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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夯实实基基础础  铸铸造造团团队队】】  

《“国培计划（2018）”——高等院校“送教下县”

示范性培训项目》淳化县中小学教师研修班，有 20 名中学

骨干教师，18 名小学骨干教师,2 名专职培训教师。有 5 名

教师因故换人外，其余 35 名教师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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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中，分学段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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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课堂，围绕骨干教师成长的主题，就成长路径、中小

学高效课堂构建的设计、实施、测评、反思等有效教学理

论策略及课堂艺术、骨干教师的示范作用和引领力的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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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修课程，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全面研修，为项

目县教师成长树立示范和榜样。与此同时，着重就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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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准确把握本县教

师培训工作的优势和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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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多个，

研制培训优秀专题 30 多个。整个培训历经 2 年 50 多天，

培训过程采取集中面授研修、返岗实践研修、“影子教

师”研修、总结提升研修四个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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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项目县形成教师培训团队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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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清清底底子子  传传授授法法子子】】  

按照中学、小学两个学段，聘请语文、数学、英语三

个学科省级学科带头人或教学能手，组成专家团队，采取

实地调研和网络交流的方式，一方面调查团队成员开展培

训研究情况和培训实践能力，摸清“底子”；另一方面，

带领指导团队成员，调研项目县教师队伍建设的“县

情”，厘清培训工作面对的“问题”，帮助团队成员找准

基础教育研究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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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优化化资资源源  聚聚力力凝凝气气】】  

专家团队指导团队成员分学科学段，以“送教下乡”

培训为目标范例，分析解剖培训活动的设计与实施要领，

诊断团队成员的培训实习方案和课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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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果的培训资源。 

【【送送教教入入校校  锤锤炼炼本本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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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送教下乡”培训活动为载体，在专家团队指导

下，分学科学段，深入中小学幼儿园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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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对接，为项目县教师培

训提供示范，为广大教师改进教育教学工作提供示范。 

【【倾倾诉诉心心声声  造造福福桑桑梓梓】】  

★淳化县冶峪中学宋海萍（追逐专家，开阔眼界，提

升境界）——从 2017 年 6 月 30 开始，我有幸开启了自己

为期两年的“国培”之旅。在这两年里，我结交了一批优

秀的伙伴，体验了咸阳师范培训学院老师们的热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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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暑假骄阳似火，但再炎热的天气也阻挡不了我们追逐

教育专家、开阔眼界的脚步。每个学期忙碌似火，但再忙

碌的日子也不能阻碍我们提升自我境界的迫切心情。两年

来，或是专题讲座，或是外出学习，或是跟岗、返岗学

习，我们无不在成长、提升、改变。 

 

聆听着专家的讲座，我们的心情犹如着 7 月的骄阳如

火如荼，激情彭拜。专家的讲座内容各具特色，或有关教

师职业道德，或有关教师专业素养，或有关业务技能，或

有关教师职业幸福等，他们的讲座可谓精彩绝伦，深入人

心。其中刘鹏老师的讲座，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吴积军老

师的现身说法，更让我们坚信了作为一个乡村教师的信念

和希望。董小平老师的报告，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老教

师，对于教育事业的那一份责任、担当和热爱。这样近距



 

 - 7 - 

离的和专家接触，真是令我受益匪浅，感慨良多。 

各位专家在专题讲座中，阐述了自己在教育教学研究

方面的独道见解，对新课程的各种看法，对教学思想的探

讨。在专家们的引领下，我对新课程有了全新的理解和完

整清晰的认识。站在素质教育的高度，审视自己的教学行

为。发现在平常的教学中，自己思考的太少，只注重上好

每一堂课，发现问题及时查漏补缺，对学生的个性发展、

终身发展考虑的不多。通过学习我转变了思想观念，与其

给学生一碗水、一桶水，不如帮学生找到水源，学生找不

到方向时，与其告诉他方向，不如给他们指南针，要把目

光放长远一些。 

教了 18 年书，日复一日的工作，我已经进入职业倦怠

的状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变的除了爱抱怨，

还是抱怨。抄不完笔记，频繁的检查，刻薄的制度，一项

又一项的任务以及家长的难缠，学生的厌学，领导的不理

解等等。都是那么沉重，沉重得令人窒息。我早已像一台

机器，不再有灵感。把教师当成了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

职业。对工作有的是厌倦之意，不平之心，黯淡之境。但

通过了这几天的培训，特别是董小平老师的培训，让我感

动不已。董老师那么大的年龄，对教学工作，对班主任工

作总是那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是董老师让我能以更宽

阔的视野去看待我们的教育工作，让我学到了更多提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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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的方法和捷径。“爱”是教育永恒

的主题，我知道了怎样更好地去爱我的学生，怎样让我的

学生在更好的环境下健康的成长。 

 

通过培训，我更加体会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只有不断

地学习，不断地提升，不断加强修养才能胜任教育这项工

作。这次培训充溢着对新课程理念的深刻诠释，充满了智

慧，开阔了眼界。作为教师，要了解新理念的内涵，要掌

握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学习，不

断地研究，不断地反思，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适应时

代改革的步法。今后要不断更新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业

务素质、理论水平、教育科研能力，课堂教学能力等。这

就需要自己今后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学习各种教

育理论，勇于在课堂中进行实践。作为一名一线教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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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内心的说一句：国培，有你陪伴的日子真充实! 

★淳化县城关小学寇荣（积跬至千里，积流成江海）

——为期两年的培训结束了，给我的感触很深，不仅在教

学中使我受益匪浅，也看到了自己与他人的差距，明确了

自己在教学上的奋斗目标，同时，我也进一步反思了以往

工作中自己的得与失。本次培训每个板块都很实用、很精

彩，从中使我收获匪浅，感受颇多，现就将本次培训的心

得和感想总结如下： 

一、专家讲座精彩、实用，能有效的指导我们去学习

及实施教学 

1、吴积军老师《校本研修与教师专业成长》讲座 

校本研修经常萦绕在耳畔，我也参加县上的小本研修

考核，却不知校本研修的意义与目的，因为我们县上从没

有一个专业的教研员辅导过、培训过。不光是我们基层的

老师不知道，县城的老师也对校本研修知晓甚无。那天我

认真听取了吴积军老师《校本研修与教师专业成长》的专

题讲座，我顿时豁然开朗，原来校本研修就是在学校、工

作没放下、解决学校与教师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其目的是

推动学校的发展，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它的内容主要包

括师德师风、教研、科研、资源的整合与开发等，吴老师

用多年的实践经验和鲜活的教学事例风趣、幽默的语言对

校本研修做了深刻的诠释。才是我真正的理解了校本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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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要做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原来前几年一直是糊

里糊涂的和大家一直跟着高调茫无目的的奔跑，累的血汗

淋漓却不知干什么，通过吴老师的培训终于理清了校本研

修的真正意义。 

2、许卫兵老师《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改革》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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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又一轮的课改已经把我们原生态课改的面目全

非，如今的课堂都是以精彩的表演充盈着，一节课下来，

两 个 字 “ 热

闹”。没有什

么实际意义，

学生该理解的

没理解、该掌

握的没掌握、

该运用的不会

运用，让人很

是无奈。许卫

兵老师《基于

核心素养的教

学改革》的讲

座使我耳目一新，他将数学与美术完美结合，让学生在画

画中学习数学，将抽象的数学知识形象化。他讲的太真切

了，什么是高效课堂，我觉得这就是。 “新常态”的课堂

教学是追求本真、高效的课堂，是“生本”、“学本”的

课堂。让我们参训教师尽情感受到小学数学“新常态”课

堂跳动的脉搏，新常态下的教育，应当尊重孩子的生命个

性，解放孩子的身心，给他们自由发展的空间，鼓励他们

不断尝试、直面挫折；新常态下的教育，要求教师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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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角色的彻底转变。 

总之，做为我们的老师，下一步需要做的：首先要读

懂“学生”和把握“教材”；要把有限的课堂变为人人参

与、个个思考的无限空间；培养学生的能力，发展学生的

思维，扎实开展新常态课堂 

二、展示活动，导师为我们的课堂和讲座把脉 

这个阶段主要是课堂教学和专题讲座实战演练，导师

把脉。我们上微型示范课，做微型讲座，然后大家交流、

研讨，导师指导。这一活动很实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

的教学风格、教学经验、教学看点。老教师有自己教学经

验、教学底蕴，年轻教师传递新理念、新教法各具亮点。 

两位导师毫不吝啬针对每一节课精心、悉心指导，带

领学员研讨，针对教学中的焦点、热点问题给予对策。 

听了各位教师的讲课，我感受颇深，受益匪浅，略写

几点与同行共勉： 

1.直观而有效的情景创设，各位教师都能充分利用多

媒体设备对学生进行情景教学，这样，使原本枯燥、抽象

的数学知识变得生动形象，饶有兴趣。许多老师在讲课

时，课件制作精良直观有趣，这样，学生印象非常深刻。 

2.学生由被动变主动，成为课堂的主人，而教师只是

一盏 “指明灯”，新课标中强调，教师要让学生“学会”

变为“会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朱金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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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分数除法二”时，把学习主动权真正交给学生，指

导学生学会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使学生掌握学习

的方法。 

3.特别注重小组合作的实效性，部分老师在执教时，

在时间安排上恰到好处，什么时间合作学习，怎样合作？

正确处理好了合作学习与自主探究的关系。 

4.练习形式的多样化，一些老师在设计练习时的思想

比较新颖，练习的安排从基础到提高到拓展，层层递进，

不断开放，科学实在，学生基本上都能掌握本节课的新知

识，也符合新课程的教学要求。从而是我明白有效课堂的

生成必须以教师对教材深入把握为基础，遵循学生认知规

律，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经验出发，帮助学生找准新旧

知识间的切入点，让学生的思维产生碰撞和冲突。抓住新

旧知识之间的转化关系，这需要教师创设真实的情景来互

动。教师设问题，学生生成问题，教师引发讨论，使整个

课堂的学习活动充满生机活力。 

三、抓住学习契机，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培训时，专家们的讲述，环节严谨，重点突出，过渡自

然，使我深受启发，争取

在教学中用行动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让学生懂得

数学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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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新课改的理念“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不

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使数学活动贴近学生的

学习生活，学生更乐意接受。 

本次培训使我进入教师培训领域的开端，是我从被培训者

转变为培训者的转折点。培训提升了我做教师的专业能

力，也培训了我作为教师培训者的培训能力。今后我会学

以致用，把这次在培训中学到的新知识尽快运用到教育教

学过程中去，运用到教师培训的指导工作中去。培训活动

虽然是有期限的，但是，学习提高永远是无止境的。我会

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反思，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理论

水平和实践行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