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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师国培计划（2011）”——

陕西省农村幼儿园转岗教师技能培训在咸阳师范学院实施

12月 15 “日上午， 幼儿园教师国培计划（2011 ”——） 陕西省农村幼儿园

转岗教师技能培训项目在咸阳师范学院举行开班典礼。



“ ”陕西省 国培计划 项目执行办公室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干部教育学院院

“ ”长袁奋光教授、陕西省 国培计划 项目执行办公室、项目部主任苏理副研究员、杨

凌区教文体局局长刘宽祥、咸阳师范学院

机关一总支书记、组织部部长李养民、基

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科学学院

院长姬建峰教授、副院长项目首席专家贾

玉霞教授、培训学院院长贺祎、副院长武

建虎、项目负责人华榕及全体学员 100多

人参加了开班典礼。

典礼由培训学院院长贺祎主持。



在典礼开始前，贺祎对顶风霜、冒严寒、拨冗参加今天开班典礼的领导和学

员表示感谢，并代表全体咸阳师院培训人向一年来关怀指导我校教师培训工作

的省厅和国培办领导，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长期以来关心扶持我院教师培训工作的省厅及国培办领导和同仁，表示

衷心的感谢！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他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学校非常重视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工作。学校领

导和各部门负责人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无私的帮助。正是各位领导的关怀、

朋友的帮助、同仁的支持，使我校培训事业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相信明年我们

的工作将更有成效。

随后，贺院长向全体学员介绍了出席开班典礼的全体领导。

※咸阳师范学院机关一总 支书记、

组织部部长李养民在典礼致辞。 在 致 词

中，李养民强调发展学前教育 “是 十二

”五 规划中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 突破口，

是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 教 育 的

“ ”切入点。该项目是 国培计划 的 有 机 组



成部分，是深入贯彻《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精神

全面落实教育部关于发展学前教育的总体要求，为我省培养一批素质高、技能

“ ”强、爱岗敬业的优秀幼儿 种子教师 ，带动我省学前教育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全面

提升的重大举措。对该项目在我校开班表示祝贺，对省教育厅和省国培办长期

以来对我校教师培训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

同时，他简要介绍了咸阳师范学院的基本校情和培养培训幼儿教师的资源

与实力，表达了办好本期培训的信心和决心，并希望培训学院精心实施培训方

案，严格执行教育部和陕西省有关规定，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树立管理

就是服务的人文意识，做好培训的组织管理工作，强化培训质量监督和生活服

务工作，确保各项培训活动的顺利开展，确保培训质量。集中培训结束后，要

认真总结项目实施中的经验教训，规范地梳理培训成果，建立流畅的训后服务

机制，努力做到培训可结束，服务不中止。

※培训学院副院长武建虎在典礼上介

绍了本期培训的具体安排。

本期培训计划在我校培训 100人，其

中铜川市 90人，杨凌区 10人。



培训从即日起到本月 28日结束，时续 15天。

培训分两班四组进行实施，内容包括专业理论课、专业技能课和实践课三

个方面，根据学前教育学科特点，参照学前教育教师培养课程设置要求和培训

对象的背景知识，这次培训共设置了 18个培训专题，续时 112学时。

培训将针对不同专题，采取专题讲座、案例研讨、观摩实践、技能研训、感悟

与体会撰写等方式进行，并由省域外专家、我校专业教师和一线幼儿教师组成

的专家团队执教培训工作，在培训中切实体现探究性原则、情境性原则、实践性

原则和实效性原则，以增强培训项目与幼教实际的贴合力，保证培训的实际效

果。

他希望学员刻苦学习，尊敬师长，互助友爱，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妥善保管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安全，在培训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自主研修时

间，每人撰写 2——3篇培训感悟、1——2篇培训体会，最少形成 1个优秀课案，

把本期培训班办成和谐文明、发 奋 进 取

的培训班。

◇铜川市实验幼儿园老师 李 静 在

发言中代表全体学员表示，他 们 一 定



会把这次培训当作一次学习思考的机会、交流沟通的平台、开阔眼界的场所、提

升自己的舞台，切实完成培训任务。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①提高思想认识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

质。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②相互交流，共同分享，共同提高，形成互帮互助团结进取的浓厚学习氛

围。

③学以致用，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教学工作。咸阳师范学院为做好此次

培训配备强有力的师资，将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管理模式。通过

此次学习，我们一定要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力争在教学质量上有

所突破。

④勤奋学习，认真听课，做好笔记，积极发言，配合老师完成各环节的学

习任务，通过此次培训，使我们的思想理念得到进一步升华。我们带着领导的

期望，同事的重托而来，带着问题和困惑而来，相信我们定将带着收获和喜悦

满载而归。

最后，她感谢为此次培训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同时也

祝愿一起参加此次培训的各位同仁们学习愉快。



◎ “ ”陕西省 国培计划 项目执行办公

室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干部教育学

院院长袁奋光教授在典礼上讲话。

“袁主任在讲话中对 幼儿教师国家级

培训计划（2011 ”——） 陕西省农村幼

儿园转岗教师技能培训项目在咸阳师范

学院培训学院的精心准备下顺利开班，

谨代表教育厅对咸阳师院表示感谢，对

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表示诚挚的慰问和热烈的欢迎。

袁主任指出，国家和教育部近年来提出把发展学前教育摆在重要地位。刘

延东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学前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广覆盖，保基本。省教育

厅也高度重视该项工作。今年 9月 9日在商洛召开的会议上，赵副省长提出了学

前教育的十大举措和六个前所未有：党政领导重视前所未有；全省上下高度重

视前所未有；财政支持前所未有；幼儿园建设进展速度前所未有；幼儿园免费

政策前所未有；教师队伍建设前所未有。经过一年发展，全省幼儿园已增至

6269所，增加了 2000所。



袁主任希望承办院校认真做好培训 工 作 ，

尽量为学员做好各项保障，使教学、组 织、培

训质量和效果得到保证。努力创新，积 累 出

优秀宝贵的学前教育教师培训经验。希 望 参

加培训的学员牢记使命，修德正身，热 爱 学

前教育事业，树立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 感 ；

精修业务，努力学习钻研，珍惜培训机会，保持进取之心，推动教育教学工作

出席典礼的领导还有：★ “ ”陕西省 国培计划 项目执行办公室项目部主任苏理副

研究员

★杨凌区教文体局局长刘宽祥★咸阳师院基

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姬建峰教授

★ 咸 阳 师



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项目首席专家贾玉霞教授

★典礼结束前，贺院长嘱咐学员放松心态，集中精力，专心培训，自觉遵守各

项规章制度和学员守则，按时完成培训作业，顺利完成培训任务。并祝学员生

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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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学习、练内功、促发展

——咸阳师范学院培训班纪实

自 2011年 12月 15日陕西省幼儿园教师转岗技能培训开班以来，各项工

作都在有序进行，100名学员积极学习各项专业知识，热情高涨。本次培训，不

仅请到了许多专家学者做专题讲座，还有各项实践技能的培训，例如舞蹈、声

乐、美术、手工等，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受到了参训教师的普遍欢迎。



在这几天的培训中，首先由咸阳师院政治与管理学员教授梁鹏，以讲座的

形式为学员们讲授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解读幼儿教育法律法规。

梁鹏教授讲课生动有趣，课堂上时时传来阵阵掌声，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学

员们掌握了有关学前教育的法律规定，提升了依法保教的思想意识，懂得了如

何做一名有道德、有修养的幼儿教师。

12月 17日，咸阳师院专门请来了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学前与特殊教育系主任程秀兰，为学员们解读了学前教育最新发展动态与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以数字串 1+3+1+8+N解读《教育规划纲要》，解读方式

别出心裁，学员们很快就记住并理解了。程老师紧接着以讲座的形式讲授了学

前教育的意义和我国学前教育的现状，介绍了国外学前教育的发展状况，解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学前教育的

最新发展趋势。学员们对此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进一步激发了学员们的学

习热情工作热情。

12月 18日，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博士，河南省首批幼儿教师教育专

家，河南大学教科院教授岳亚平，在咸阳师院 1号楼报告厅，为学员做了精彩

——的专题讲座 《做一名拥有智慧的幼儿教师》与《幼儿园安全环境的营造与创

建》。解析智慧型教师特质和智慧型幼儿教师的几种特征，探讨成为智慧型幼儿

教师的途径和策略；讲授了幼儿园安全环境创建的意义，营造幼儿安全成长的

身体和心理安全环境，分析教育教学安全、玩教具安全、设备设施安全、食品安

全的要义。帮助学员认知智慧型幼儿教师的素质、知识、技能构成，掌握幼儿园



环境营造的基本途径和策略。提高了学员的认知水平，为学员自身发展和专业

成长指明了方向。

12月 19 —日 12月 20日为专业技能研训环节。根据培训方案，培训班安排

学员们进行了专业技能分组培训。分组训练学员的舞蹈及声乐技能。由徐伟平、

王阿燕、韩李佳、李桂梅、唐萍、李华几位咸阳师院的老师分组对学员进行专业指

导。

声乐课上，几位老师对学员讲解了如何识简谱、如何正确发声、如何指导发

声练习等基本乐理知识。教授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练声歌曲和活泼可爱的幼儿歌

曲及童谣与儿歌，丰富了学员的声乐知识，提高了学员们的声乐技能，为今后

工作和自身专业成长奠定了基础。她们纷纷表示，所学的东西都十分有用，相

信在此后的教学中一定会受益无穷。

舞蹈课中

指 导 教师讲授

了 幼 儿音乐的

基本 理论和基

础知 识。通过分

解示 范的方式

训练 学员的舞



蹈基本要领，矫正规范学员的舞蹈动作，学习典型幼儿舞蹈套路和典型舞蹈。

学员们十分扎实努力的跟着老师学习舞蹈基本功，以及芭蕾舞基本手位、中国

古典舞蹈手位、幼儿舞蹈基本手位、幼儿课间操，还有新疆舞、蒙古舞等。学习内

容丰富多彩，学员们真真正正的体会到了幼儿教师的辛苦，却从中找到许多乐

趣，学到了许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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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

截至今日，陕西省幼儿园转岗教师培训课程已基本接近尾声，在这几天的

培训中，有专家教授的专题讲座，有形式多样的专业技能培训，还有动手操作

的手工等生动有趣的课程。学员们在学习中感到了快乐，在快乐中学习。

在这几天的学习中，让学员们感受颇深的是咸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王

佳媛老师的《幼儿游戏活动实施》课程。王老师的课生动有趣。她和学员们一起做

游戏，教会了学员几个常用的幼儿园游戏，并且介绍了多个有代表性的游戏类



型。在游戏中让学员自己理解为什么游戏是幼儿最好的学习方式，体会如何才

能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

学员们跟着王老师做游戏



学员们在认真的学手指游戏



学员们跟着王老师分组做游戏

幼儿园教育工作应该坚持体、智、德、美诸方面的教育互相渗透，有机结合,

因此，在培训课程中安排了手工课，该课由咸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学前教

育专业手工课教师高淑萍担任。她给学员们上了一节生动有趣的折纸、剪纸课，

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高淑萍老师在给学员门讲解如何剪纸

学员们的折纸



学员们的剪纸成果

平日里，除了学校安排的课程以外，学员们在宿舍也能够积极学习各种技

能，每一位学员都能够用心提高自己、突破自己，在教学中使自己成为观察者、

支持者、促进者、学习者、合作者、思考者，并坚持做一名不断学习，有良好综合

素养的幼儿教师。





学员们在宿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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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圆满结束

为期十五天的陕西省幼儿园转岗教师培训圆满结束，通过这半个月的学习，

每一位学员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和提高。

在名校专家教授的专题讲座中，给学员们带来了许多鲜活的课堂案例，让

学员能结合自身的平时教学，找出自身教学设计和教学组织的不足，并能吸取

案例中教师的成功教学经验。毫不疑问，通过培训让学员们在各个方面都有提



高，包括教学理念上，教学活动设计上和教学组织上等方面。除此之外，使学

员们拓展了思路，引导她们多方位多角度地去考虑相关教学问题。

在最后的几天培训中，学校安排学员们进行了教育实训。学员们分组到咸

阳市的各个优秀幼儿园进行观摩，使他们在理论学习过后，结合自身的问题，

去幼儿园实地学习和观摩。在幼儿园真实的现场环境中，学员细致观察影子教

师的保育行为，充分发挥自身主动性，把“听、看、问、议、思、写”等自主学习行为

整合为一体，深刻感受与领悟影子教师保教行为的内涵。通过影子教师对见习

行动的点评和互动交流，矫正规范自身行为，做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

影子教师在上课



孩子们在教师的指导下画环保符号

学员们在跟着影子教师学做幼儿操



培训的最后一节课是由咸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徐建昌老师讲授的《学前教育

政策法规》，他上课风格幽默风趣，在课堂当中穿插了丰富真实的案例，通过

讲解案例，让学员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了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掌握有

关学前教育的法律规定，提升了学员们依法办园，依法保教的思想意识。

通过各个理论课程的学习，学员们普遍树立了坚持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

则、尊重幼儿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尊重幼儿作为学习与发展主

体的主体性和个别差异性的保教理念。丰富了幼儿生理与心理卫生常识，强化

了学前教育的基础知识，学习了学前教育的热点前沿理论，增强了学员的探究

意识，掌握了我国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规划和法律法规，提升了学员的职业修

养。并能依据幼儿已有经验和学习兴趣特点，灵活、综合的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

使幼儿获得相对完整的经验，让幼儿在教育中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美，什么

是分享，什么是快乐。对幼儿实施德、智、体、美诸方面的教育。



徐老师在给学员们上课

12月 27日晚学校组织了学员座谈会。学员们热烈发言，互相交流畅谈心得

展望未来。领导们认真听取了学员们的意见和建议。

12月 28日，培训的最后一天，学院组织进行结业典礼，典礼上，给合格

的学员发放了结业证书，并且给表现优秀的学员发放了荣誉证书。领导对学员

们寄予了厚望，希望通过本次培训，学员们真能学有所得，将所学所见应用到

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塑造幼儿美好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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