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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培动态】 

 

文学院召开乡村教师访名校项目初中语文班开班班会 

 

  

12 月 18 日，由我校文学院承办的教育部、财政部“国培计划

（2015）”——乡村教师访名校项目初中语文班开班班会在物理实验楼

204 教室举行；班会由胡进才老师主持。 

胡老师首先对各位老师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胡老师为刚到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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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介绍了周口师范学院以及文学院的基本情况，并和学员们进行了

亲切的交流。在胡老师的主持下，学员们分别进行了自我介绍，认识

了彼此，增进了感情；很快投入到这次国培学习中去。胡老师还向学

员们提出几点要求和建议；同时表示学校为学员们提供学习、生活，

各个方面的便利条件，希望学员们珍惜本次机会，学到真知识。学员

教师代表刘莉老师，代表全班培训教师对周口师范学院为学员们提供

的各方面准备而感谢，并且下决心一定要认真学习，圆满完成培训任

务。 

最后胡老师总结发言，希望教师同志们珍惜机会，潜心研习，取

得培训时效。 

特岗计划教师培训项目小学数学班开展跟岗实践研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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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24 日-2016年 1月 7 日，我校“国培计划（2015）”

——河南省特岗计划（服务期满留任）教师培训项目小学数学全班学

员在结束了五天的集中培训之后分为五组到七一路一小，七一路二小，

实验小学，六一路小学及八一路二小参加跟岗实践研修活动。在实践

基地，学员老师们跟着学校老师，听课、评课、讲课、写教案并参与

班级管理。在实践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也感受到了实践学

校的教师素养及学生的学习热情。 

    河南省特岗计划（服务期满留任）教师培训项目采用集中面授和

网络跟踪的方式进行，培训时间为二十天，其中跟岗实践研修十五天。

为给学员提供优质的跟岗研修学校，继续教育学院前期与我市川汇区

教育局联系，安排各承训学院制定详细的研修计划，以期取得良好的

培训效果。 

数学与统计学院召开特岗计划小学数学班工作总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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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 6 日晚上 7 点，数学与统计学院召开了“国培计划

（2015）”——河南省特岗计划（留任教师）培训项目小学数学班班级

工作总结会，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叶艳华、数学与统计学院书记吴景

珠、副院长刘广军、赵廷芳和参加特岗计划留任教师培训的全体学员

参加会议。 

会上学员王巍、丁谦及周克道回顾了过去二十天培训的点滴和收

获，对我校的培训课程和班主任工作表示满意，对我校的精心安排表

示感谢，班主任薛春善老师对本次集中培训做了总结，对后期的网络

研修做出要求，鼓励学员们再接再厉，圆满完成此次培训任务，在自

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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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名家】 

我校文学院高恒忠教授讲老子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12 月 21 日上午，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高恒忠教授为“国培

计划（2015）”——乡村教师访名校项目初中语文班全体学员做讲座，

讲座的主题是老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老子的教育思想对教师与学生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高教授的

讲座使教师们认识到作为教师，必须给自己定好位，走“学习——反

思——研究——实践”相结合的专业发展之路；把老子的教育思想与

现代教育方式相结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静下心来采他山之玉，纳

百家之长，慢慢地走，慢慢地教。在师生关系方面，高教授认为良好

的师生关系是要靠教师用心经营的，一方面要以“诚”待人，对学生

要公平、平等、不高高在上，要充满爱心，要懂得原谅，要学会用发

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尽量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另一方面要有威严、言

出必行，做学生的表率，多表扬、少批评，不求学生人人成才，但求

学生人人发展。 

高教授的讲座使学员们了解了老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对师德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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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耿红卫教授讲有效教学的实施策略 

  

     12 月 23 日上午，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耿红卫教授为周口师范学

院“国培计划（2015）”——乡村教师访名校项目初中语文班做了题为

《有效教学的实施策略》的讲座，耿教授的讲座使学员们受益匪浅。 

    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一直是困扰广大基层语文课教师的主要问

题。本来是一门充满趣味性的学科，但多年来在应试教育背景下，语

文课堂大多沦为划划背背的学科，变得枯燥乏味。究其原因，除了应

试教育的铁门槛，叶有教师讲课方法的原因、多数老师忽略了语文课

堂教学的艺术性，把语文单纯的看做一个考试的科目，要求学生对知

识点反复记忆、死记硬背，这样的教学方法，其效果可想而知。耿教

授认为语文教学要用心准备，在重点、难点中找到学生们感兴趣的切

入点，让文学知识贴近生活，让语文学习成为学生们自发的爱好和兴

趣，让语文课堂活起来。 

   学员们纷纷表示眼界豁然开朗，好像是茫茫大海之上看到了一抹地

平线，为自己今后的课堂教学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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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高中张光明老师讲如何做一名幸福的语文教师 

 

12 月 22 日上午，来自项城高中的张光明老师在周口师范学院物

理实验楼 204 教室为周口师范学院“国培计划（2015）”——乡村教师

访名校项目初中语文班的全体教师带来了一场名为《做一名幸福的语

文教师》的讲座，教师们感觉受益匪浅。 

张老师的讲座语言凝练、出口成章，古先贤的名言佳句信手拈来，

浑然天成。这些都让老师们深切的体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

的修养、能力必然离不开严格的自我管理和不断的自我成长。增加自

己的幸福感，授课教师的提醒和劝勉，会使培训教师们在今后的生命

里，严于律己、不断学习，成为一名与时俱进具有强烈幸福感的人民

教师。 

张老师是鹿邑县教师进修学校的高级讲师，常年从事一线教学和

管理工作，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高中语文教师、班主任；由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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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员们如何做一名幸福的语文教师，对老师自身的成长具有很强的

指导意义。   

漯河市实验小学杨韬老师讲怎样做幸福的班主任 

 

    12 月 19 日上午，在学员的热切期待下，国培计划（2015）特岗

计划小学数学班迎来了漯河市实验小学杨韬老师，她给大家带来了一

场题为《做幸福的班主任》的精彩讲座。杨老师主要从班主任的压力

来自哪里、给班主任的几点建议、班主任方略、如何练就班主任神功

等方面做了阐述。还给各位学员了教师的十二条修炼 

教师的十二条修炼 

修炼自己的声音,让它引人入胜. 

修炼自己的语言,让它妙趣横生. 

修炼自己的眼睛,让它传神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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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自己的表情,让它神采飞扬. 

修炼自己的行为,让它规范专业. 

修炼自己的思维,让它有如泉涌. 

修炼自己的脾气,让它逗人喜爱. 

修炼自己的个性,让它鲜明唯美. 

修炼自己的心灵,让它平和美丽. 

修炼自己的气质,让它超凡脱俗. 

修炼自己的灵魂,让它崇高圣洁. 

修炼自己的人生,让它阳光幸福. 

杨老师的精彩讲座让学员们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教书

育人是一件责任重大的事情。要想做好教育这件事就一定要下定决心、

努力奋斗；教师的工作是神圣的，也是艰苦的，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

和情感。热爱学生，致力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树立

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爱”为核心，无论是优秀学生，还是后

进生，都细心关爱，倍加呵护，从欣赏开始，从称赞入手，欣赏、称

赞学生的每一个细微处，激发他们高尚的动机，使学生对知识充满热

忱，不断求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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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 

 特岗计划留任教师小学数学班到商水县杜店小学交流观摩 

    

本次“国培计划（2015）”——乡村教师访名校特岗计划留任教师

项目小学数学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其中 1 月 4 日赴舒

庄乡杜店小学的考察交流在学员王巍的积极组织下圆满结束，学员普

遍反映不虚此行，很有收获。 

上午，在杜店小学特岗留任教师培训项目的学员们分别听了小学

四年级、五年级的数学课。并在课后进行了评课活动，与授课老师进

行了交流，学员们对本次授课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杜店小学的老

师则对课程的设计和实施效果做了说明，此次交流大大提高了学员们

的教育教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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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国培计划——特岗计划留任教师小学数学班的学员与杜店

小学的师生进行了联谊演出，演出节目丰富多彩、掌声、欢笑省不绝

于耳，气氛十分热烈，不知不觉中国培班的学员们和杜店小学的师生

们关系更近了；一张张老师和孩子们的笑脸诠释着“国培计划”项目

的另一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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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访名校项目初中语文班赴鹿邑实践教学 

  

1 月 1 日，元旦佳节，周口师范学院“国培计划（2015）”——乡

村教师访名校项目初中语文班全体教师与班主任老师来到老子故里—

—鹿邑，进行了异地实践教学活动。 

途中，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才艺和大家共享,或唱歌或朗诵,一路

欢声笑语来到老子故里——鹿邑，感受老子文化，学习道家精神。“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语文教学更是如此，语文学和学习不能局限于课

本，当从生活中寻求知识，老师们参观了老子故里更能深深感受到这

句话的内涵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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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们首先来到鹿邑县教师进修学校聆听周西华校长给学员们做

的《老子与道家文化》讲座。老子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代表，

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文化。老子文化的理念很科学、很现代、很

先进。它蕴含的真理性不会随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发展

有所减弱或改变，而是历久而弥新，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 

    经过周西华校长对我们三个小时的愉快讨论与交流。 更加深刻的

体会到了这一经久不灭的道家文化。更加切身的体会到了于国学，于

老子思想的深刻意思。值得我们在以后的教育教学生活中得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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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子的文化的理解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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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心得】 

写在尾声 

                     ——特岗计划项目小学数学班 

不知不觉已临近“国培”学习的尾声,回想这段时间的学习,越聆

听越觉得专家讲的精彩,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不足。非常感谢周口师范

学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来自四面八方的我们能相聚一堂，

相互交流，共同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让我们有机会继续充实

和完善自己，使我们每个老师都有机会去感知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动向，

进而有机会改进和更新我们的教育教学方法，丰富我们的教学经验以

提高教学质量。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参与者。 

教师参与学生学习活动的主要是：观察、感知、参与、倾听、交

流。教师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调控教学方向，照顾差异，发现“火

花”。师与生之间的交流，有认知的交流，有情感的交流，通过语言进

行交流，通过表情、动作来实现交流。总而言之,学到的东西很多，要

想表达的很多，“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在今后的日子

里，我们将不断地学习理论知识，用理论指导数学教学实践，研究和

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做一个专家型、学者

型的教师，使自己具有所教学知识方面的前瞻性。这样，才能培养出

新时期“发现型、发明型、创造型、创新型”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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