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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培计划（2018）”高等院校“送教下县”示范性培训项目 

（彬州市幼儿园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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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师范学院培训学院编             2018 年 12 月 8 日 

 

【【如如切切如如磋磋  如如琢琢如如磨磨】】  

《“国培计划（2018）”——高等院校“送教下县”

示范性培训项目》彬州市幼儿园教师研修班，有 10 名教

师，全部参加了 2017 年至 2018 年 A 类项目县教师培训团

队研修项目的“递进式”培训。她们都接受过大学本科教

育，8 人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2 人为英语专业毕业。但

是她们热衷学前教育探索、热爱幼儿保教工作，均具有初

级职称。虽然她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幼儿园保教工作经验，

熟悉县域保教工作的状况。但是，都没有任何教师培训工

作的经历。培训教育基础理论薄弱，培训教育经验几乎空

白。帮助她们从“学生”转变为“老师”，树立培训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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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培训者身份的自我认同就是，项目县幼儿园教师培训

团培训的基础目标和任务。 

 

在团队培训期间，系统研修了教师专业理念与师德、

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三个维度的 100 多个研修专题。围绕

幼儿园骨干教师成长的核心要领，就教师成长的专业路

径、幼儿园教师培训的设计、实施、测评、反思等课程，

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全面研修。深入实习实训基地幼

儿园，考察观摩优秀教师的保教工作经验，反思自己的保

教行动，形成规范、高校、优质的保教案例，为项目县幼

儿园教师成长树立示范和榜样。 

着重就学前教育的一般原理和基础理论，展开探究式

自主研修。通过返岗调查，摸清项目县教师队伍建设和基

础教育改革发展状况，摸清县域教育发展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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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准确把握本县教师队伍的优势和不足，找准教师培

训能力提升和培训资源建设范例建设的切入点和立足点。

通过理论研讨和经验分享，培植教师培训团队的综合研修

指导力，提升培训项目的设计实施能力，研制培训的优质

示范课例 20 多个，研制培训优秀专题 10 多个。整个培训

历经 2 年 50 多天，通过培训大大强化了广大教师的培训者

意识、示范教学能力、研修指导能力，每人研制了 1 个优

质保教示范培训课案、1个培训专题。 

 

【【逐逐人人摸摸底底  诸诸课课研研磨磨】】  

专家团队采取实地调研和网络交流方式，调查团队成

员开展培训研究情况和培训实践能力，摸清培训实力。指

导团队成员，调研项目县幼教队伍建设的“县情”，把准

培训工作面对的“问题”，帮助团队成员找准培训的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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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优化培训活动实施方案和培训内容。改进培训行动。 

 

【【打打磨磨““模模子子””  引引领领““路路子子””】】  

专家团队指导团队成员，以“送教下乡”培训为目标范

例，解剖培训

活动的设计与

实施要领，诊

断团队成员实

习 方 案 和 课

案，通过微型

培训课说课、

磨课研讨等形式，完善团队成员的送教方案和培训课案。

为项目县教师培训工作积累成熟的培训案例和用得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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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培训模式。促使广大教师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在今

后的教学活动中更灵活的调整自己的教育策略，使教师的

专业素质在反思中不断的，有效的提高和成长。 

【【实实践践操操作作  检检验验收收获获】】  

以“送教下乡”培训活动为载体，在专家团队指导

下，，深入幼儿园开展“送教下乡”培训活动，检验团队

研修项目和“送教下县”项目的培训成果和团队成员的培

训水平，进一步诊断项目县教师培训工作存在的实际问

题，为团队成员成长和发展找准“突破口”。实现“三大

项目”深度融合，为项目县教师培训提供范例，为广大教

师改进教育教学工作提供示范，我培训团队做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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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圆梦梦““国国培培””  强强教教兴兴园园】】  

★赵婷（彬州市新民中心幼儿园）：2018 年 6 月 29

日，我怀着激动又兴奋的心情来到咸阳师范学院参加期待

已久的“国培计划”。以前总是听老师谈论“国培计划”

有多好，遗憾自己没有参加过。而这次，我终于来啦！培

训方为我们请来了全国各地区的教育专家，每一天的学习

都紧张而充实，每一场讲座都是心灵的洗礼，每一位专家

都独具特色，每次结束都让我意犹未尽，收获满满。我们

置身于幸福而又文化氛围浓厚的大学校园中，仿佛又回到

了学生时期。对知识的渴求，对理论上的指导，实践中的

困惑，无一不促使我们认真聆听专家学者的精彩讲座。 

培训分为专题讲座、经验分享、实践操作、专题报

告、现场教学、实践指导六大部分。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

是以下几位老师的培训。 

一、佛山市南海区优秀青年班主任贾高见《教师培训

者的师德修养》讲座。他从守法、敬业、精业、做一个幸

福、完整的人四方面对教师师德修养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首先必须做到守法，绝不触犯法律

的规定，因为“依法执教，才能安心从教”。贾老师的这

句话深深的印在我的心中。是啊，如果我们连依法执教都

做不到，何谈做一名老师，一名让社会信任的老师呢？其

次要敬业，其实不仅仅是教师需要敬业，在这个社会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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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要有敬业精神。而教师的敬业则表现在认真备

课，认真上课，不抱怨，按时完成任务。同时敬业也很简

单，只要调整好心态，把工作当做生活中不可或缺一部

分，不要当负担来完成，那么你一定会高效率完成任务。 

二、咸阳师范学院学生处处长刘伟带来的讲座《培训

能力训练与提升——演讲与沟通》。对刘老师的印象在

2011 年 6 月，我即将毕业于咸阳师范学院之际，刘老师给

我们讲了《大学生职业规划》的课程，对于一个即将毕业

前途一片渺茫的大学生来说，听刘老师一席话，胜读十年

书。是刘老师让我在毕业后的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而此次

培训，又听刘老师的讲座，感觉特别亲切。这次刘老师培

训的是关于培训能力（沟通与演讲）的知识。以前我连基

本的发言都不会，每次学校组织的演讲赛，我都躲在后

面，从不参加，但刘老师的讲座，剥开了我心中的疑云。

我明白在演讲时，演讲者的语气、表情、体态等等都是十

分重要的。演讲不仅仅是站在舞台上把稿子读完，还要有

逻辑性，让听众听得懂，并同意你的观点，即“传你所

言，信你所传”。 

三、许卫兵老师《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改革》让我对

核心素养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核心素养，即教育中被遗忘

的东西，就是排泄出去的东西，而剩下的东西就是吸收进

去的东西，他内化为人的能力和素质，成为精神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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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作为教师，不应该只注重学生的成绩，要注重培养孩

子的学科素养。例如在数学学习中，我们要交给孩子的不

是 1+1=2，而是要培养孩子逻辑思维能力，理性判断能力。

许老师的学校在数学教学方面开展了绘画数学，让孩子们

用图画的方式把数学问题表示出来，这样让孩子们爱上数

学，发展孩子的创造思维，难道不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

吗？许老师还讲到要让学生站在课堂的中央，以学生为中

心，在教学活动中要为孩子“开窗”而不是“围墙”，让

孩子享受学习的理智快乐。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真的

应该反思自己在日常工作中的表现，重新审视自己，重新

建立新的观念，作好教育事业。 

四、7 月 10—11 日，我们培训老师培训方的组织下，

参观了梁家河。参观中了解学习了习近平等 15 名北京知识

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来到延川县梁家河村与村

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村民打坝淤地、发展沼气、修筑

梯田、植树造林，在村里建立磨坊、裁缝铺、铁业社、代

销店等，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先进事迹。感受到了

梁家河村历届村“两委”会贯彻党的富民政策，带领村民

艰苦创业，建设美丽乡村的艰难历程和巨大变化。参观中

大家还仔细阅读了习近平同志先后给梁家河村民的 4 封回

信，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对梁家河村民的牵挂和感恩，

以及寄予的厚望，特别是听了村党组织负责人和乡亲们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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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讲述习总书记在 2015 年 2 月 13 日重回梁家河村看望乡

亲们的感人细节更使大家深受感动。 

参观学习结束后，大家表示深受教育和洗礼，在以后

的工作中要立足本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从你我做起，自觉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感恩是幸福

的源泉，不懂得感恩，就等于没有一颗善于感知幸福的心

灵。我们每个人都曾遇到过很多好人，在困境中帮助我

们，让我们心存感激，但是扪心自问又有几个做到了回报

和答谢呢？说到这里也许我们都会感到很惭愧。所以，从

今天做起，你我都要向习总书记学习，努力做一个懂得感

恩的人，从容和充满爱心地与人相处，收获更温暖回报。 

这次培训使我在教学理论和教育观念上得到了超多的

补充，反思了以往工作中的不足，同时也解决了一些我以

往教学中的困惑。下面是我透过培训获得的点滴体会： 

  1.名家讲座，让我收获着专家们思想的精髓、理论的

精华。其中，教师的语言艺术尤其重要，语言艺术中的趣

味性不容忽视，因为学生天生活泼好动，需要搞笑的东西

来吸引他，带搞笑味性的语言更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学生

的注意力集中了，才能更好地进行教育教学此文转自斐斐

课件园。课堂教学过程中的课堂提问艺术也至关重要。教

学中不仅仅教师要善于提问，还要善于启发学生自己提出

问题。只有认真的学习和掌握教育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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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深入到教育的改革和

研究中去，这样才会始终沉浸在幸福的海洋里。此外，教

师应将自己学习和研究的理论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去，并不

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这样才会在教学中获得进步，

逐步转向研究型教师，也才会体验到工作的快乐和幸福。 

  2.教育信念，就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教育工作者的行

动方向。有理想，才会有行动，当今社会多元价值并存，

容易让人迷茫，失去方向。在这次远程培训学习中我对自

己的职业有了正确的认知，不管教师的社会地位、降级地

位如何，就应以教师这一职业为荣，我自身也感受到了一

种深深的职业幸福感。“追求自己的教育之梦，是每一位

优秀教师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 

  3.注重教师人格魅力的塑造和培养，教师的人格影响

着孩子的成长，好教师是引领学生进行用心选取的向导，

好老师能飞无助的心灵带来期望。优秀教师应加强个人品

味的修炼，用热情去点燃学生，用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

用生命关照学生。我从课程中、从教师们的教学魅力中感

悟到了：教师的品味在于内外兼修、在于人格与专业的共

同提升，修炼、激情与创新是优秀教师不可缺少的因素。 

  4.教育是终生事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

一名优秀的教师要有丰厚的学识。优秀教师应在繁重的教

学工作之余，挤时间去学习充电，“问渠哪得清如许，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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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源头活水来”，深深感悟到：读书学习，永无止境，方

能使自己知识渊博、观察敏锐、充满自信，永葆教育智慧

之活水永不干涸。 

本次培训大大拓宽了我的视野。通过十五天的培训，

我发现了自身视野之局限。也使我进一步地明白了走进新

课程的教师也不再是充当“传道、授业、解惑”的单一主

角，而更多扮演“组织者”、“指导者”、“促进者”、

“研究者”、“开发者”、“协作者”、“参与者”、

“学习者”等多元主角。为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思想，完

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潜力结构，以适应新课程理念下的教

育教学活动，我们教师应自觉成为教学的研究者、终生的

学习者、教学实践的反思者。 

 

★杨宝花（彬州市幼儿园）：学习，让我们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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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暑期对于和我一样的老师们来说，这不仅是一个

休养放松的惬意假期，更是一个难得的美好学习时光。6 月

29 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带着些许期盼来到咸阳师范学

院参加了为期 15天的培训团队集中研修培训。 

回顾这 15 天的学习生活，真是紧张而充实，丰富而多

彩：既有来自名校一线教师的经验分享，又有高校专家的

理论指导，亦有梁家河、张载书院等地的现场教学…… 

一、优秀的班主任应集智慧于班级管理之艺术。 

6 月 30 日，我认真聆听了来自广东佛山的全国知名班

主任贾高见老师所做的专题报告《小德育 大智慧》。在聆

听讲座的过程中，我就不断地在思考，提起班主任工作，

我们都很头疼，为什么贾老师却做得很轻松，而且那么有

成就。我猜想贾老师班里的孩子与那些和我们一样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都是无比幸运和幸福的。通过聆听

贾老师的讲座，我收获最深的有三点：一是班主任应该建

立民主平等的师幼关系，班主任应该真正成为孩子们的良

师益友。贾老师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阳光自信的大男孩，

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亲其师，信其道”吧。二是班主

任应善于读懂孩子，转换思维，善于运用各种小技巧，促

成孩子的发展。现在的孩子“我”的观念特别强，如果我

们强势利导，给孩子讲一堆大道理的话，孩子被迫地接受

效果不一定理想。贾老师在班级管理中所运用的小电影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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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法就是一种不错的方法。作为高中的孩子来说，他们中

间很多人热衷于电影，贾老师正是抓住了孩子这样的一个

特点，和孩子通过聊聊共同的话题顺势达到教育的目的。

三是班规的形成是长期坚持而不断强化的结果。贾老师班

级中的班规并不是班主任的一言堂，而是发动孩子和家长

共同制定完成的。班规非常细致，不仅规定了不良行为的

处理办法，还对期末评优方法作了说明。这样一来，班规

应起到了良好的规范和激励作用，使那些调皮的孩子不敢

违规，也使那些乖孩子享受到了遵守班规带来的荣耀。最

有趣的是一旦有孩子出现违纪现象，班干部就会先于班主

任根据班规进行处理，处理的过程非常严谨，首先他们会

开具违纪通知书，并在监督员的监督下完成违纪处理，或

念班规十遍，或打扫卫生服务班级，或告知家长协助孩子

反思…… 

二、优秀的幼儿老师应饱含爱于孩子们的活动中。 

作为一名有着十七年教龄的幼儿教师来说，我一直坚

信我是爱孩子的。但通过本次培训让我深深地理解了中央

电视台的一则广告语“爱孩子就应给他（她）最好的”。

在培训的过程中我就常常在想，作为一名新时代的老师，

我们绝不能只安于现状，要努力提高自己，给予孩子最好

的教育，为我们的爱注入新鲜的血液。许军蛾老师的《绘

本阅读讲读技巧》则带给我很多的启示。一是幼儿教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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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精读绘本。绘本它并不简简单单只是一本图画书，它

里面所蕴含的教育契机是十分丰富的，我们在阅读的过程

中要善于发现并加深理解，这样我们才能游刃有余地呈现

给我们的孩子；二是要注意讲与读的关系，成人或许在给

孩子讲故事时，习惯拿着书读给孩子听，实际上这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讲。讲故事的人最起码应该是完全融入这个

故事之中，并且将故事的内容烂熟于心，善于运用夸张表

情、生动的语言去感染孩子，激发孩子听和读的兴趣。三

是绘本阅读应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读绘

本时不仅要读字，还要读图，注意培养孩子丰富的想象力

和语言感知能力，为孩子完成真正意义上阅读作好准备。 

 

三、优秀老师应心中有目标，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如果说一次培训是一场修行，那么本次培训中的张载



 

 - 15 - 

书院、梁家河延安之行对我来说则是全新的洗礼。 

张载书院浓郁的书香氛围让我们坚信，书不仅可以让

我们明理睿智，还能让我们的人生走得更加高远。张载作

为一名读书人，时刻不忘造福百姓。横渠就是他对乡亲最

好的回报。 

在去梁家河延安之前，只听去过的人讲述，便是一种

震撼。这次实地参观学习，留给我的则是终身难忘的红色

记忆。梁家河在昭示着一种伟大的精神，又在诠释着一种

感人的情怀。习近平同志当年在这片贫穷的黄土地上勇敢

地战胜了艰苦生活的磨砺，时刻不忘读书，通过学习领导

乡亲们创造了新生活。习近平同志热爱人民，人民也用自

己最朴实的方式感恩着那个辛苦为他们谋幸福的伟大的

人。如今的梁家河已褪去贫穷的外衣，成为了一种代代相

传的红色精神。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心中永怀坚定的理

想信念，勤于学习，勇于拼博，我们也一定能创造出属于

自己的美好生活。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不仅要做，更要

想，想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还要思，思如何改变自己……

心怀理想信念，不断追求卓越，成就最棒的自己，乐享教

育的幸福与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