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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培动态】 

     

河南省教育厅专家组莅临我校考评“国培计划”工作 

 

 

2016 年 1 月 15 日上午 9 点，我校“国培计划（2015）”——河南

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项目绩效考评会议在办公楼四楼会议室召

开，以河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胡德岭为组长的河南省教育厅专家

组一行三人莅临我校开展考评工作。我校副校长毛健民、继续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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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长朱炳灿、副院长金素梅、叶艳华、朱涛、财务处副处长王留强

和各承训学院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由毛健民主持。 

毛健民首先对各位专家组成员的到来表示欢迎，他简要介绍了我

校的办学规模和发展历程，并请胡德岭组长介绍此次“国培计划”项

目绩效考评的精神和要求；随后朱炳灿对我校 2015 年的“国培计划”

工作向专家组做了详细汇报；各承训学院副院长就“国培计划”工作

中的经验与问题和专家组交换了意见；王留强就我校的“国培计划”

项目经费管理和使用情况向专家组做了说明；听取汇报后专家组现场

查看了我校的“国培计划（2015）”项目总结材料。 

最后，胡德岭组长对我校的“国培计划”工作做出肯定，认为我

校的“国培计划”工作：领导重视，管理到位；特色突出，效果明显；

很多经验和建议对今后的“国培计划”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洛阳师范学院“国培计划”项目组一行来我院考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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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下午，洛阳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冯虎成、副院

长何建等一行 6 人来我校调研访问，考察我校国培计划（2015）项目

的实施情况；我校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朱炳灿、副院长金素梅、叶艳华、

朱涛会见了一行并在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 

座谈会上，朱炳灿代表继续教育学院对一行来我校调研访问表示

热烈欢迎。他从我校成人教育办学历史、人才培养质量、人才队伍建

设、“国培计划”等方面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况，并希望两院在今后的

发展过程中深化合作，加强交流，推动双方继续教育事业科学、快速、

健康发展。 

冯虎成介绍了洛阳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的基本概况、办学成果

和未来的发展目标，重点介绍了该校“国培计划（2015）”项目的整体

实施情况。他希望进一步深化两院合作，提升合作水平，在互相学习

中共同提高培训水平。 

随后，两院相关科室就“国培计划”中的送教下向、影子跟岗、

顶岗实习等培训环节互相做了交流探讨。一行还实地考察了我校“国

培计划”培训楼和学员餐厅等设施。 

我校继续教育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王顺丽、招生办公室主任臧书

起、教务科科长朱丽、学员科科长朱传伟、档案室主任郭清参加了座

谈会并进行了对口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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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统计学院领导看望“影子”教师学员 

    201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周口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刘

广军副院长，到周口一中看望参加“影子”教师的“国培”学员。刘

院长与学员们促膝谈心，认真询问大家的学习情况和生活情况，并与

周口一中的领导、老师相互沟通，希望教学实践基地安排好“影子”

教师的学习条件，为“影子”教师创造良好的培训环境。 

刘广军的到来让学员们感到高兴，倍受鼓舞，纷纷表示不辜负学

院领导和老师们的关心，努力学习，不断提高，为我校的“国培计划”

项目增光，为今后的教师培训工作打好基础，为河南基础教育事业做

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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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岗计划”留任教师研修项目中学语文班开始跟岗活动 

 

 

2016 年 1 月 10 日，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与继续教育学院共同欢

送乡村教师访名校“特岗计划”留任教师研修项目中学语文班到教学

实践基地。乡村教师访名校“特岗教师”研修项目中学语文班跟岗实

践活动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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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们将学员送到文昌中学、周口一中、周口四中三个学校，实

践基地单位热情接待，给学员们介绍学校基本情况，并一一分配了指

导老师；来基地之前该班民主选举了学员陈花蕊、林祎、张萌担任各

自小组的组长。 

经过跟岗实践研修，老师们普遍反映受益匪浅，不仅感受到了所

在学校的文化氛围，而且学到了老师们的教学特色。在每节课后学员

们都与指导老师就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讨论交流，并提出自己的问题

与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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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名家】 

我校文学院周全田教授讲中西方文学比较 

 

   1 月 21 日下午，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周全田教授给乡村教

师访名校项目“特岗教师”中学语文班在物理楼 204 做了一场关于中

西方文学比较的讲座。 

   在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不仅有中国作家的作品，西方作家的文章

也是不计其数。因此周教授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两方面讲述了中西

方文化的差异性，以利于学员们今后的中学语文教学。 从思维方式上

看，西方人注重思辩理性、分析实证，剖析整体再加以综合；西方哲

人认为只有思辩性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逻辑思维

和实证分析便成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推动了

西方科学的发展。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归纳推理，演绎推

导，而是基于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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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性加以识别、理解和进行整体判断。老子的“体道”说就是以心

灵体验的方式去把握宇宙的根本之道；把认识的对象作为人类自我意

识外化的伦理情感的整体来体验的，从中寻找对主体伦理、价值规范

的印证。从价值取向看，西方人注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

中国人信奉群体，重社会、重和谐。 

 此次讲座让老师们受益匪浅，使老师们认识到在以后教学过程中

对中西方文章的分析需要有更加理性的视角。 

           广州思源中学廖牡丹老师讲高效备课 

 

1 月 16 日下午，广州思源中学的廖牡丹老师为周口师范学院“国

培计划（2015）教师培训乡村教师访名校项目初中语文班的学员们带

来一场《以学定教，高效备课》为题的讲座。 

首先，廖牡丹老师与学员们展开了热烈的互动，她言传身教，将

分组教学的心得经验，以轻松快乐，通俗易懂的方式与老师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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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在廖牡丹老师的引导下积极参加分组教学课堂活动，都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领略了分组教学的魅力。 

此次讲学，让老师们在分组教学的方式上领悟颇多，为以后的备

课提供了高效而愉悦的方法，解决了备课中的困扰。 廖牡丹老师的教

学成就让老师们明白了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不论职位大小，只要对自

己从事的事业坚持不懈，就能取得成功。 

我校文学院胡进才教授讲说课与微课 

 

1 月 21 日下午，周口师范学院胡进才副教授在物理实验楼 204 教

室为周口师范学院“国培计划（2015）”教师培训团队乡村教师访名校

项目“特岗教师”初中语文班讲学。  

胡教授以《说课与微课》为题，首先讲述了从我校在河南省毕业

生教师技能大赛中所取的成绩，并详细讲解了说课的源起、发展、定

义和说课、微课中所要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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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活动】 

我校举行国培计划学员乒乓球赛 

    2015 年 12 月 6 日下午，经过多天的激烈角逐，由数学与统计学

院特岗计划小学数学班与文学院主干学科初中语文班联合举行的乒乓

球总决赛在周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综合楼一楼落下帷幕。 

 

小学数学班和初中语文班两个班分别赛选拔的 14 人的乒乓球爱

好者参加了总决赛，比赛中各个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直拍、横拍、扣

球、旋转球等技术动作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不时从观众席传出热烈的

喝彩声和掌声，兴奋的“好球”声不断。 

整个比赛组织有序，氛围欢愉而不失紧张，在总决赛过程中参赛

选手始终坚持全力以赴，以最佳的状态去拼搏，充分展现了参赛选手

积极向上、敢于争先、团结协作的良好风貌，也增进了参赛队员之间

的友谊与交流。                           （鲁山县教师进修学校 杜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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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岗教师初中语文班开展班级文化建设活动 

 

    年轻的特岗教师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远大的理想，为工作，为

生活。 年轻的教师们都还在爱美的年纪，喜欢展示自己。经教师们集

体讨论，他们在班级后面做了文化活动墙。 

  班级文化活动墙总共分成五个部分：学员风采、活动剪影、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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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班级管理、学员作品。个人风采与个人作品展示了每个教师的

座右铭与他的才艺。虽然年纪轻轻，但教师们都会写出一手好字。每

次校园外的活动都会留影纪念，这是 20 天以来最好的纪念。 

同学们积极布置班级文化活动墙，踊跃递交自己的个人作品，使

得文化墙成了班级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课间，授课专家们都会参

观班级文化活动墙，对本班开展的班级的文化建设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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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心得】 

2015 周口师范学院国培学习总结 

                                                     焦作温县武德镇中学   林祎 

时光飞逝，转眼间，在周师第一阶段的国培学习就要结束了。喜

悦伴着汗水，成功连着艰辛。周师给我们一线教师提供了一个学习、

交流的平台，我们得以和同行与专家共同交流、探讨、合作、学习。

陈金龙、唐瑞华、杨韬、张德华、王文汉等专家老师的精彩讲座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获益匪浅，提高了自身的专业水平与知识素

养，完善了教学理念。通过这个学习的平台，让我听到了那么多默默

无闻的教育工作者实践探索的脚步声；让我看到了那么多心怀高远的

执著寻梦人，体会到了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具有的博大胸怀与执着无

悔！回顾两个月以来的学习情况，感觉自己从很多方面都得到了提高： 

一、服从管理，认真学习 

在学习期间，我认真履行培训要求，严格要求自己，按时听课学

习，积极主动的做了很多相关的工作，如学习教育理论、做随堂笔记、

听专家课、写教学反思等等。随着课程深入研究，让我重新审视我的

学生和我的育人理念：教师真诚的爱更会影响、感染、爱护每一个学

生，这份爱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力，让干涸的心灵不再缺少雨露，让阴

霾的日子不再缺少阳光。学习期间，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一名现

代的好老师，尤其是当前课改下的好老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二、在学习中提高，在思考中前进。我悉心倾听了专家们的每一

场精彩的讲座，被专家们独到的教育理论所吸引。“书到用时方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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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精髓，自己的思想真可谓是豁然开朗，许

多困扰了自己很长时间的教育教学问题也迎刃而解。以前常常以为自

己在课堂教学时把课上完就行了，从未认真去深思过什么才是好课，

学生在这堂课中究竟学到些什么。通过这次学习，我的感触非常大，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以后的语文教学中，我一定

要多思考“为什么教?教什么？怎样教？”的问题，充分落实语用，注

重“一课一得”，使自己的语文教学工作更加完美。 

三、在“跟岗”中进步，在“实践”中成长。本次培训，教师跟

岗实践活动特别好，我们实践活动中积极听课、学习 ，研讨教学，并

及时反思学习情况，在反思中提升，在总结中提高。通过学习和交流，

我认识到未来教育需要科研型的教师，而不再是“教书匠”。教师要想

从“教书匠”转为科研型教师，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给自己不

断充电，消除职业倦怠。我们必须不停地学习，在学习中不断地总结，

不断地反思，从而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四、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在活动中成长。本次国培老师安排了丰

富的活动，我也积极参与，三笔字比赛、说课比赛等活动的参与，均

获得奖项，更重要的是在活动中得到了成长，对教学这个事业更加热

爱了，对讲台更有热情了。今后，我将带着收获、带着感悟、带着信

念、带着满腔热情，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让自己的专业成长更快。 

总之，这段时间的国培学习，对我既有观念上的洗礼，也有理论

上的提高；既有知识上的积淀，也有教学技艺的增长，这是收获丰厚

的两个月，也是促进我教学上不断成长的两个月！我也深深体会到教

学不仅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同时又是一门高超的艺术，需要我们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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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研究，不断地去反思，不断地去提高。所以在即将离别时刻，我会

将所学知识进行梳理、打包，回到校后，再慢慢的咀嚼、消化，进而

将这些“高营养”的知识“大餐”内化为我学习的动力，教学的资本，

惟有如此，我们才会在教师专业化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快，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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