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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笈一
突显尊重差异和分层培养 ，

促进教师人人进步

“有人说学校办得好与坏关键是生
源， 生源的优劣决定学校的质量， 我不
敢苟同。”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许长
华认为 ， 办好一所学校的关键是教师 ，
一群好教师， 可以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
学生； 反之， 一个差教师， 就会影响一
批又一批学生的发展。

“教育成败， 系于教师。” 关于此论
断， 许长华校长不止一次讲过这样一个
故事： 卡尔·威特坚信爱尔维修这样一句
话， “即使是最普通的孩子， 只要教育
得法， 也会成为不平凡的人。” 结果， 他
把自己的儿子小卡尔·威特 ， 一个早产
儿， 反应迟钝， 显得极为痴呆， 别人认
为不可能成才的孩子， 培养成了一个成
就卓异的法学家和研究但丁的权威。

许长华校长始终认为 ， 作为校长 ，
心里要有教师这根弦， 要时刻想到的是
如何帮助每一位教师都得到发展， 如何
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团队。 只有打造高
素质的教师队伍， 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
人才。

“以师为本”， 这渐渐成为晋江市第
二实验小学的办学核心与灵魂， 也是该
校能跻身名校的 “秘密武器”。

怎样才能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团队
呢？ 许长华校长认为， 第一， 教师发展
的内因与外因必须和谐共生。 内因是教
师自己必须勤奋好学， 敬业进取， 有所
作为， 外因是学校要为教师创造学习提
升机会， 搭建锻炼发展平台。 第二， 必
须承认与尊重教师的个体差异。 教师的
工作经验、 知识基础、 敬业精神等存在
一定的差异， 因而对教师的素质要求不
能搞 “一刀切”， 而要根据教师的差异实
行分层培养。 第三， 构建科学的校本教
研制度体系。 学校必须依据课改理念建
设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制度， 为教师的学
习、 培训、 教学、 教研等提供保障， 为
教师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许贻亮曾是一名农村教师 ， 从1996
年毕业到2007年的11年里， 默默奉献而
未能闻名。 但自竞聘进入晋江市第二实
验小学任教后， 短短几年， 他的课堂教
学水平就取得了大跨越， 从县级一等奖、
市级一等奖、 省级一等奖直到全国一等
奖， 甚至应邀到多个省份参加了多场次
的教学研讨交流， 获评 “福建省小学数
学学科教学带头人”， 评上了小学中学高
级教师， 还担任了学校教导处主任。

对此 ， 不少农村校教师感慨地说 ：
“许贻亮老师很努力， 进步很快， 名声很
响。” 而许贻亮老师则说： “关键是学校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的锻炼机会多。
比如， 我进校一年里开设的各级公开课、
教学比武， 比过去任教多年的总和还要
多。”

类似的事例， 在晋江市第二实验小
学并不鲜见。 而这， 缘于学校绝不抛弃、
不放弃任何一名教师， 承认并尊重教师
个体差异， 再根据教师的差异进行分层
培养。 学校提出了 “以人为本， 面向全
体 ， 分层培养 ， 扬峰填谷 ， 整体推进 ，
共同提高” 的工作方针， 将教师的发展
状态分为多种类型： 新教师 “转轨入门
期”； 青年教师 “成长期”、 “成熟期”；
高级教师、 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 “高

原期”、 “懈怠期”、 “辐射期” 等。
比如， 大学刚毕业竞聘考入该校的

青年教师， 学校要求一年内掌握教学基
本功， 平稳度过新教师 “转轨入门期”。
具体做法是： 第一学年， 学校安排一位
同年段骨干教师对其跟踪指导， 新教师
至少要经过 “诊断 课 ” 、 “汇报课 ” 、
“公开课 ”、 “常态课 ” 等4次 “磨课 ”；
每次 “磨课”， 均由骨干老师指导， 年段
老师、 学科老师、 行政老师听课， 共同
为其健康成长出谋献策。

“新教师把这4次 ‘磨课’ 上好， 教
学基本功也就磨砺扎实了。” 许长华校长
说。

学校还组织成立 “年轻教师成长俱
乐部”， 将教龄五年以内的教师纳入培养
对象， 并不断更新成员， 实现 “无盲区
覆盖” 教师培养； 组织发展 “中青年教
师发展规划部”， 开展 “教·研·写” 一体
化系列培训， 引导中青年教师走内涵发
展之路 ； 还以 “名师工作室 ” 为核心 ，
构建 “学科名师发展共同体”， 鼓励名教
师从教学问题中提炼研究专题， 形成研
究共同体， 在研究的过程中提高教学领
导力， 注重推广研究成果， 示范、 引领
教师由 “教学型 ” 教师向 “研究型 ”
教师转变， 推进课程改革深入开展。

与之配套的是，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
学依据本校实际建立了一套校本教研制
度体系 ， 如 《校本教研组织机构与职
责》、 《校本教研工作制度》、 《教育科
研奖励制度 》、 《绩效工资分配方案 》、
《名师培养工程》 等。 学校还建立了以校
长室为龙头引领带动， 教导处和教科室
为组织、 指导与协调， 学科组为研究共
同体， 年段教研组为学习共同体， 教师
个人为实践者的教学教研网络， 并构建
了 “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 、 学科名
师———骨干教师 、 教坛新秀———准教学
骨干” 的名师梯队培养体系。

秘笈二
突显 “五个论坛 ” 和 “十种课

堂”， 促进教师专业提升

“在晋江二实小， 我的心智渐渐成
熟， 而且自身生命价值得到体现。 特别
是到外校支教， 有一种当 ‘名师’ 的自
豪感， 这种被需要、 被认可的感觉， 十
分幸福。”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数学教师
蔡彬彬说。

然而， 10年前考入晋江市第二实验
小学时， 蔡彬彬老师对自己的定位却是
“简简单单教书， 把自己的孩子教好”。

一些教师曾经也是这种 “初衷”， 但
这在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 “根本行不
通”。

蔡彬彬老师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
刚进入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时， 她被安
排教小学一年级， 有一位来自部队的学
生家长每天都来学校听语文、 数学老师
的课， 听了就评课， 自己当时觉得好笑，
毕竟 “外行听评内行的课 ” 十分少见 。
连续听了两三个星期 ， 该家长评价说
“二小的老师素质真不错”。

“对于我来说， 这个评价是任何物
质与荣誉都无法比拟的 。” 蔡彬彬老师
说 ， 这件事让她明白三尺讲台的神圣 ，
更懂得要把学生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 。
在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 类似的真实故
事， 几乎每位老师都 “遭遇” 和 “体味”
过。

事实上， 不少人羡慕在晋江市第二
实验小学任教的老师们，认为他们个个专
业发展迅速，人人有机会成长为名师。 晋
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则感叹，“想不进步都
难”、“每天都在进步”。 据了解，蔡彬彬老
师在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任教期间多次
参加县级、市级、省级赛课获得一等奖，还
作为本省仅有的代表在2014年第十三届
全国新世纪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系列研
讨会上作课，并获得一等奖。

原因何在 ？ 这是因为———晋江市第
二实验小学注重提升 “实践平台” 层次，
让教师在三尺讲台上练本领， 而且有着
“有形” 和 “无形” 两支神奇的力量！

这支 “有形 ” 的力量是看得见的 ，
主要指 “五个论坛” 和 “十种课堂”。

“五 个论坛 ” ， 即 “师 德 论 坛 ” 、
“教育智慧大家谈”、 “读书论坛”、 “人
文论坛 ” “骨干教师论坛 ” 。 据介绍 ，
“五个论坛” 每周举行一次活动， 每一位
老师不分年龄、 学科， 人人都有机会上
台 “谈经说法”， 讲述自己的教育案例、
教育故事、 读书心得、 学习体会， 谈实
践、 谈体验， 谈感悟， 里面蕴含着不少
人生哲理、 育人经验、 教育智慧， 与大
家共同分享， 互相借鉴学习， 给人以启
迪。 “五个论坛” 既为每个老师提供丰
富的学习资源， 又为教师锻炼自己、 提
升自我价值创造机会， 同时可以鞭策和
激励全体老师积极进取精益求精。

“十种课堂”， 即一是 “行政随机调
研课”， 指学校行政、 教师可随时听任何
一名教师的常态课， 使教师重视日常课
堂教学活动， 也为行政及时掌握课堂教
学情况提供平台 ； 二是新教师 “汇报
课”， 凡新竞聘进入学校工作的教师， 须
在第一学期的上半学期面向全体教师上
一堂课， 为 “分层培养” 提供依据； 三
是青年教师 “成长课”， 指每位青年教师
每学期都要面向全校教师上一堂观摩课，
课后由其指导老师和听课老师一起 “把
脉” 点拨； 四是青年教师 “创优课”， 指
每两年举行一次青年教师业务技能素质
比赛， 所有青年教师都必须参加现场写
作和课堂教学比赛， 激励青年教师求真
务实、 改革创新、 精益求精； 五是青年
教师 “问题诊断课”， 指每学期根据不同
年段不同学科的 “疑难问题”， 多位教师
上课， 同学科教师听课后研讨， 力求集
思广益解决实际问题 ； 六是青年教师
“同伴合作课”， 指同年段同学科教师进
行同课异构， 一起听课研讨， 取长补短，
提高教学效果 ； 七是高级教师 “展示
课”， 指每三年举办一次高级教师课堂教
学展示， 人人必须参加， 消除 “船到码
头车到站” 的思想， 促使他们保持 “传
帮带” 的作用； 八是骨干教师 “风格展
示课”， 指每两年每位骨干教师都要上一
堂示范课， 为骨干教师提供展示自我的
平台， 激活骨干教师的上进心， 不断提
升教学水平； 九是骨干教师 “观摩研讨
课”， 每学年至少举行一次开放周， 与兄
弟学校开展观摩研讨活动， 带动和辐射
区域义务教育的发展； 十是 “名师示范
课”， 校内外名师开设示范课、 讲座等，
分享名师的教育思想、 教育理念、 教育
智慧、 教育方法、 教育精神。

该校不少教师表示， 这 “十种课堂”
涵盖了青、 中、 老等不同年龄段的教师，
青年教师经历过这 “十种课堂”， 其课堂
教学能力自然达到 “功力深厚 ” 境界 ，
外出参加教学比武频频获奖便是理所当

然的事儿了。
“五坛十课” 形成一个 “活水养鱼、

蓄水养鱼” 教师培训机制， 青年教师在
这里留下初生牛犊的稚气， 中年教师在
这里留下突茧破巢的足迹， 名师在这里
留下化蛹成蝶的印记。 “五坛十课” 打
造了一支业务技能精湛、 团结奋斗的二
小教师精英团队， 铸就了晋江二小高素
质师资队伍。

另一支 “无形” 的力量是看不见的，
它主要是指团队合作、 同事支持等。

1998年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黄玲玲
老师， 已是福建省优秀教师、 晋江市首
届 “十佳我最喜爱的教师” 之一， 在泉
州市语文创新大赛、 晋江市语文素养大
赛等教学比武中摘冠。 她说： “这些荣
誉都不是我个人的， 而是在团队支持下
获得， 是学校这个大集体赋予我的。”

黄玲玲老师说， 几乎所有老师参加
各级教学比赛， 背后都有着一个优秀的
团队支撑， 每个人贡献自己的智慧与经
验， 使参赛教师能以赛促练， 迅速提升
教育教学水平。

“比赛前的一个拥抱， 一个问候短
信， 总让我们感动浑身充满力量， 而且
信心满满。” 林明雅老师说， 同事间的付
出与支持、 鼓励与赞许， 已成为学校的
一种文化， 一种力量。

秘笈三
突显搭建平台和多元培训， 促进

教师快乐任教

“在专业成长上， 我挺幸运的 ， 而
且越努力越幸运 ！” “这个学期有点疯
狂， 这些日子今后想起来都会被自己感
动。” “同事们的欣赏、 鼓励， 化作了我
前行的力量， 激励我继续前行。” ……晋
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 语文
老师林明雅在谈及自身的专业成长时说。
林明雅老师多次参加县、 市教学比赛荣
获一等奖之冠， 最近参加泉州市 “习作
教学” 比赛获冠军， 并将代表泉州参加
省级比赛。

“越努力越幸运”， 道出了该校教师
们的心声， 也揭示了教师入该校后 “脱
胎换骨” 的奥秘。

在教师专业成长的道路上 ， 该校始
终突显搭建各类平台 ， 开展多元培训 ，
校内外学习与培训不断线， 让教师轻松
充电快乐任教。 该校对教师学历进修的
态度可谓旗帜鲜明 ， 即积极鼓励支持 ，
且把教师的学历进修纳入职称晋升考核
内容。 目前， 学校教师学历大多数是本
科， 也有研究生学历。

“重视多元培训 ， 创造学习机会 ”
是该校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又一法宝 。
“课改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理论培训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认识问题、 观念问
题， 只有观念转变， 实践才有方向， 导
向正确才能达到目标， 因此培训是课改
以来教师专业发展的第一要务。” 许长华
校长说。

为此， 该校举办了课改管理者培训、
通识培训、 学科培训、 班主任培训、 骨
干教师培训、 学科带头人培训等一系列
校内培训与交流 ， 兼顾各类教师群体 ，
且还不时邀请国家、 省级专家到校讲学。
同时， 学校还倡导教师们积极向所帮扶
协作的学校 “传经送宝”， 以把所学理念
与知识内化成自己的知识， 进而在教学
实践中运用。

各类培训点燃了教师们的教学热情， 像
催化剂般给教师们的专业成长提速。 有一位
教师说， 某年暑假， 有一个全国性的教学研
讨活动在江苏徐州举行， 她特别想参加， 但
又担心外校教师议论 “借机旅游”， 便自费
报名参加了。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十分重视创设交流
机会， 采取 “走出去” 与 “请进来” 相结合
的形式， 加强与兄弟学校交流学习。一方面，
学校经常性地派教师参加各级教研部门及兄
弟学校举办的教育教学研讨活动， 回校后组
织研讨“他山之石”；学校语文、数学、思品学
科的老师还多次带课莅临苏州工业园区第二
实验小学开展教学观摩研讨活动， 为教师的
学习和锻炼创造机会拓展平台，反响甚好。另
一方面， 学校主动承办各级各类教育教学观
摩研讨活动，让教师们在校内就可分享专家、
名师、优秀教师的教学风格、 教育智慧。

近几年来，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派出教
师参加各级教育教学研讨活动省级及以上就
达600多人次； 学校承办省级教育教学研讨
活动5场次， 泉州市、 晋江市级教育教学研
讨活动20多场次。

“在教师培训方面， 要舍得投入， 舍得
花钱。 而且， 这个钱绝对是花在刀刃上了。”
许长华校长说， 关于教师外出培训， 学校始
终坚持这样一个原则： 凡是在周末举办的省
级及以上培训， 不受名额限制， 教师只要报
名就可参加； 而平日里的培训， 在保证正常
教学的情况下， 没课的教师都可以参加。

舍得投入， 还须有 “超前意识”。 早于
2001年， 学校就建成了校园网络， 添置电子
备课室、 电子阅览室， 每个教研组配置电
脑； 2005年， 学校就班班配备多媒体设备，
实现55个普通教室班班可采用多媒体教学。
十多年来， 学校校园网站上开设的课改心
得、 师德论坛、 博客教研沙龙、 班级博客等
专栏， 成为教师学习交流、 拓展学习空间的
重要阵地之一。

此外，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举办多年的
“读书论坛”， 也给学校的学习文化氛围起到
了 “添砖加瓦” 的功效。 多年来， 该校坚持
每周由一位老师向大家推荐一本书， 介绍内
容包括书的作者、 书名、 背景、 内容、 思想
精髓以及读书心得等。

“我们倡导的读书活动， 不是单纯地读
教育专业书刊， 而是要求博览群书， 尤其是
古今中外名著， 以开拓教师的知识面， 丰富
人生阅历， 吸取精华、 提升素养、 不断完善
自我。” 许长华校长说。

正是由于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树立并践
行了 “办好一所学校的关键是教师” 办学理
念， 在师资培养上有真招、 下功夫 、 见水
平， 教师不仅站稳了三尺讲台， 而且付出的
汗水化作了累累硕果。 据统计， 仅近几年，
该校教师在省、 市级交流的公开课 （含参赛
课、 观摩课、 示范课等） 有186节， 其中有
56节获一等奖 （省级以上23节）； 教师在省、
市、 县级做专题讲座的有149场次。

在旁人看来， 这些获奖数字是抽象的；
但在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的教师们眼里， 每
一个数字背后都有着一个精彩的故事， 都记
录着教师在三尺讲台上的飞跃与欢歌。

这飞跃， 这欢歌， 是享受， 是幸福———
浸润于教书育人过程的幸福！

（超 凡）
（阅读延伸： 本报于2014年9月24日第8

版刊载了 《学得轻松 玩得愉快 后劲十
足———福建省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基于 “四
类一体 ” 课程的素质教育实践 》， 敬请关
注。）

三尺讲台上的飞跃与欢歌
———探寻福建省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师资队伍建设秘笈

有这样一所学校， 她办学仅21
年， 就已先后荣获 “少先队全国红
旗大队 ” 、 “全国青少年艺术园
地”、 “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
学校”、 “福建省示范小学”、 “福
建省文明学校”、 “福建省德育工
作先进学校” 等60多项荣誉称号；

有这样一所学校， 她始终坚持
不落下一个教师的发展， 坚持 “分
层培养、 扬峰填谷、 整体推进、 共
同发展” 的师资培养策略， 让每一
位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有了质的飞
跃， 进而铸就了一支 “崇德求真、
自强致远” 的优秀教师团队。

这所学校就是———福建省晋江
市第二实验小学！ 目前， 该校拥有
特级教师2人、 省学科带头人5人、
小学中学高级教师8人、 泉州市学
科带头人8人、 省市级骨干教师45
人。

这所学校真值得令人点赞啊！
因为该校不仅承接了晋江市教育部
门、 镇 （街） 教育部门委托的众多
结对帮扶任务， 而且还接纳了三明
市尤溪县、 宁德市寿宁县等地慕名
而来的教师到校跟岗学习、 挂职锻
炼！ 至于平日的教学公开课， 常常
人满为患， 有的外校教师不得不趴
在走廊窗户上旁听！

优质资源辐射又何止这些！ 该
校还与晋江陈埭龙林中心小学、 磁
灶大埔中心小学等十六所学校结为
帮扶协作研讨的研究共同体 ， 即
“区域性协作联研发展共同体”！ 学
校还曾多次应邀赴苏州工业园区第
二实验小学， 跨省开展联研活动！
2013年秋季， 晋江市为了整合优质
教育资源， 拓展和发挥优质教育的
作用，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
育的需求， 学校率先试行名校办分
校组建教育集团， 接管了原晓聪中
心小学为第二校区。 这是晋江创新
教育办学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学
校坚持 “师资统筹、 资源共享、 统
一管理、 捆绑评价、 提升质量、 共
同发展” 的工作目标， 坚持 “平稳
接管、 求同存异、 科学运作、 和谐
共生、 提高效率” 的工作方针， 经
过一年的努力 ， 两个校区成功对
接， 各个领域已融为一体， 教育成
效明显， 社会各界高度点赞。

熟悉的人皆知， 晋江只是泉州
所辖的一个县级市 ， 民营经济活
跃， 外来人口众多。 那么， 这样一
所区位优势并不明显的年轻学校，
为何能迅速发展成为一所益于学生
成长、 备受家长青睐的名校？ 又为
何能培养出了一支精于教书、 善于
育人的师资队伍？ 近日， 笔者走进
了该校， 仔细探寻福建省晋江市第
二实验小学师资队伍建设 “秘笈”
———“三突显， 三促进”。

联系人： 李老师 许老师 联系电话： 010—82296888 手机： 15662708057 15253160956 邮箱： mingjiarwjy@163.com

“第六届名家人文教育高端论坛暨名师课堂研讨会（中学）”通知
人文教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本根，也是世界人类

谋求幸福人生希望之所寄，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对人文教育进行探讨与研究，中国教育报刊社宣传策
划中心兹定于2014年10月24日—27日在青岛市举办
“第六届名家人文教育高端论坛暨名师课堂研讨会
（中学）”。 会议特邀在人文教育方面卓有建树的教育
名家开坛讲学、全国知名教学名师执教现场公开课。

参会对象：
校长、教师、教研科研人员及教育行政管理人员
会议时间：
2014年10月24日—27日
会议报到地点：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 （富春江路

1356号）
会议日程：
10月23日 全天代表报到
10月24日上午：
名师课堂 余映潮：著名特级教师。 全国中语会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语会名师教研中心主任。
国家教育部门“国培计划”首批培训专家之一。

讲课题目《赫耳墨斯与雕像者》、《记承天寺夜游》

名家讲学 陶继新：山东教育社编审，《创新教育》
执行主编，中国孔子基金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副会长。

报告题目《<学记>解读》
10月24日下午：
名家讲学 崔小英：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岔河

镇中学教师，河北省优秀班主任。 报告题目《农村中
学积极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名师课堂 周珍芝： 山东省即墨市第二十八中
学语文教学名师，青岛市名师开放课堂成员。

讲课题目《夏天也是好天气》
名师课堂 孙鸿飞：哈尔滨市风华中学教师，黑龙

江省“优秀教师”、全国优质课评比活动一等奖获得者。
讲课题目《心中的鹰》
名家讲学 王立华 ：《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 》

2006年读书人物、山东省2006年度教育创新人物。
报告题目《教师个人教育哲学的形成》
10月25日上午：
名家讲学 李素香： 全国优秀教师、 齐鲁名校

长、全国卓越校长、北京大学素质教育实践课题组特
聘专家。

报告题目《整合：为了学生完美的发展》

名师课堂 刘金玉： 洋思中学副校长， 特级教
师，正高级教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特聘中小学校长
培训班答疑专家。

讲课题目《窗》
王君：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师、著名特级教师、

全国中语优秀教师，全国中语教改新星，北京师范大
学等全国几十所师范大学特聘“国培”专家教师。

讲课题目《安塞腰鼓》
10月25日下午：
名家讲学 信金焕： 河北省衡水中学教科处主

任，特级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河北省第五届十大
女杰，河北省语文学科名师。

报告题目《教育情怀与生命成长》
名师课堂 苗凤珍： 山东省临沂第二十中学语

文教师，临沂市教学能手，山东省优质课比赛一等奖
获得者。

讲课题目《紫藤萝瀑布》
名家讲学 程翔：北京市101中学副校长，著名特

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国家教育部门“国培计划”专家
库首批专家、国家教育部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
员会委员。

报告题目《做有灵魂的教育》
10月25日晚上：
名家讲学 老咪：伦敦大学人类学硕士，西安交

通大学在读美学博士，8岁出版第一本诗集，20岁之前
则出版4本著作，被人称为世之罕见奇才。

报告题目《古代文明中的生活美学》
10月26日上午：
名师课堂 王开东：中国深度语文践行者，江苏

省首届基础教育成果一等奖获得者， 江苏省新课程
改革先进个人，《教师博览》首批签约作家。

讲课题目《活了100万次的猫》
名家讲学 成知辛：福建教育出版社教育理论编辑

室主任，编审，对中学语文有独特的研究与颇高的造诣。
报告题目《文本阐释的拓展与深化》
名家讲学 程红兵：教育学博士，特级教师，特

级校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全国优秀教
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国家教育部门中学校长培训
中心兼职教授。

报告题目《创建有文化含量的智慧课堂》
10月26日下午：
名家讲学 祝安顺： 中华书局经典文化推广中

心主任，“中华诵·经典教育论坛”组委会主任，参与
《于丹<论语>心得》、《于丹<论语>感悟》等图书的策
划和营销活动等。

报告题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经典案
例与课堂教学实践》

名师课堂 韩军：著名特级教师，新语文教育代
表人，全国教育系统劳模，曾宪梓教育基金全国一等
奖获得者。 省级骨干教师和教学能手冠军，省级拔尖
人才。

讲课题目《老王》
10月26日晚上：
人文论坛 论坛主持：黄传新 《创新教育》编

辑部主任
10月27日上午：
名家讲学 魏书生：著名教育家，全国特级教师，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十佳师德标兵，
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报告题目《种好自己的心田》
10月27日下午：
学校考察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

学、育才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