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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培动态】 

我校召开“国培计划（2015）”项目实施动员会 

 

为了做好“国培计划（2015）”相关项目的实施工作，我校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下午 4：30 在办公楼四楼党政会议室召开了“国培计划 （2015）”项目动

员会。我校副校长毛健民、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朱炳灿、各承训学院院长、各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其他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会议由朱炳灿主持。 

 会上，毛健民首先宣读了周口师范学院《关于成立 2015 年“国培计划”项

目领导小组的通知》，随后对我校过去五年的“国培计划”工作做出肯定，要求

各位工作人员吸取过去的经验，做好今年的培训工作。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认

识到“国培”工作的重要意义，“国培计划”项目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合

作，确保我校“国培计划”的顺利实施；要根据新的培训精神，做好与项目县的

沟通协调工作，有针对性的做好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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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还就今年“国培计划”的新动向、新要求和如何保障培训质量进行了研

讨；提出教学内容要与学员需求相结合，与此次“国培计划”的要求相结合，与

我校实际相结合；争取把此次“国培计划”培训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完满完成

培训任务。 

我校举行“国培计划（2015）”项目开班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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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上午，我校承办的教育部、财政部“国培计划（2015）”教师培

训团队置换脱产研修和乡村教师访名校项目培训班开班典礼在第二学术报告厅举

行。副校长毛健民、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朱炳灿、文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外国

语学院有关负责同志、专家以及来自全省各市县的 400 名参训学员参加了开班典

礼。典礼由朱炳灿主持。 

会上，毛健民首先代表我校对参训学员表示欢迎，介绍了我校的历史和发展

现状，肯定了过去五年我校“国培计划”项目的突出成绩，强调了本次研修班的

目的、意义和要求。他指出，本次研修是贯彻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的重大举措，旨在进一步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通过“国培计划”项目的实施，提高农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开阔

他们的教育视野，更新他们的教育理念，解决他们在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使他们在实施素质教育，推进我省基础教育改革等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他

希望参训学员充分认识到这次研训的意义和所承担的责任，按照研训要求自觉主

动参与、研讨、实践，做好角色转变，真正做到学有所获。外国语学院罗瑞老师、

鲁山县教师进修学校赵延军分别代表班主任和学员发言。 

本年度我校承担的“国培计划”任务涉及教师培训团队置换脱产研修项目、

送教下乡项目、乡村教师访名校主干学科教师培训项目、“特岗教师”研修项目、

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培训和新建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培训等 6个子项目，其中包括 400

人的置换脱产培训、800 人的短期集中培训和 71 个学科次（每学科次 8 天）的送

教下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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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召开乡村教师访名校项目初中历史班开班典礼 

 

11 月 4 日晚，由文学院承办的我校教育部、财政部“国培计划（2015）”

河南省乡村教师访名校项目初中历史班开班典礼在物理实验楼五楼报告厅举行。

文学院主要领导、班主任和全体学员出席典礼。典礼由文学院副院长张守权主持。 

文学院院长高恒忠首先发言，对各位老师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自 2010 年

起承办“国培计划”培训，今年已是第六个年头，也是历史学专业第一次承办，

此前五年的承办均取得了丰硕成果。随后高恒忠院长对学员教师们提出了 4 点希

望，希望学员教师们：一、高度重视此次的培训任务，此次培训是国家级的培训

项目，选派的都是学校中表现比较突出的老师，授课专家都是各高校以及重点中

学的一线教师，为教师们提供了最好的师资资源，希望老师们珍惜此次机会。二、

希望教师们调整心态，摆正位置、积极投入到学习中去。三、希望老师们在培训

期间相互交流共同进步，共同创新，共同研修课程标准，研修教材，提高自己的

教学技巧。四、希望老师们遵章守纪，协调好家庭单位学习的关系，静心学习，

遵守学习纪律，圆满完成培训计划。文学院副院长周全田教授随后发言，介绍了

去年我院“国培计划”的优异成绩，和今年我院承担的“国培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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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万天胜老师代表国培历史班学员发言，对周口师范学院为学员们提供

的各方面准备表示感谢，并下决心一定要认真学习，圆满完成培训任务。 

 

继续教育学院召开国培学员座谈会 

 

10 月 27 日 18 时，继续教育学院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国培计划（2015）”

学员座谈会，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金素梅、叶艳华，后勤处副处长张保迎、各承

训学院副院长、班主任和各学科学员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叶艳华主持。 

会上，叶艳华首先介绍了我校今年国培工作的整体规划和工作安排，接着，

各位学员轮流发言，对我校的培训情况谈了自己的感受，学员普遍反映我校的培

训课程科学合理、针对性强；食宿安排体贴周到；班级管理宽严相济、充满人性

化，特别提到各位班主任老师，他们工作认真负责、细致入微；最后，金素梅做

总结发言，对学员饱满的学习热情提出表扬，希望学员老师们再接再厉，克服工

学矛盾，真正学有所获，为基础教育事业做出自己更大贡献。 

座谈会于当晚 20 时 30 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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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名家】 

   周口市川汇区教体局局长薛周应邀为国培学员讲学 

 

2015 年 11 月 25 日上午，周口市川汇区教体局局长薛周应邀莅临我校第二学

术报告厅为“国培计划（2015）” 学员作讲座，全体国培学员和部分川汇区教研

员聆听了此次讲座，讲座由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叶艳华主持。 

薛局长以《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教育行动研究》为题，从知

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三个方面入手对教育行动研究进行

重点分析。薛局长首先讲述了河南基础教育现状与当前主要的教学方法的优点与

不足，提出教育行动研究的必要性，然后用教育行动研究案例形象地阐释了教师

实践性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关系，最后演示了教育行动的个案研究过程。 

此次讲座使国培学员对目前中小学的总体现状和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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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王德才教授主讲“国培计划”师德教育专题 

 

11 月 4 日，周口师范学院“国培计划（2015）”——河南省乡村教师访名校

项目初中历史班全体学员聆听了我校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王德才教授“教师师德

师风建设”的专题讲座。 

王教授首先讲述了加强师德的重要性和师德的影响入手，讲述了师德教育在

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学生是单纯的，可塑性强，教师的一言一行，环境

的影响都至关重要；教师的师德直接影响教育教学，影响学生的素质培养，也影

响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做为人类文化的传递者，学生灵魂的塑造者，

班级活动的指导者，学生家长的代理者。老师是学生的朋友、知己、榜样，还要

做到公平、公正，有幽默感等；要树立孩子完整的人生观，只有建立良好的师生

关系才能有效实施素质教育。 

他说：“孩子的心灵是否舒展是教育成败的关键，心灵舒展的孩子必然会欢

乐而轻松地飞。”所以良好的师德是素质教育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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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大学李振宏教授为我校国培历史班学员讲课 

 

    11 月 16 日周一下午，周口师范学院有幸请来了河南大学教授李振宏为周口

师范学院“国培计划（2015）”——乡村教师访名校项目初中历史班的学员们进

行讲座，李振宏教授现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农民

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河南省史学会副会长、河南省传统文化促进会副会长、

河南省孔子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李教授的课不仅使学员教师们在历史教学知

识上有了提高，又对历史的视角有了新的认识。 

李教授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为题给学员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刚健有为、取验务实、和谐中庸、道德至上”是李教授的讲座主旨。刚健有力

是中国文化中积极的入世精神要有一种为国家为世人的责任感，李教授以理论联

系实际，从历史人物着手，讲述有责任感和无责任心的历史人物的差距对比。和

谐中庸的思想来自孔子的中庸思想，和谐是现在中国提出的治国处事的思想，是

孔子的古代思想与现代的治国理念相联合，李教授指出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历史

是一面镜子，看历史、学历史可以从反面人物上反思提醒自己，可以从历史中得

到现实的启示。 

历史有它自身的魅力，讲历史的老师也是有魅力的老师，李教授严谨的治学

思想也值得所有老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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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川汇区高幼敏老师讲公开课：《圆明园的毁灭》 

10 月 23 日，来自周口市川汇区闫庄小学的高幼敏老师在 5 号楼学术报告厅

“国培计划（2015）” ——乡村教师访名校项目小学语文班的学员们带来了一堂

精彩的观摩课——《圆明园的毁灭》。 

 

高老师用真挚的情感将爱与恨，圆明园的美与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引领学

生在“圆明园的毁灭”中进行一次灵魂的洗涤，一次深刻的心灵之旅。高老师的

教学特点：教学设计合理妥当，精心钻研教材，从文本出发，利用教材在整体感

知课文的基础上，紧抓重点。整堂课教学重点突出、难点得到体现，重点难点在

于教师利用情景式教学引导学生在脑海中再现圆明园昔日的景观。在教学中注重

以读为本，充分理解语言文字，引导学生在读中感悟，注重以读为主，以此让学

生对课文有进一步的理解。 

在《圆明园的毁灭》学习后，高老师又将逝去的圆明园与现实美丽的周口师

范学院的校园相联系，赋诗一首，将美好的周口师范学院描述地淋漓尽致，美不

胜收，借此提醒学生们要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以一个美好的话题结束本节课，

让学生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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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 

 

小学语文班参观周口市博物院 

10 月 23 日周五下午，周口师范学院“国培计划（2015）” ——乡村教师访

名校项目小学语文班的学员们在班主任万中亚老师的带领下到周口市博物馆“寻

古论道”。 

 

周口市博物馆位于周口市东新区文昌大道东段，此馆珍藏文物 2000 余件，国

培小学语文班的全体成员跟随馆内讲解员共参观了 6 个部分；从“三皇”伏羲、

女娲、神农感受上古时期的人类始祖的文化遗产，到“大道幽微”老子故里出土

的文物包括铜镜、石器、老子《道德经》等周王朝春秋战国时期的器物；从“三

代华章”到“莽原鸿爪”秦汉以来至元代周口历史的发展轨迹；从“逐波兴埠”

明清时期的经济漕运的发展到现代周口著名书法家王学龄诗文书作展，处处彰显

周口深厚的文化底蕴。 

参观完以后，学员们对整个周口地区文化的发展历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灿烂的古代文明史，体现了周口人的勤劳和聪明才智，通过这次参观增强了学员

们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表达了要为中华民族振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正能量的决心；

游览后学员们在一起畅谈历史，感受周口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在博物馆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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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班走进鹿邑了解老子文化 

 

    11 月 9 日，周口师范学院“国培计划（2015）”——乡村教师访名校项目

初中历史班全体教师与班主任老师以及带队院长来到老子故里鹿邑进行实践教学

活动。 

早上 8:00 由周口师范学院出发，经过近 2 个半小时的车程来到老子故里——

鹿邑，感受老子文化，学习道家精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史教学更是

如此，历史教学和学习不能局限于课本，当从生活中寻求知识，老子故里之行让

老师们深深的感受到这句话的内涵深意。    

在参观了明道宫即老子的道场后，老师们跟随着导游参观了老君台、道德经

石刻、孔子问礼像等等。站在老君台前，抚摸着夯土遗迹，我们感悟的是历史、

吸收的是文化；道德经石刻前，我们惊叹于老子深邃的哲学理论；孔子问礼像下，

我们思考着老子思想中先进的教育思想，深刻的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厚重和传承。 

   下午 1 点半左右，老师们来到位于鹿邑县城东十里的太清宫镇老子的诞生地—

—太清宫。老师们参观了太清宫太极殿，为太极殿中的老子塑像所产生的威严与

真实深深的震撼，在“先天太后”墓碑前，老师们直观了解老子的出生与生平事

迹，他的母亲被尊称为“先天太后” 以表达老子在中华民族人民心中的至高的一

个地位。在于前大殿的中轴线的后方的是圣母殿，供奉的是各个圣母，塑像栩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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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供奉香火不断。老子开创了伟大的道家学说并开坛讲学、造福乡梓，在平

凡之中创造出伟大的功业。 

   教师们对于这次近距离接触老子思想、敬仰老子其人的参观考察的机会，十分

珍惜，对周口地域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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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心得】 

 

       听唐瑞华老师“教师语言艺术”讲座有感国培 

                                        2015 初中数学班学员：张琦 

    唐瑞华老师不愧为国家普通话测试员，亲子教育指导师，国家高级礼仪讲师。

听了她关于《教师语言艺术》的报告我很有触动，一个教师的语言艺术对课堂教

学的效果影响很大。 

在课堂上教师的语言有趣，有魅力，孩子们才能喜欢，进而取得好的教学效

果和更充足的成就感。口才不仅仅反映一个人的语言才能，还反映一个人的素养、

品格和气质，决定人生，事业，生活的成败。教师的口，就是一个源泉，一个发

出知识的源泉；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这是

教育的本质。 

作为教师的我们来说，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怎样更生动更吸引孩子，激发孩

子内在的发动机，把它开启，让他爱上学习，唤醒孩子内心承受的巨人。所以，

作为老师，三分靠内才，七分靠口才，老师的专业知识很重要，但是能不能通过

自己的语言让你的课堂更生动，让孩子们更喜欢，对老师来说尤其重要，所以教

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另一方面，我们要教给孩

子说话的本领。很多老师的课堂都是满堂灌，老师是主体，要把课堂还给孩子，

让孩子有说话的权利，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能够自由的发言，有自己的理想和

观念，有自己展示的平台。一节课不应该完全由老师来控制，所以作为老师来说

要给孩子终身受益的本领，而不只是一味的传授知识。 

作为一名老师要热爱自己的职业，首先要爱孩子，这样你会在教孩子的过程

中找到工作的热情，既然选择就要去爱他，无怨无悔的去付出。一个单位的老板，

首先是一个管理者，但他也是一个演讲者，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比如乔布斯，

马云，只有用自己的嘴巴去影响别人，这是很重要的，你的思想能够装进别人的

思想，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所以，作为教学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老师的语言艺

术很重要。卡耐基说过：一个人的成功，百分之十五来自专业技能，百分之八十

五来自人际沟通。一个人能站在多少人面前讲话，这个人的成就就会有多大，一

个人在学校学到的东西用到百分之十五就很不错了，而百分之八十五来自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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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正的成功者都是演讲者。 

数学老师都是比较严谨的，要想让孩子爱上数学首先让孩子爱上你，用语言

艺术来改变自己，迈出自信的第一步，就是让自己开口说话，增添自己的语言魅

力，做一名自信、阳光的老师，也是一名有爱心的老师。这样，我们的教育才会

更加好，才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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