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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培计划”2018 陕西省 

乡村小学优秀班主任助力成长研修项目培训 

工作简报 
咸阳师范学院培训学院            2018 年 12 月 21 日 

 
【报到】 

12 月 12 日，气温骤降，寒气袭人。来自全省部分市区、部分

县的 50 名优秀班主任怀着激动、期盼的心情齐聚被誉为〞秦川腹

地，人才摇篮〞的咸阳师范学院，拉开了为期 10 天的班主任助力成

长研修项目培训的序幕。培训学院教学科科长张佩老师、班主任吕

思萍老师、以及接待我们入住的卞老师、赵老师给予我们莫大的关

怀。 

 

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宿舍环境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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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典礼】 

次日，在学院 2号楼 208 室进行了“国培计划”2018 陕西省乡

村小学优秀班主任助力成长研修项目培训开班仪式。培训学院副院

长王奥玲主持会议，教学科科长张佩老师、班主任吕思萍老师及全

体学员参加会议。王院长首先介绍了参会的各位领导老师并简要的

介绍了咸阳师范学院及培训学院的概况。张科长介绍了此次培训研

修项目的过程及研修完后必须提交的作业。彬州市罗丽丽老师代表

国培班学员发言。班主任吕思萍老师最后详细地安排了培训的整体

工作。  

【参观校史馆】 

10 点左右，在班主任吕老师的带领下大家有序的来到了校史

馆，感受学校发展的历程，“破冰之旅”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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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12 月 13 日下午，管理学硕士，高等教育学在读博士，陕西省

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智力人才库专家组专家、陕西省刘古愚教育思

想研究会副秘书长田虎副教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题讲座《有效班级

活动的策划》，学员们听得很认真。讲座核心就是要做到十二字方

针；“精心策划、长期渗透、注重内化。” 

 
 

12 月 14日上午安排自修，大家都在认真的整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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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们聆听了咸阳市课改之星、泾阳县课改之星、泾阳县小

学语文教学能手、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优秀教师周娜老师带给

我们的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材料《幸福牵手  快乐同行》。讲座期

间，掌声不断。其中最让我们受益匪浅的是她送我们的七句话：

“用开心快乐抵制职业的倦怠，用新生成长减缓生命的衰老，用读

书学习防止生活的浮躁，用写作思考超越工作的平庸，用心去爱助

人提升人生价值，用思想智慧点亮教育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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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日，在大家的期待中迎来了大咖级别的老师：重庆市

某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班主任之友》杂志封面人物、重庆市阅

读指导课一等奖获得者、全国班主任征文特等奖、中国教师研修网

聘任国培学科指导专家吴小霞。她的报告分两部分。伴随着“破

冰”活动的开展不知不觉完成了上午的《创意家长会助力家校合作

——以“青春情感课程”为例的班级管理微创意》报告。老师讲得

新颖，同学们玩得很嗨。“玩中学，学中悟，悟中行。”效果非常

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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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破冰”行，精彩纷呈，掌声不断。 

  

     
12 月 16日，我们迎来了全国知名班主任，全国优秀青年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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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贾高见老师。他以“小活动，大德育”为主题教我们如何开展体

验式的班会活动。希望我们应该：以学生行为习惯的引导——外显

有规；学生价值观的引导——内涵有德；学生积极角色的建立——

归属与认同；团队建设与学习指导——长有伴，学有成。 

 

 
  

12 月 17 日，陕西省优秀班主任、模范教师、教学能手、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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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兵、优秀共产党员董小平老师，做了《热爱·责任·榜样·科

学》的专题讲座。董小平老师以他几十年的班主任工作历程现身说

法。整整一皮箱的展示资料就是他教书和育人路上的真实写照。面

对好多手写版的班主任日志以及代高中数学课整理的发黄的资料，

他的眼里充满的是那份骄傲和自豪；面对播放的多个他班孩子参加

央视和省市电台节目的视频以及多届班上孩子一张张的大学录取通

知的复印件，看得出来董老师作为一个教师的职业幸福指数感有多

班主任外出学习体会几百本又红又专的荣誉证书谱写出了一名优秀

共产党员的壮美赞歌。 

 

 
 

 
 

 

下午，吉执来副教授做了《我们拥有一个家——小学班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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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把牢生命的依托——小学班级活动》两场报告。巧用 26

个英文字母，向我们讲述了班主任工作的技巧，让人印象深刻。 

 
12 月 18 日早 8 点，根据学院的安排，开启了为期半天的体验

式红色教育之旅——走进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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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交流】 

12 月 19日上午，我们到咸阳市中华路小学观摩学习了他们学

校独具特色的班队活动课，两节课为我们今后有效开展班队活动提

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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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陕西省优秀教师，咸阳市模范班主任韩春老师用她的班

主任工作经历，给我们分享了核心素养理念下的班级管理的经验，

传递了教师健康、活跃、乐观、时尚的理念，博得了学员们的阵阵

掌声，为韩老师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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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感悟】 

 

 

研修之旅，又红又

专；团结协作，认真实

干；空杯而来，满载而

归。展望未来，永远在

路上！ 

 

 

 

 

 

 

 

 

  
 

本次班主任培训中，我认真

聆听了专家们的讲座，对我来

说，不仅是业务理论的学习，更

是一次心灵的洗涤。从中，让我

找到了解决班级管理中的实际问

题的途径和方法，并提高了班级

管理能力和水平。这些新的教育

理念犹如一盏明灯，为我的班主

任工作指明了方向。真心希望这

样的活动能够时时有，让我们这

些农村的老师有更多更好的学习

机会，从而更好的为教育事业做

贡献。 

（蒲城县   彭亚艳） 

 
 

 

 

 

 

 

 

 

平利县  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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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参与班主任国培，我深

感荣幸。“国培”让我们在咸阳

师范欢聚一堂，相互交流，取长

补短好。一线教师和专家的经验

分享，为我们理论知识注入了源

头活水，给我带来了心智的启

迪、情感的熏陶和精神的享受。

他们以鲜活的案例和丰富的知识

内涵及精湛的理论阐述，给了我

强烈的感染和深深的理论引领，

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思想火花的冲

击；我分享到了收获的喜悦，感

受到了思想上的洗礼。    

作为一名班主任，我会用细

心、耐心、爱心继续铺就前行之路，努力做一个幸福的班主任。

（洋县  张平） 

 
 

英国大文豪萧伯纳说过：“你

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

彼此交换，每人还是一个苹果；你

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

彼此交换，每人可拥有两种思

想。”这是我这几天培训以来的深

切感受。在听了专家的讲座后，我

不仅感受到他们身上敬业、探索、

执着、创新的精神，更深深地感受

到自己的渺小。我想在今后的学习

工作中，我一定会向他们学习，勤

勤恳恳做好班主任工作，不叫苦，

不喊累，耐心教导，创新工作，争

取做一个学生和家长都认可、都喜

欢的班主任。（旬邑  陆喜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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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2 日——21 日，

我很荣幸参加了“国培计

划”2018 陕西省乡村小学优

秀班主任助力成长研修项目

培训班，在这 10 天的学习

生活中，通过名师的指导和

丰富的教育实例活动使我大

开眼界，收获颇多，在以后

的工作中，我要将这次班主

任培训学到的经验、方法运

用于班主任的工作实践中去

扎实而有效地做好班级工

作，对自己的班主任管理要

不断地反省，不断地总结，

不断地进行创新，争取做一个优秀的班主任。（眉县  谢亚敏）  
 

咸阳师院这次培训对我来说，不仅是业务理论的学习，也是一

次思想认识的提升，更是一次心灵的荡涤。如果说学校教育是盖一

幢大厦，那班主任就是那脚手

架，连接着每一个关键部位，是

整个建筑的“结点”，维系着家

庭、学校和社会间的复杂关系。

作为一名班主任，我深深地意识

到自己的任务有多么重要。我知

道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班主任，必

须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素质不

是天生的，而是要经过长期的学

习、修养和实践形成的。只有实

现了自身素质的完善，班主任才

能以自己的高素质，培养学生的

高素质。通过这次培训和参观学

习我对班主任工作有了更深层次

认识。今后要努力去做好，学生

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丹凤县  樊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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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国培班的学习

也让我从班主任的各个方面

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主题

班会的主题队会的这俩个方

面让我有了更深层次的认

识，队会是对孩子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导

向作用，同时通过队会也能

让孩子对共青团更有归属感

和组织感，它是我们国家思

想教育的一种重要途径。 

 
（定边县  史继伟） 

 

 

 
 

 

 

 

亲爱的学友们:在这严寒

的冬季，优秀班主任国培再

一次为所有具有学习热情、

学习能力的人敞开了受教育

的大门，为了更好地提升我

们自身的专业理念、专业知

识和专业能力，我们在咸阳

师院相聚了，虽远在天涯却

又近在咫尺，与专家对话，

与同行切磋，我们乐在其

中。 

感谢“国培”，与我们

同行！（大荔县  张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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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铃摇动，源于一缕

清风的牵引；花蕾待绽，

期待的是一缕暖阳的温

暖。对于我们这群参加本

次培训的一线班主任而

言，名师的引领，就是那

一缕醉人的清风，暖心的

阳光。在一场场亮点纷呈

的精彩讲座中，在一次次

与名师们美丽邂逅中，我

方明白:选择了做教育，

就该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选择了做班主任，就

该不怕吃苦，智慧为师，

苦中寻乐。成就学生同时

也在成就自己。活在当

下，用心做好自己该做的每一件事，是人生幸福的起点，也是终

点。本次培训，我仅站在自己的角度，捡拾了几片珍贝，或许还有

很多我颖悟不透的地方，但我相信，只要我永远保持学习的姿态，

保持向上的心态，幸福之花，自有我期待。（紫阳县  覃虹兰） 

 

聆听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专家和一线老师的讲座，回顾这些

天的学习，是幸福而又充实的。对我

来说，不仅是业务理论的学习，也是

一次思想认识的提升，更是一次心灵

的荡涤。这次培训，专家们所阐述的

教育观点，风格平实。语言或幽默风

趣、或朴素真挚，例举了大量生动感

人的实例，深入浅出地向我们阐述了

一些班主任工作新理念。这些新的教

育理念犹如一盏明灯，为我们受训的

班主任工作指明了方向，犹如一泓汩

汩的清泉，流入了我们这些班主任的

心田，打开了班主任与学生沟通的心

结……（彬州市  乔丽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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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缘于研修，相逢古都，相识于咸阳师范学院，相知在

彼此的分享交流中。10 天的学习虽然非常短暂，但却是充

实、收获颇丰的 10 天，也是对我们产生最为深远影响的 1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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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国培！感谢学院！感谢各位专家、教授，感谢研

修班的跟班领导和班主任老师和同学。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