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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教育集团 （惠州区域） 今年创办两所连锁学校———碧桂园十里银滩学校和惠阳碧桂园学校， 都是
纯民办、 全寄宿的国际学校。 办学使命： 培养具有中国灵魂、 国际情怀的未来成功人士， 为教育事业树立光
辉典范。 教育模式： 保证基础， 发展个性， 服务社会。 现诚邀天下有志之士加盟!

碧桂园十里银滩学校

碧桂园十里银滩学校是一所高档次、 国际
化、 一条龙的美丽滨海学校。 位于深圳

东亚婆角旅游度假区， 依山傍海， 风景优美， 交
通发达， 距深圳、 惠州市区仅40分钟车程。 学校
所在社区是 “深圳人的海滨卫星城”。 学校首期投
资6.5亿元人民币 ， 占地200亩 。 全校共3500个学
位。 另外， 整个社区还配有3所高端幼儿园。

学校分国际部和双语部。 国际部有幼儿园、 小
学、 中学、 大学预科， 实施十五年一贯制IB国际教
育； 双语部有幼儿园、 小学、 初中， 实施十二年一
贯制双语教育。 幼儿园已于2014年9月开学； 小学、
中学和大学预科将于2015年9月正式开学。

惠阳碧桂园学校

惠阳碧桂园学校位于惠阳碧桂园·山河城
高品质成熟社区中心， 三面环山， 碧水

潆洄 ， 为难得的风水佳地 。 交通网络十分发达 ，
距深圳市龙岗 、 大亚湾生活圈 、 惠州市中心约
15—30分钟车程。 学校所在社区是 “深圳人的山
水卫星城”。

学校 （幼儿园、 小学） 首期投资1亿人民币，
占地65亩。 既有国际班， 也有双语班。 幼儿园已
于2014年9月开学； 小学将于2015年9月正式开学；
初中在规划中。

一、 招聘范围：
1.幼儿园、 小学、 初中、 国际高中、 大学预科各学科教师

和助教。
（学科有： 英语、 中文、 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

理、 历史、 经济、 科学、 信息技术、 心理咨询、 戏剧、 音乐、
体育、 美术、 舞蹈、 武术、 书法等）。

2.生活指导老师、 中小学图书管理员、 校医、 电教等教辅
人员。

3.厨房营养师、 中西餐烹饪师、 面点师等后勤人员。

二、 招聘要求：
1.认同学校办学理念， 具有开拓、 创业、 吃苦精神， 身体

健康， 心态阳光。
2.有教师资格证， 有3年以上教学经验 ， 专业素质过硬，

教学能力强。
3.国际高中、 大学预科教师要求能用全英文组织教学 (汉

语学科除外)； 欧美专业教师、 海归精英优先。
4.省市骨干教师、 学科带头人优先； 懂英语、 能胜任双语

教学的优先； 有国际教育经验者优先。
5.学校特设 “青年助教培养计划”， 为英语达到六级或以

上的应届大学优秀毕业生提供一年的助教培养期 。 一年后 ，
合格者可直接被学校聘为学科老师。

三、 工资待遇：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国际高中和大学预科等教师税后

年薪8万－17万元。 学科骨干税后年薪超过15万～25万元。 助教
第一年税后年薪4万～8万元。

四、 福利待遇：
1.学校提供住房， 教师享受碧桂园购房优惠。

2.购买五险一金。 并为达到要求的优秀教师购买补充养老保
险。

3.节日慰问金、 暑假旅游费、 伙食补贴费全年1万元。
4.教师子女优惠入读。
5.协助办理工作调动、 户口迁移、 职称评定， 提供国内、 国

外培训。

五、 应聘程序：
1.有意者将个人应聘材料邮寄到学校 ， 或发送电子邮件到

学校招聘邮箱 。 请在信封或邮件主题中注明 ： 姓名+应聘学科 。
简历中请提供本人联系电话和个人生活照。

2.学校将电话通知合格人选前来学校应聘考核； 对有英语要
求的应聘岗位， 将先通过电话进行英语口语测试。

3.来校应聘考核的内容有： 学科素养测试、 说课、 分组座谈、
特长展示。

六、 联系方式：
碧桂园十里银滩学校———
招聘电话： 0752-8263292 8352888 李老师
招聘邮箱： bgysbs@qq.com
邮寄地址： 广东省惠东县稔山镇亚婆角旅游度假区

碧桂园十里银滩酒店 学校筹建办收
邮政编码： 516347

惠阳碧桂园学校———
招聘电话： 0752-3737378 （小学： 任老师）

0752-6518877 （幼儿园： 敖老师）
招聘邮箱： hybgy@qq.com
邮寄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经济开发区

碧桂园山河城凤凰酒店 学校筹建办收
邮政编码： 516000

碧桂园教育集团（惠州区域）
碧桂园十里银滩学校 惠阳碧桂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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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两地优势资源， 项目单位搭建平台
让内化成果变为物化成果， 提升学员的专业
自信和学术自信。

学员们纷纷在 《基础教育课程》、 《基
础英语教育 》 、 《英语学习 （教师版 ） 》 、
《21世纪英文报》、 《师资建设》、 《今日教
育》 和另外一些报纸和杂志发表论文， 反思
心得， 专业提升收获心得感悟， 还有专著出
版。 项目团队还在北外建立了学员成果发表
网络平台， 让每一位学员至少一项物化成
果， 支撑学员发展变化， 实现学员的专业发
展。 2012年出版了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 北
京外国语大学 《南岸、 北外英语名师培养模
式探索》 专著， 出版了以 《国培名师： 反思
研修成长》 分上下两册的成果集。

目前， 预计明年3月出版的 《2014国培
小学英语名师成果系列丛书》 共四本正在出
版单位有序编排中。 在读了学员们自传式的
教师专业成长故事后， 西南大学出版社的同
志很有感慨地说， 一篇篇动人的教育故事，
有成长过程的茫然， 也有经历变化的阵痛，
更有成长中的喜悦， 让我们知道了教师是怎
么成长起来的， 正应了那句： 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

据了解， 目前， 在2014国培理论研修阶
段， 学员们基本上都完成了课题开题到论证
的研究方案5个、 论文50多篇、 微课题50多
个， 微讲座50个， 微视频50个， 教学设计
100多个 、 反思500多篇 、 心得体会近1000
篇、 日志达2000篇、 更多的学员间和学员与
教师间的互动频繁， QQ群里更是繁忙。 这
些都较好地完成了学员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
内化过程， 每位学员在学习期间至少完成4
万字以上的个人成长集， 有的甚至十一二万
字， 学员在内化中感到自己真实的成长与发
展， 文字间表达着 “愿将心血化春雨， 精心
浇灌万朵花。”

项目团队还给每个学员选订了两本专业
杂志， 一本由学院选取， 另一本由学员自
选， 学习之余， 开阔学员的眼界， 有更多学
习的平台。 同时， 项目团队还建立了学员与
原学校校长每周定期汇报制， 并向学员所在
教育行政部门发送简报， 让送培单位能了解
学员培训学习的动态， 看到自己学员的点滴
变化， 也增加了他们对国培实施效果的信

心。 来自江津、 南川、 綦江、 渝北……等区
县的校长纷纷表示， 明年的国培不要只给一
个指标了， 要2—3个， 我们还要选派好的教
师参加培训。

同时， 每次开学放假， 培训单位还到车
站码头迎送， 为使学员劳逸结合， 上午课间
设置了茶歇， 下午放学开展了体育锻炼等活
动。 在关心学员学习的时候， 也关心学员的
身心健康。 难怪有学员说： “这样的培训不
但让我学会了很多、 开阔了视野， 还让我有
家的感觉。”

“在这过程中， 我发现： 人生最好的培
训就是自我培训， 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最需
要什么。 当我们再力争做一名理想的教师的
时候， 我们要有 ‘活到老， 学到老 ’ 的意
识。” “要把反思型教学作为一种成长的途
径和过程， 不断探究、 不断提升教学理念，
追求教师的全面发展， 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
小学英语教师。” 一份份国培心得展现着学
员从内到外的变化。 扎实有效的培训工作，
提升了教师的工作热情和服务能力。 万盛的
刘媛媛老师面对农村教师严重缺失的状况，
主动申请到村小走班； 石柱语文教师王晓丽
也在这个班， 校长原本希望她通过这个培训
让乡下的孩子也能受到英语的正规教育。 她
牢记校长的嘱托， 认真学习， 拜学员为师，
坚持天天听英语， 让她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同时， 她还一边学习， 一边通过网络带着学
校里的5、 6个同事们一起学。 这表明即使不
是学习英语专业的老师， 在这样的班里也会
得到很好的成长。

回顾成绩和经验， 铭记责任和使命。 项
目团队表示， “国培” 就是承载国家对教育
未来的希望、 对教师专业成长的一个工程，
也是让立志于教育的教师们实现教育梦想的
一个极好的平台。 正如一位学员所说： “培
训总是有限的， 但开启的心智给了我广阔的
天地与无穷的动力。 培训是暂时的， 但进取
是终生的。” 对此， 项目团队对这项事业充
满了信心， 他们表示， 将不断开拓创新， 勇
于实践， 在不断提升课程品质， 服务品质的
基础上， 把 “国培” 做精、 做实、 做好， 做
出品牌效应。

（朱 括 潇 雨）

重庆南岸教师进修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培：承载着国家对教育未来的希望
今年9月， 又一批来

自重庆市区县的50名优
秀小学英语老师作为“国
培” 学员， 参加了由重庆
市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和
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参与
组织的为期120天的培训
学习。 这批学员已是自
2012年项目单位所承办
的第三个英语教学名师班
了。 学员们通过“两地四
段” 的研修， “痛并快乐
着” 地成长着。 从观念到
行为都发生了深刻而又积
极的变化。 其中， 前两个
班中已有多人被评为市级
骨干或教学名师， 现在正
在进行的第三个班也有十
多个教师在积极备战参加
市里学科比赛。

在培训中， 项目单位
积极践行“以关键问题为
基础”、 “以反思研究为
支撑” 和“以幸福人生为
追求” 的培训策略， 推进
教师培训科学化、 专业化
和可持续发展。 通过扎实
的培训工作， 开阔视野，
转变观念， 激发思维， 引
发思考。 让每一位学员不
断提升自己， 成长为一名
有思想会思考有底蕴的老
师。

“国培” 到底是什
么？ 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
朱括老师很诗意地引用了
《什么是教育》 的作者雅
斯贝尔斯的话： “国培就
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一朵云， 一个
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的
过程， 也是师生共同成长
的过程。”

根据国家教育部门下发的幼儿园、 小学、
中学三个 “专业标准” 和 “国培计划” 的精
神， 通过对重庆市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现
状和培训需求的调研， 结合多年培训的经验，
项目团队形成了以 “标准” 为指导， 学科为基
础， 学员为主体， 问题为中心， 课例为载体，
实践为取向， 物化促成长的课程设计理念。 精
心设计了研修主题： 在深刻理解 “立德树人”
教育根本任务在学科的意义与作用的基础上，
全面提升教师课堂教学能力、 教学反思力和教
育教学研究力。 并确立了基于幸福教育的修炼
课程、 基于专业发展的提升课程和基于信息技
术与学科相融合的运用课程。

“当前教育的发展， 要求一个合格的英
语教师应该具有三个维度的专业能力： 基本
语言应用能力， 进行英语教学的能力和审慎
反思、 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围绕能力提
升， 项目团队从学员实际需求出发， 从问题
出发， 创新构建了多元立体的五大课程教学
体系： 1.讲座研修课程。 邀请专家、 教研员
和一线教师进行讲座， 了解方向、 树立观念、
学习理论、 反思行动； 2.体验研修课程。 学
员在讲座研修课堂、 基地校活动和自己的教

学场所的各种体验， 包括提问答疑、 反思体
会、 教育叙事、 教学日志、 课题研究、 教学
设计和论文撰写， 还有自传体课程等； 3.观
察研修课程。 学员下校观课、 回校观课和网
上观课， 通过经典课例和日常常规课例进行
研修学习， 还有观看教研活动、 观看课题研
究等； 4.行动研修课程。 学员积极行动， 按
照每日反思点评、 合作课题推进、 论文发表、
微课展示、 教学设计完善、 网络课程完成、
个人成长集形成等形式进行研修； 5.学员分
享研修。 通过学员们自己互动完成的研究课
程， 内容有网络团队建设、 QQ聊天、 沙龙课
程、 微博共享、 微信互传、 PPT讲座开展、
班训形成、 班歌提炼、 团队文化、 微论展示、
专业听评课课程、 结业考核等项目进行研修。

“新课程改革日益推进， 如何看待课程
改革？” “你与名师到底有多远？” “名师的
引领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国培， 你收
获了什么？” ……不定期微讲座、 微研究 、
微讨论、 微互动以及各种有趣的沙龙课程、
自传体课程和论道课程， 让学员和教师间思
维顿开， 交流活跃， 大家畅所欲言。 “这种
课程教学形式， 就像是头脑风暴， 让我们觉

得更容易表达交流， 也更容易接受新知。
“教师们凭借着网络这个平台， 交流着

教学的心得体会， 讨论着教学中遇到的种种
困惑， 思考着如何更好地提高教学水平，”
巴南区李家沱小学郭渝老师说， “知识也有
保质期， 今后要向课本学习， 向专家学习，
多参加听课、 评课活动， 加强和教师间的合
作， 国培， 树立了我终身学习的观念。”

最具特色的 “同课异构” 让学员真正见
识了 “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 冯闵娇老师
说， “同课异构”， 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不同
地方、 不同的老师对同一教材内容的不同处
理、 不同的教学策略所产生的不同教学效
果， 并由此打开了我们教师的教学思路， 彰
显教师的教学个性， 真正体现了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学校还针对每批学员的特点 ， 开设了
“拓展课程”， 每期学员要到有关训练中心，
集中接受两天的体能训练。 队员们纷纷表
示， 这样的学习既提高专业知识， 也强身健
体， 凝练了团队合作精神， 大家在合作中学
习， 在合作中共同进步， 学员喜欢这样的健
康培训。

在课程实施中， 项目单位坚持教师主体
地位、 教师积极主动发展的思路， 让教师成
为专业发展的主题和中心。 围绕提升学员
“教学三力”， 即课堂教学力、 教学反思力、
教育教学研究力三个方面， 项目单位 “接地
气” 地加大了研修中的实践性课程比例。

学员们走进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
学、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海淀实验小学、
人大附中朝阳、 南坪实验小学、 珊瑚小学、
天台岗小学、 弹子石小学、 江南小学、 新村
同创国际学校、 中山路小学、 人民路小学等
学校进行实践观摩， 学员们走进真实课堂，
并在观课的基础上， 参与 “同课异构”， 并与
北京和重庆的骨干教师一起互动， 相互提高。

为了提升教师教育教学科研能力， 项目
单位要求学员每天要写一篇教学反思、 体会
或感悟， 提升学员的研究力与反思力。 还通
过专题研讨， 增设了 《教学科研基本方法与

课题指导》、 《教师行动研究》、 《开题报告
与研究论文的撰写》、 《教学科研性质研究
与定量研究方法》、 《课堂观察———走向专
业的听评课》 和 《教学设计的理论与实践》
等专题讲座， 让学员们了解与小学英语教学
相关的英语语言研究和英语教育研究的新发
展， 加大学员在课题研究、 论文写作、 案例
分析等方面科研能力的实践提升。 项目组还
模拟课题研究， 完成从研究方案 、 开题报
告、 模拟开题、 中间检查和最后结题的课题
研究的完整流程。

“通过学习与思考，我解决了以前课堂中
机械训练多、意义训练少的问题，平时我们还
是缺乏对学生、对自身、对课堂、对教材等资
源的思考，教学流于固定的模式，没有真正思
考学生的需求， 认为把课本上的知识传授给
学生就行了，这种思想观念真是应该更新了。
我认为， 课堂教学应该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课

堂， 老师只有紧紧围绕着学生的发展进行授
课，才能让学生爱上你，爱上你的学科。 ”重庆
大渡口区实验小学张帆老师深有感悟地说。

据了解， 在每次研修结束后， 学员们都
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教师教育培训科研
网上参加为期一年的远程培训。 该网站整合
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的师资团队、 全国基
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优质的学术科研资
源、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丰富的数字教育
资源和教师培训资源。 其目的就为了让老师
们充分发挥网上学习自由灵活、 交互性强的
优势， 为持久的教师专业发展搭建优质的学
习研修社区。

南坪实验小学陈娟表示 ， 现在需要学
习、 思考的太多， 这已经成了自己迫切的发
展需求， “我已经从一个被学校要求学习、
发展， 过渡到主动思考自己今后的职业生涯
发展。”

课程设计： 规定动作落实好， 自选动作有创新

课程教学： “三力提升” 教师专业素养和能力

成果促成长， “国培” 辐射效益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