

到我院报到。上午八点半后，报到处开始热闹起来。学员在班主任老

师的引导下井然有序的办理注册手续，并办理了住宿手续，领取了培

训期间的相关学习和生活用品。报到学员对我院工作人员的热心服务

非常满意。 

 

美丽校园一角 

 

【举行开班典礼】 

7 月 1 日上午，“国培计划（2017）”——陕西省淳化县暨彬县教

师培训团队研修项目开班典礼在咸阳师范学院第四会议室举行。省、

市、县和咸阳师范学院的主管院长出席了本次活动，来自两个县区的

100名优秀骨干教师参加了典礼。 

开班典礼由培训学院王奥玲

副院长主持，首先培训学院贺祎



 

 

院长开班典礼致辞，教学科张珮科长介绍项目具体安排，淳化县马家

中学侯鹏老师、彬县永乐中学刘忠科老师作为学员代表发言，咸阳市

教育局张立凯副局长、省国培项目苏理主任作了重要讲话。大会后，

两个项目县教育局领导分别和各县参训学员进行了座谈，对他们的研

修学习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淳化县教育局田东书记嘱咐学员刻苦学习 

 

【第一阶段学习：集中研修】 

本阶段的学习时间为：7 月 1 日-7 月 15 日。教师团队研修项目

重在为项目县培养一支“用得上”“教得好”的教师培训队伍，是培

训者的培训。为此，在集中研修阶段，我院秉承这样的指导思想，在

聘请专家的过程中，注重教师自身培训能力提升方面的课程安排，先

后针对国培政策的解读、自身角色的定位、教育研究选题与学术规范

解析等课程做了一定的开发，组建了我们的专家团队。同是针对师德

建设、校本研修、心理健康等专题安排了相关课程。使学员在集中研

修中，真正学有所获。 

★ 政策解读  角色定位 



 

 

聘请袁奋光教授讲授《新时期国培计划的政策导向、设计思路与

实施策略——以 2015-2017年国培两大类项目为例》为国培教师团队

学员很好的解读了国家政策，使学员从开始培训就明确自己的“种子”

身份，将来是县区的培训团队、送教团队，担任县区的培训任务。 

 

袁奋光教授授课 

 

★ “传帮带”示范引领 

发挥学员相互间传帮带的作用，国培班学员王小健老师也成立了

自己的工作坊，大量坊员的加入，增强了帮带引领作用。与此同时，

聘请 2015年国培计划教师团队泾阳班学员贾小敏老师做经验交流。 

贾小敏老师为咸阳市泾阳县姚家巷中学教研主任，中学一级英语

教师，陕西省学科带头人校本研修优秀团队主持人，陕西省第三批学

科带头人培养对象，陕西省教学能手，近年来一直担任“国培计划”

送教讲师，作为“国培计划”示范坊优秀坊主，连续 5年担任咸阳市

“名师大篷车”送教讲师，连续 3年担任咸阳市“省教学能手”赛前

培训指导专家组成员。在和学员的交流碰撞中，一次又一次的激励了

学员的学习动力。 



 

 

 

淳化班学员王小健老师成立自己工作坊 

 

 

启动仪式现场 

  
贾小敏经验交流                      现场座无虚席 



 

 

★ 名师风采 

    吴积军老师的《校本研修与教师专业成长》给学员解读校本研修

的内涵、校本研修要素、研修方法，使学员认识到基层教师成长的途

径与通道。以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案例中，向学员传达着一个一个简单

质朴的道理。“拥有工作使人幸福，拥有爱心使人幸福，拥有梦想使

人幸福，拥有技术使人幸福”。为老师们指引了实现职业幸福的路径。 

 

吴积军老师校本研修讲授中 

 

李中国《教育研究选题与学术规范解析》通过理论性的讲述及

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手段使老师掌握教育选题的要点及学术规范性理

解。 

 

 

 

 

 

 



 

 

 

 

李中国教授的学术规范解析专题——培训课程资源开发利用 

 

 

集中研修现场活跃——小组讨论 

 



 

 

 

学员专家合影 

★ 现场教学 

师德教育、红色教育，两大模块通过现场教学的形式开展。师德

教育不仅通过事例研究学习，更通过参观关中监狱，听取服刑人员（某

校校长）的现场报告，学习效果深入人心。 

基于现场的感受教育——关中监狱 

 



 

 

 

红色革命教育——照金精神永放光芒 

【第二阶段学习：跟岗研修】 

本阶段的学习时间为：9 月 3日-9月 22 日。通过第一阶段的集中

学习，学员已从理论层面上有所提升，本阶段深入基层学校和幼儿园

分学段、分学科听示范课，进行课程研修、问题研修、教材研修。在

跟岗具体实施前，

培训学院通过座谈

会的形式了解学员

跟岗想法，合理安

排跟岗地点和跟岗

时间，使工学矛盾

降到最低。同时学

院和县局积极沟

通，形成½+½制，即

具体跟岗的 20天安

排为：县局安排 10天，咸阳师范学院安排 10 天，以达到最佳跟岗效

果，即满足学员意愿，又降低校地工学矛盾。 
 



 

 

 

 

淳化县教育局部署跟岗工作 

（1）淳化县跟岗落实到位 

淳化县“国培计划----跟岗、返岗实践工作安排会”在淳化县城

关小学召开。会议由师资股白磊股长主持，100多人参会，有教育局

主管领导、教育局师资股人员、承担跟岗任务的学校校长、参加国培

项目的学员以及承担帮扶带动任务的老师。 

白磊股长就跟岗返岗的目标、任务等方面进行了说明，并具体安

排了，安排中小学以及幼儿园的参训学员分别进入冶峪中学、城关小

学、枣坪小学、中心幼儿园等几所优质学校进行跟岗学习。随后，教

育局田东书记参训学员提出了要求，让学员对跟岗学习要高度重视、

认识到位，要明确职责、认真工作，要虚心学习、突出重点。 



 

 

   

 

 

 

 

 

 

 

 

 

 

 

淳化县冶峪中学跟岗实习动员会 

 

 

 

 

 

 

 

会 

 

淳化县城关小学跟岗实习动员 

（2）咸阳师范学院跟岗组织实施 

跟岗学员被安排在咸阳师范学院附中、附小、道北铁中、道北铁

小、咸阳高新一中、偏转幼儿园、实验幼儿园等咸阳名校。深入跟岗

学校，和指导老师结成影子教师，全天随指导老师进行备课、上课、

听课、参加教研活动和班务活动，同时体验跟岗学校的教育教学生活，

学习指导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学校体会跟岗学校的教育和管理经



 

 

验，反思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总结探索教育教学规律。为后期返岗

指导工作做好铺垫。 

 

走进道北中小学 

 

咸阳高新一中入校座谈会 



 

 

 

咸阳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课堂 

 

【第三阶段学习：返岗研修】 

本阶段的学习时间为：9 月 23 日-10 月 20 日。学员要返回自己

所在学校，在工作岗位上进一步学习研究相关文本、网络和光盘培训

资源，反思自己的工作，查找存在的问题，制定问题解决方案并付诸

实施，完成“学习反思——实践完善——理论提升——教学改进”的

培训过程。同时将自己在跟岗阶段学习所获，完善自己的教案，在校

内上公开课，使自己学习运用拓展的到自己的学区中。 

学员在本阶段也要承担一定的送教任务。结合送教下乡工作的具

体安排，在第二阶段的送教活动中，各个学科各个学段的老师都参与

到了淳化县的送教下乡活动，和省级专家老师一起同课异构，研课、

磨课，评课、议课，并且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城关小学公开课 

 

 

集中研讨备课 

 

 



 

 

 
项目契合送教下乡——宋海萍老师上示范课 

 

 

 
项目契合送教下乡——白虎斌老师上示范课 

 

【第四阶段学习：总结提升研修】 

    本阶段的学习时间为：10月 27日-10 月 31日。这是一个成果展

示的阶段。通过前三个阶段的学习，学员们理论实践都有了双重收获。

于 10 月 27 日返回咸阳师范学院，进行为期 5天的总结提升学习。本



 

 

阶段的学习主要以小组讨论、分组展示、专家点评的形式进行。通过

分学科分学段小组讨论，每个人对自己的培训专题进行展示、不断完

善，形成可以相互学习借鉴的培训资源。

 
学员分组展示安排表 

集中展示阶段，学员们都进行精彩的展示，为县区培训者的身份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017 年教师团队研修总结提升阶段展示人员及课题 

县区 
学

段 
学科 课题名称 汇报人 

淳化 学前 
学前

教育 
玩具教具制作——布艺 罗芬芬 

淳化 学前 
学前

教育 
如何听评课 王昆 

彬县 学前 
学前

教育 
幼儿心理辅导的探索 豆娟 

彬县 学前 
学前

教育 
幼儿体操的编排 窦亚群 

彬县 学前 
学前

教育 
如何在午休环节中培养幼儿的养成教育 孙瑞雅 



 

 

彬县 学前 
学前

教育 
指南科学领域解读 杨宝花 

淳化 小学 语文 走进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 寇润利 

淳化 小学 语文 怎样上好微型课 王小健 

淳化 小学 数学 浅谈如何培养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口算能力 寇荣 

淳化 小学 数学 追求简约而灵动的课堂 杨敏宁 

淳化 小学 英语 小学英语课堂有效导入 任佩 

彬县 小学 语文 
从课文到语文-小学语文的阅读教学方法探

索 
张静 

彬县 小学 语文 让指导在习作中真实发生 白文娟 

彬县 小学 数学 品味数学课堂 郭华 

彬县 小学 数学 小学数学教学的几点建议 胡梅 

彬县 小学 英语 如何关爱学生 王雪娟 

淳化 初中 语文 教学设计技法例谈 侯鹏 

淳化 初中 语文 教学设计切分与高效课堂的构建 魏利 

淳化 初中 数学 丰富课堂提高教学 蒙超鹏 

淳化 初中 数学 怎样上好一节课 赵艳宁 

淳化 初中 英语 高效课堂需要什么 杨柳 

彬县 初中 语文 新时期班主任的专业素养 刘忠科 

彬县 初中 语文 如何做一名优秀的乡村教师 李维重 

彬县 初中 数学 打造魅力课堂 景小芳 

彬县 初中 数学 高效课堂教学中数学作业的合理布置 程锦 

彬县 初中 英语 浅谈初中英语课堂教学技能 李莹 

小组内展示： 

 

小组讨论 



 

 

    

 整理课案                           集体展示 

 

     
              专家点评                       幼儿组现场展示点评 

 

【结束语】 

“国培计划（2017）”陕西省淳化县教师团队培训项目与 10 月

31 日下午顺利结业，按照预定方案，经过 60 天的培训研修，各项活

动顺利结束，整个培训任务圆满完成。为认真总结本次国培班的经验，

进一步改进今后的工作，为培训教师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发挥其最大

的效用，我们开展了问卷调查，目的是了解各位培训教师的基本情况

以及培训需求，为教师的培训需求提供更好的内容和方式。从收到的

调查表及对学员的走访综合进行分析，学员对本次培训的总体印象很

好，总体评价都很满意。 

本次培训课程内容针对性比较强，内容设计基本涵盖了学员比较

关注的教学领域的知识，切实满足了学员的实际工作需求。总体来看，



 

 

此次培训非常成功。我院对此次培训班的举办非常重视，由专人负责

组织筹划工作。为达到培训的目标，开班之前对培训内容、授课教师、

培训地点和讲义资料等进行了精心的安排。问卷调查和学员的现场反

馈均表明，学员对本次培训的理念、培训的形式、培训的内容、授课

教师、组织管理和后勤服务等方面都比较满意。 

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在省厅及项目办的指导下，在学校领导的支

持下，经过管理团队和专家团队的共同努力、全体学员的刻苦学习，

圆满完成了各项培训工作，实现了项目方案预定的培训目标，取得了

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成果： 

（1）参训学员的培训能力、科研能力有所提高，已参与了送教

下乡的活动，并受到好评。 

（2）形成了一系列文本、电子和实物成果。如：设计并完成“研

修调查问卷”；制作了培训简报，由班主任总负责，由学员自由撰写

反映培训信息和培训感悟与体会，并与教师感言赠言等相结合的文

稿，编印了 12期培训简报。    

（3）学员个人完成的研修任务有： 

---调研报告。积极调查所在学校或乡片的学科教育教学现状，

在认真分析研究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撰写 1篇调研报告。 

---培训案例。针对乡土学科教育教学实际，研制学科教师培训

课程。要求每个课案的时长为 4学时（3小时）或 8 学时，讲稿（文

本）、课件（PPT）、教具齐全。 

---培训微课。制作 1 个主题鲜明、设计新颖、针对性强、效果

突出的培训微课方案，时长 5——10分钟。 

---示范课例。制作 1 个基于本学科学段优质教学案例。每个案



 

 

例的时长为 1节课，教案（文本）、课件（PPT）、教具齐全。 

---研修论文。每人完成了一篇主题明确，论证严谨，论据充分，

格式规范的研修论文。 

---研修体会。每位学员都完成了一篇真实反映自己研修感悟和

收获的研修体会。 

（4）班级录制了反映培训情况的微视频。 

（5）全程录制专家教师优质培训音像资料。 

总体来看，面对“国培计划”新一周期设立的中小学教师培训功

能“上移”的新项目，我们努力在完成“国培计划”由“输血”功能，

上升为增强“造血”功能，为淳化县培养一支“用得上”“教得好”

的教师培训队伍的任务。学员在临别之际对学院非常留恋，纷纷表示

通过培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回到单位以后，要把这次培训作

为今后工作的一个起点，一定要将在培训中学到的新理念、新知识、

新方法、新技术运用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实际中去，做一个新课程背景

下的快乐教师，快乐的教授学生，真正做一个人民满意的好教师，为

全方位提升项目县的教育教学水平做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