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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培计划（2019）”——陕西省项目县初中数学 

新 教 师 入 职 培 训 项 目 

工作简报 
第一期 

第一小组编                     2019 年 10 月 22 日 

 

【刊首语】 

渭阳台塬扈地行，巽位阿房古月明；

但见师院幽静处，莘莘学子居乾艮。我们

们因灵魂重塑汇聚斯地，带着困惑与憧憬，

携着无奈及坚定，裹着迷茫和奋进，集阴

阳违和、进退两难于一身，以期病疴痊愈。 

 

大秦地都，德善咸阳。渭水穿南聚寅，

九嵕亘北源禹；华岳居东，秦岭垣南，陇

脉西接，泾水北绕；波通两河流水，于此

昌武兴文。曩昔洪荒，日下林园，厚重文

化底蕴，催生高师德范，“咸阳师院”肇

始于恢复高考二年，兼三校之精神，钟天

地之灵气，集大成于宝地，续文化之传承，

荟萃十六派流。仁山智水，文化集结；早传景教，缔结文明；惟秦有才，于斯为

盛；矢志兴学，教育界有“贠扫吴张”；渊识笃行，学术圈有“安罗史梁”；空

气里无不通透着知识的因子，在时刻激发着我们对学习的渴求，鞭策我们们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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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培训综述】 

2019 年 10 月 13 日，由陕西省教育厅主办的“国培计划（2019）——陕西

省项目县初中数学新教师入职培训项目”在咸阳师范培训学院开学了。为期十天

的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专家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又有一线优秀教

师的课例示范，让学员通过讲座研修、观课评课、分组研讨、个人心得写作、课

后自主学习等多种途径激发思想火花的碰撞、冲击，感知先进的教育理念、独到

的教学思想和全新的管理体制，对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起到引领和导向作用。 

【专家团队】 

 

 

 

 

 

 

 

 

史晓锋，陕西省优秀教学能手，陕西省首批学科带头人，新世纪杰

出教师培养工程优秀学员，第五届新世纪杯优质课评赛全国一等奖。

北京大学基础教育培训项目初中数学专家组核心成员，教育部基础

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数学工作室网络研修项目主持人，北师大教材调

研修订组成员，天元数学网主创组核心成员。宝鸡初中数学首个名

师工作室创立人。承担部级科研课题 2 项，省级课题 4 项，三十余

项教研成果在省级刊物发表。 

 

梁洋洋，咸阳市兴平兴化学校副校长，担任初中数学课教学任务。

先后荣获“陕西省学科带头人”，“陕西省教学能手”、“咸阳市

中小学教师培训专家”、“咸阳市优秀教师”、“咸阳市名师”、 “最

美兴平人”、“兴平市有突出贡献优秀人才”、“兴平市优秀党员”

等诸多荣誉称号。承担了陕西省学前师范组织的“名师大篷车”送

教活动；连续承担咸阳市教育局组织的“阳光师训”和“名师大篷

车”的执教和培训任务，连续承担咸阳市初中数学骨干教师暑期培

训任务， 

张小院，陕西省优秀教学能手，高级教师，省级优秀教学能手工作

站站长，县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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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阿联：数学教育专业，理学学士，高级教师，从事数学教学

30 年，现任秦汉新城兰池学校校长，教学风格独特，教学成绩

优异。被授予全国十佳好老师，陕西省特级教师，陕西省首批

中小学教学名师，陕西省教学能手，陕西省课堂教学改革先进

个人，陕西省国培计划优秀辅导教师，西咸新区首届最美女性，

西咸新区师德师风标兵，咸阳市知名教师、咸阳市学科带头人、

咸阳市师德标兵、咸阳市校本研修专家；所持的陕西省名师工

作室培养过多名省级教学能手，被评为“全国最美教师志愿服

务团队”。 

安振平：咸阳师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安振平副教授，陕西省数

学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初等数学研究会副理事

长，陕西省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中学数学教学研

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员等。陕西教

育学院特约研究员，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全国

初等数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不等式研究会理事。 

 

 罗新兵：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1999 年 6

月获陕西师范大学理学学士学位；2002年 6月获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硕士学位；2005年6月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

2008 年 10 月进入陕西师范大学数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

研究。发表学术研究论文 100余篇。 

 

贠瑞霞：正高级教师，陕西省第九批特级教师，陕西省第三批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陕西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咸

阳市名师，咸阳市校本研修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

教育高级讲师，深圳幸福家家庭研究院心理护理种子师资培训

导师。承担过国培计划等心理健康讲座，应邀去河南，安徽等

地做教师培训讲座。先后做教师、家长、学生等大型培训讲座

一百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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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成员】 

                                      班长：王勉 

                         第一组长：武换换  第二组长：缪亮亮 

第三组长：王  勉  第四组长：闫佳佳 

第五组长：宋媛媛 

 

【培训日程】 

 

班主任：吕思萍 

吴小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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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卓越班主任征文特等奖。

中国教师研修网聘任国培学科指导专家。中国好老师教育智库

首批专家。善于运用创意体验的主题活动课程设计的方式化解

学生在各个阶段遭遇的困境和迷茫，助孩子们顺利跨过人生成

长的一道道“坎”。主持国家级课题二项。专著《班主任微创

意——59招让班级管理脑洞大开》在大夏书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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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典礼】 

2019 年 10月 14日早上九点“国培

计划（2019）”陕西省项目县新入职教

师培训初中数学研修班开班典礼在咸

阳师范学院火热开幕。出席本次典礼的

有咸阳师范学院培训学院/教师干部教

育学院王奥玲院长、李慧峰副院长、培

训部张珮主任、教学组织穆新参老师、跟班导师吕思萍老师。 

会上各位领导和老师对咸阳师范学院和培训学院/教师干部教育学院以及培

训管理团队进行简单介绍，并安排、布置了学习时间和研修任务，讲明学习期间

管理制度和学员守则。 

典礼结束后，进行了建设班级、破冰行动、方案研讨等活动环节：通过抽取

歌词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分组；组内推选组长，班级推选班长，互相沟通、互相了

解；通过游戏增进感情并感受团队精神。 

 

【专题讲座 1】 

下午，史晓峰老师进行解

读课程标准 研究课堂教学—

从理念到实践讲座。从数学课

程标准的发展历程、数学课标

修订的原因、新课标修改的关

注点、如何恰当的把握课堂教

学、编写教材的主要依据、演

绎推理如何早渗透等方面进行

耐心讲解，并对具体的几何和

代数问题进行分析。 

最后，史老师写到：祝大家学有收获，教有成就；我们们愿意贡献经历，贡献思

考，贡献肩膀，助力你们在教学研究与实践的道路上飞的更高，飞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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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2】 

2019 年 10月 15日，在咸阳师

范学院我们们有幸聆听了张小院老

师对《教学设计是教学成败的关键

之如何备好数学课》这一课题的精

准解读。在此，张老师从三方面入

手。 

    一、备课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二、怎样备好课。其中具体讲解了三个方面:备好教材(通透课标；整体研究，

系统分析；明准重难点)；备好教学程序(根据学生认知规律，精心设计教学环节；

启发学生思维，精心设计问题；恬当选择教学方法；注重数学基础知识和思维方

法的训练)；备好学生(了解学生，因材施教)。 

    三、初中数学备课注意事项。 

    1.内容选择合理。 

    2.根据学生水平制定目标。 

    3.重点，难点精准把握。 

    4.教学方法须恰当。 

    5.细节问题要考虑。 

    6.教具和课件准备充分。 

    7.练习设计要精当。 

当中，穿插了数学六大核心素养(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

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和具体的教学方法(谈话；引导探究；实验；发现；演

示等)。 

    在课堂将要结束时，张老师总结“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 

    在此，感谢张老师的讲解，让我们们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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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启迪 观摩交流 3】 

    10 月 16日上午，我们们去启迪中

学参加教学跟岗实践活动，感受了一把启迪文化。 

启迪中学的办学理念是“启人天赋，迪筑未来”，启迪文化随处可见,从启

正楼，启雅楼，启趣楼，启能楼，到迪达路，迪思路，迪博路，迪慧路，处处散

发着浓浓的启迪味道。在启迪文化长廊天井苑，我们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史，

这里的每一面墙，都成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方，于方寸之间尽显祖国上

下五千年文化之精髓。 

    随后我们们听了一节

示范课，王宁老师的课堂

始终贯穿着启迪的教学理

念，突出一个“启”字，

启迪学子的认真，严谨，

努力也给我们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这一趟我们们

收获良多，也祝愿启迪越

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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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4】 

2019 年 10月 16日，有幸在

咸阳师范学院聆听了梁洋洋老

师对于《初中数学课堂教学设计

策略与技巧》这一课题的精准解

读。 

    对此，梁老师重点讲解了

“五环教学法”。 

    其一:导课(以趣引标；明标

引学；设法助学；评教促学)。 

    其二:授新课(由教师在课前，将教学内容提炼出问题；教师创设问题情境，

激发问题；教师提供‘思’，学生自主提出问题；学生互动交流，提出问题；调

查研究，提出问题)。 

    其三:巩固练习(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教师评析中穿插讨论；开展分组

对抗赛；课下交流)。 

    其四:小结。对于部分学生的疑点，难点问题，乐用“生生互动”方式，让

尖子生释疑，教师归纳。对较难理解的问题，采用“师生互动”方式。教师提供

科学的思路，方法，引导学生探究答案。对综合性强，易惑易错的问题采用教师

精讲的方式，深入浅出。 

    其五:作业布置(目的性；针对性；层次性；多样性)。 

    其次，明确指出了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忽视学生主体地位。 

    2.忽视情感教学目标。 

    3.忽视板书设计。 

    最后，具体阐述了教学遵循原则。 

    一、循序渐进原则。 

    二、及时反馈原则。 

    三、时控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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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5】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0月 17日，

我们们再次离开了培训教室，来到位于西咸新

区的秦汉新城兰池学校进行观摩教学及研讨。

兰池学校是一所九年制学校，建校时间仅仅一

年，但是在陕西省特级教师扫阿联校长的带领

下，学校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斐然，学生的课

外活动也开展得别具特色。在早上的活动中，

我们们先进行了国培计划教育基地启动仪式，

然后观摩了孙老师《有理数乘法》的公开课，

孙老师才用了分组讨论法教学，学生积极响

应，认真思考，互助学习，给我们们老师留下

了深刻印象。在讨论环节上，大家各抒己见，

但对兰池中学的教学方法都一致好评，希望扫

校长不吝赐教。在此期间，我们们还参观了兰

池学校的大课间传统文化表演。《秦汉大鼓》

表演气势恢宏，《诗词朗诵》韵味十足，不禁

让人啧啧称赞！ 

早上的观摩活动大家兴致盎然，不觉中我们们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了，因为兰

池学校许多真本事我们们还好见到，只见一斑而已。也正是这份缺憾与期许，当

扫老师走进我们们培训课堂时，大家凭添了几分专注与渴望。让我们们再次来认

识认识扫阿联老师，她从事数学教学 26年，教学风格独特，教学成绩优异。被

授予陕西省特级教师，陕西省教学能手，陕西省课堂教学改革先进个人，陕西省

国培计划优秀辅导教师……当她每一个称号，每一项荣誉由班主任展示在我们们

面前时，我们们又多了几分敬意。 

扫老师精心准备，《高效课堂之小组建设》这个专题，她不仅有幻灯片，相

关视频，还给我们们准备了学习资料和导学案，借着这个专题也就解决了我们们

早上对分组教学的困惑。 

可以说，分组教学的实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一人一课之法。需要全

体师生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坚持不懈方可实现。扫老师通过模拟教学情境——

对培训学员进行分组，让我们们切实感受到分组教学所带来的良好效果。首先是

人人参与，其次学习目标明确，再次是互帮互助，最后是评价形式多样。课堂上，

我们们学员成了主角，想尽办法让小组的每个成员准确完成学习任务，这样时间

又悄然而逝。这是充实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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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6】 

2019 年 10 月 18 日，晴。今天，由咸

阳师范学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安振平老师陪我们们度过了一整天。 

在早上的培训段，安教授主要与我们

们一起分享了对基础教育的一些思考。 

首先，跟我们们一起分享了一些名家大师

的经典著作及语录，得出教师职责的特点

和重要牲。 

其次，讲了老师应该自我们不断提升，

勤加修练，多读专业杂志和专业著作，不

断让自己充实、成长。 

最后，讲到了作为教师要达到相应的境界，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引导、促

进、帮助学生。“教之道在于度，学之道在于悟”，“自醒自悟，教是为了不教”。 

下午时段，安教授又与我们们分享了“数学教育教学中的有序逻辑推理”。提出

课堂的重要性，要建设“智慧课堂”、“魅力课堂”，“重视通法，兼顾技巧，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简单处入手，正难则反；从特殊到般，从具体到抽象；

模式识别，差异分析”。 

接下来，从一些趣味思考题入手，逐渐到我们们熟悉的常规习题，再到深度

的变式题，慢慢的引领我们们去处理、解决这些题目。通过大家的思索，他的一

步一步解析，让我们们感受注重逻辑思维推理的重要性和方法。讲解细致，变型

巧妙，方法灵活。 

一天的课程学习就在安教授的精心设计，耐心细致的讲解中有序结束了。大

家都感慨安教授知识的渊博，从而也被他今天的讲课深深的触动：“我们们应该

拥有怎样的学识和高超的教学艺术呢”? 

再次感谢知识渊博的安振平教授，陪伴我们们一整天，让我们们获得了提升，得

到了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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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7】 

10 月 19日上午，由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研究生导师罗新兵老师给我们们进行专题讲

座《数学新教师专业成长的特点》。在早上的

培训中，罗新兵教授教育我们们要“明确教师

定位职责、清楚学科教学动态、掌握学科教学

要求、提升学科知识专业素养”，还要“坚持

教书与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与身教相统一、

坚持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

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激励我们们要做“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知、有仁爱

之心”的新时代四有好老师。还给我们们讲解

了数学学科知识核心素养，新旧课标对比。最后用实例，给我们们呈现数学教学

过程中学生要学会“三会”——看明白、讲清楚、说清晰。 

【专题报告 8】 

10 月 19 日下午，我们们有幸倾听

了贠瑞霞老师关于《心理调适与职业规

划》的课程，课程分三个部分： 

一、重新审视教师的职业——做好职

业规划：态度和幸福的辩证关系、教师的

思维模式、专家型教师合理认知。 

二、积极进行校本研修——做好自我

们提升：谁来做（组织形式）、做什么（研

修内容）、从哪里做（校本研修不是加压

而是减压）。 

三、处理好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享

受职业幸福：爱我们所选终不悔。 

贠老师以其成长经历感召着大家，用心理学角度及哲人的睿智诠释了教师职

业规划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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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9】 

作为班主任，常常会因为班级管理中出现

的问题而感到头疼。如何将班主任工作顺利开

展并能取得一定的实效呢？经过这次培训，我

们们不禁感慨:同样是班主任，我们对班主任工

作感到的是“无能为力”，而吴小霞老师却可

以凭借自己的一个个创意实现“无所不能”。

吴老师支招，招招好使。 

如何传承班级文化？如果消除学生对惩罚

的抵触？如何让学生开学不欠交假期作业？如

何组建班干部队伍？……吴老师以微创意积累

的方式，以学期工作过程中老师遇到的一般问

题为线索，聚焦真实问题，呈现具体的做法与思考，涉及开班准备、班干部培养、

家校沟通、早恋处理、应考技巧等十个方面。作为一线班主任工作中棘手的常规

问题，在活动中对各类问题做出了有序、系统而有实效的培训，兼具创意与实用。 

一、开学打造微创意：每一个开学都为之芬芳 

二、活动开展微创意：活动还可以别具匠心 

    三、常规习惯微创意：常规也能变得饶有兴趣 

四、家校沟通微创意：家校合作变成魅力期待 

五、早恋处理微创意：我们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六、干部培养微创意：给班干部一个华丽的转身 

七、心态调整微创意：解解情绪方程式 

八、学习动力微创意：发现强大的自我们 

九、自我们管理微创意：管好自己就能飞 

十、应考技巧微创意：万事俱备，不欠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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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们反思 微型公开课 10】 

    10 月 21号，今天

根据安排，进行小组磨

课和微型课展示。 

    上午我们们小组九

个人在一起，由张婉莹

老师对《角平分线性质》

这节课说了她的构想和

流程，然后又在小组内展示了这节课，最后小组各个成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

见解。特别是阮老师他听得仔细，记录详细，并见解独到，值得我们们大家学

习。   

    下午，各小组展

示自己的微型课，可

以看出大家准备的很

充分，上的一丝不

苟，真正称得上是精

品课。每节课后由专

家赵辉老师和马兰老

师进行点评，他们从

各个角度进行点评，见解独到非常有指导意义。最后我们们学员也谈了自己的

看法。这一天过的很充实。感谢咸阳师院为我们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

们能相互学习，

向能手和专家学

习新的教学理念

和好的方法，以

便我们们在以后

的工作中能学以

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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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数学教育是一项复杂教育活动，不仅仅是追对教育对象的个体行为，更肩负

着国家、民族未来的责任。教学改革以来，我们的初中教育有了很大发展，这是

有目共睹的。但是，现在很多农村学校依然在追求学生的高分数，片面追求升学

率，而忽视了对学生的数学思想、思想品德和生活技能的教育。陶行知先生说的

“活学校”、“死学校”、“不死不活的学校”，我们到底有多少，值得对照思

考。作为初中数学必须怀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教孩

子三年将影响孩子成长道路的三十年，所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们没有理由不在努力研究数学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