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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反思总结教学方法

37 年前，从天津静海师范学
校领得一纸中师文凭后，我告别父
亲，扛着行李，坐上火车，一头扎
进了离家乡千里之遥的太行山。
21 岁的我站在中学的讲台上，能
不能胜任教学工作，能不能做个合
格的英语教师，我心里实在没底，
只能边学边干⋯⋯多年来在一线担
任英语教师的经历，让我体会到，
对教学实践的反思和改进，是教师
专业成长的关键。而教学方法的改
进，则是教学改进的突破口。

首先，需要总结英语词汇记忆
方法。英语学习是一个既包括习得
又包括“学得”的复杂过程。英语
知识和技能的获得，需要经历模
仿、记忆和活用三个阶段，而记忆
又是语言学习中的一个难点。如果
能帮助学生迅速突破记忆这个难
关，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教
学中我尝试指导学生，通过各种方
法提高记忆能力，诸如朗读记忆
法、构词分析记忆法、理解记忆
法、范畴分类记忆法、联想记忆
法、趣味记忆法，等等，共总结了
40 种词汇记忆方法。这些记忆方
法大大提高了学生英语单词记忆的
效率。

其次，努力推广情境化语言学

习方法。英语对我们而言是外语，
语言环境的缺失是教学的一个难
点。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教学中我
千方百计帮助学生创设语言情境并
引导他们进入语言情境。在创设语
言情境时，我主要运用两种方式：
一是他设情境，二是自设情境。他
设情境是指自然的外语情境，比
如，听英美人士讲英语，用英语与
外宾交谈，等等。这种情境对外语
学习非常有帮助，但由于受客观条
件的限制，对于多数外语学习者来
说，平时较少有机会直接与英美人
士对话。自设情境则是非自然的外
语情境，是外语学习者为学好外语
而创造的一种情境。自设情境方便
易行、灵活实用，不受时空和客观条
件的限制。在教学中我曾用过多种
方法设置情境，比如模拟练习法、
实物联想法、主动思维法，等等。

在问题研究中悟道

多年以来我在“天铁教育专家
工作室”担任首席专家，我对我的
徒弟们说，一个优秀的教师需要心
中有经典，理论有创见。而理论创
见的灵感来自实践研究。能不能进
行理论研究并且对教育之道有所感
悟，是一个普通教师和优秀教师的
分水岭。

教师要善于在问题研究中悟
道。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是教师教研
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一是教育教学
重点问题。重点问题是指对教育发
展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的问题，比如
在英语教育中如何实施素质教育，
就是每一位英语教师都不能回避的
重大问题。我们认为，英语教育不
仅要让学生学到语言知识，掌握语
言技能，还要提升学生综合运用语
言的能力和素质。只有如此，学生
才能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
展，这是英语教育满足国家发展需
要的社会本位要求，也是满足学生
发展需要的个体本位要求。第二要
研究热点问题。热点问题是指业
内、业外乃至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

问题。比如，核心素养培育目前是
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英语学科核
心素养的培育也是英语教育立德树
人的本质要求。我们在教学中既要
注重培养学生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
的学习能力，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
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的能力，特别
是与社会统一和协调的发展能力。
第三要研究难点问题。难点问题是
教育教学工作中不容易解决好的问
题，比如英语教育中的规划与效
益、主导与主体、习得与学得、母
语与外语、听说与读写、知识与能
力、语言与文化、虚拟交际与真实
交际、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等关
系的处理都需要教师细心考量，认
真研究。第四要研究疑点问题。疑
点问题是教育教学中大部分人都感
到困惑不解的问题，比如英语教育
中一直以来饱受人们诟病的“费时
较多，效率不高”的问题。研究中
我们发现，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
因是教学没有整体优化，解决这一
问题需要从教学思想、教学环境、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
教学评价等要素入手，真正做到科

学统筹，全面优化。问题研究不仅
是教师悟道的过程，也是教师增长
教育智慧的过程。

注意摸索教育教学规律

在教学中我注重因材施教，不
断尝试对超长生、学困生和问题生
的教育方法的改进。在班级管理和
学科教学中，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学
生都不相同，具体而言，超长生、
学困生和问题生是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例子。超长生是指那些天资聪
颖、智力超群的学生。对于这样的
学生，我的态度是：一不偏爱，二
不抬爱，三不溺爱。制订个性化培
养方案，使其优上加优。学困生则
是指学习基础较差、学习经常遇到
障碍和困难的学生。对学困生我采
取的态度是：一不忽视，二不轻
视，三不歧视。学困生的情况比较
复杂：有的双基不牢，有的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欠缺，有的虽然
学习很努力但学习方法不科学，有
的学习习惯不佳⋯⋯在教学中我注
重对症下药，进行有针对性的指

导，逐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成绩。
问题生是指那些由于心理健康问题
而导致思想和行为问题的学生。这
类学生心理问题成因比较复杂，教
育教学工作难度很大。在我看来，
对他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一不抛
弃，二不放弃，三不毁弃。对于问
题严重的，应在心理教师和医生的
指导下，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和药
物治疗。作为教师，对于所有学生
都应当一视同仁，面对超长生、学
困生和问题生，我们应该把这看作
是一个机会，一种幸运，我将之称
作 教 师 专 业 成 长 中 的 “ 三 生 有
幸”。多年来我和同事们迎难而
上，在“三生”教育方面取得了较
为显著的成效。

通过长期的教学研究，我发
现，英语教学需要遵循两个方面的
规律：就是既要遵循语言本身的规
律，又要遵循语言教学的规律。此
外，还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法指导
学生全面提高语言学习能力和语言
运用能力。不断摸索并遵循教学规
律，英语教学就会少走弯路，就会
提高效益。

教师成长：边学边悟是诀窍
陈自鹏

集体备课拓宽了教师信息
传输和反馈通道，增加了对
话，碰撞了思想，减轻了教师
备课负担，因而成为教师抱团
专业成长的重要平台。

但我们发现，时下集体备
课中也存在许多假备课和备假
课问题。譬如，不少学校缺少
目标导向和有效引领，致使集
体备课碎片化和表面化；备课
时有些教师胡侃海聊，检查时
突击抄教案、糊教案，导致集
体备课走样且无效；有些备课
活动变成了名师、骨干的“独
角戏”，简单化和“一刀切”
地向教师均分备课任务；有些
备课形同虚设，上课时教师依
然照本宣科⋯⋯至于教师上课
是否能体现集体备课精神，是
否能彰显自己的教学思想，缺
失有效的跟踪环节，更缺失评
价考核和反馈跟进机制。

作为教研和培训部门，有
责任和义务去纠正时下教师备
课存在的问题，打通壁垒，整
合力量，动员专家当好高端智
库，下沉到课堂去发现、挖
掘、梳理并聚焦问题，帮助教
师把问题提炼成集体备课的资
源和课题，从优化备课入手改
变教师。校长也要转变办学观
念，自觉担当集体备课的“第一
责任人”，同时也要为保障集体
备课质量，提供足够时空。

在集体备课过程中，还要
注意下面这些宜与忌。

其一，要注意发挥团队整
体力量和智慧。为了凸显集体
备课的研究和展示功能，除了
名师和骨干要当好“平等中的
首席”，除了全体教师“大合
唱”，还要搭建交流对话平
台。要鼓励教师千方百计与教

材对话，鼓励名师、骨干与普
通教师对话，鼓励新老教师对
话，更要鼓励教师与自己的心
灵对话。

要以教研组或备课组为单
位，引导教师轮流做东，担当
集体备课中心发言人；共同制
订集体备课计划，探究教法，
研究学法。鼓励教师把所思所
想大胆说出来，充分展示自己
的思想、智慧和困惑。

其二，要树立互联网思
维。可鼓励教师采用网上备
课、线下交流的形式，积极举办
各类沙龙论坛，让教师敢于发
声和质疑，借助微信、微博和
QQ 群等新媒体和新技术，建
设资源库，传播有价值的教学
资源和信息。

除了引领教师用心备教
材，还要竭力备题目、备学
生，研究精讲和点拨方法；思
考如何鼓励学生异想天开，如
何保障学生的学习自主权，等
等。通过挖掘集体备课内涵，
提升教师的教学智慧。

同时有些问题要提醒教师
警醒。

其一，无论采用什么样的
备课形式，毕竟只是上课的预
设和准备，只是参考，切不可
因此固步自封。

其二，优秀教师或者学科
带头人、集体备课组织者也不
能自以为是，应先练就跨界备
课的真本领。每位教师之间的
素养差异，原本就是跨界备课
的好资源。不同学科只有交
叉、渗透和融合，才能相互弥
补，相得益彰，教师跨界备课
才能最优化。

（作者单位：浙江省奉化
区教育服务管理中心）

谨防集体备课
沦为“假备课”

骆健松 周建国

⦾我见

日前，山东省潍坊市
峡山区岞山中心学校联
合主要进行心理辅导和
感恩教育的“生命阳光
TA27”义工举行了600多
人参加的“共同托起明天
的太阳”亲子活动，在亲
身体验中，让师生、亲子
沟通更加顺畅。近年来，
该校曾举办家长课程专
家报告会、家长课程骨干
教师培训、家长课程开放
日等活动。学校还把亲
子共成长工程纳入班级
考评，提高了亲子共成长
工程的活动质量。

卢志芬 摄

亲子课程
让沟通更顺畅

名师 思录录反反

陈 自 鹏 ， 1959 年 出 生 ，
教育学博士，中学英语特级教
师，天津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全国钢铁工业劳动模范。现任
天津市河东区天铁教育中心主
任。著作主要有《中国中小学
英语课程教材教法百年变革研
究》《教师幸福追求之道》等，曾
六次荣获天津市教学成果奖，
一次荣获全国级优秀教学成果
奖。

人物介绍人物介绍

一、招聘条件

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品行；具
备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符合岗
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专业技术岗及工勤岗均需要持证上岗，
教师需提供教师资格证，工勤需提供对应的
职业资格证书。

女性 40 岁以下 （1977 年以后出生），男
性45岁以下 （1972年以后出生），超龄的看
缴纳保险年限。

专业技术岗 （如教师、保健医），幼儿
园大专以上，中小学本科以上。

二、招聘岗位及工作单位

教育教学类招聘岗位：幼师、小学语
文、小学数学、小学英语等小学各科目教
师；初中语文、初中数学、初中英语、初中
政治、初中地理、初中历史等初中各科目老
师；高中数学、高中语文、高中英语、高中
物理、高中化学等高中各科目老师。

工勤及其他教辅类岗位：小学保育员、
保健医、厨师、面点师、出纳、会计、电
工、人事档案管理员、资料员、网络管理人
员、电教员、工勤人员、司机等岗位 （具体
岗位需求详见附表）。

工作单位：此次招聘人员将由南方国际
集团安排到昌平区教育部门所属各公办幼儿
园、中小学工作。

三、招聘流程

（一） 报名和资格初审
1. 报名时间：2017 年 8 月 7 日至 8 月 15

日；
2.报名方式：网上投递资料，点击链接

网上注册报名：http://www.nishizhongxin.
com，完成注册后将个人简历发至邮箱：
2853325261@qq.com。

3.报名时每人限报一个岗位，重复报名
视为无效报名。须投递的材料：

（1） 报名表；

（2）身份证原件扫描件；
（3） 户口本原件及户口本首页、本人

页扫描件；
（4） 本科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学位

证原件扫描件，大专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
原件扫描件；

（5） 幼教岗位需提供幼师资格证的原
件扫描件；

（6） 除幼教外其他工作岗位需提供
岗位所要求的其他证件扫描件；

（7） 能够证明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
其他证书或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

（二） 面试
1. 参加面试人员：资格初审合格人

员。通过资格初审人员名单查询网址：
www.nishizhongxin.com， 查 询 时 间 ：
2017年8月19日至2017年8月30日。

2. 面试时间：以电话及短信通知时
间为准。

3. 面试内容及形式：面试由各用人
单位组织实施，具体时间、地点及形式
以南方国际集团通知为准。

（三） 考核与体检
1. 用人单位负责对拟聘用人选综合

考核；
2. 考核合格人员需提供区一级或以

上医院的入职体检证明；
3. 用人单位根据面试成绩、体检及

考核情况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
（四） 结果查询
查询网址：www.nishizhongxin.com
查询时间：2017 年 8 月 16 日至 2017

年8月20日。
（五） 办理入职手续
1. 本次招聘所有聘用人员与南方国

际集团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详细情况说
明见附表）；

2. 本人须按通知时间到各学校报
到，并服从昌平区公办学校及公司双向
管理；

3. 根据南方国际集团有关规定办理

入职手续，未报到者和不服从管理者，公
司有权终止办理相关手续，责任由应聘者
本人自负。

四、岗位薪酬

1. 教育教学类岗位 6500 元—7500 元/
月 （包含单位部分应缴纳的社会保险、住
房公积金）；

2. 工勤及其他教辅类岗位 5500 元—
6500 元/月 （包含单位部分应缴纳的社会
保险，住房公积金）。

五、注意事项

（一） 应聘人员应保证通讯工具畅通，
因通讯不畅等个人原因导致本人未能参与下
一步招聘程序并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
由应聘者本人承担。

（二） 具有有效各科目资格考试成绩
合格证者视为具有教师资格证；已取得
2017 年教师资格证考试笔试合格成绩者视
为具有教师资格证；

（三）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聘
用：

1.体检或者考核不符合要求的；
2.拟定人选放弃聘用的；
3.未在规定时限内报到的；
4.2017年应届毕业生不能按时毕业的；
5. 对申报材料故意隐瞒，提供虚假材

料的；
6.拟定人选公示结果影响聘用的；
7.导致拟聘职位空缺的其他情形。

六、咨询联系

联系人：赵柒柒
咨询电话：010-57277073

010-57277105
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2︰00

下午2︰00—6︰00

深圳市南方国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2017年8月7日

关于南方国际集团为北京市昌平区公办中小学招聘教师的公告

深圳市南方国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方国际集团） 北京分公司根据北京市昌平区
教育部门所属公办学校招聘需求，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幼儿园、中小学各科教师及教辅类工作人
员，面试时间为2017年8月。

招聘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学校名称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

北京市昌平第二实验小学

北京市昌平区特殊儿童
教育学校

史各庄中心小学

回龙观第二小学

长陵学校

北七家中心小学

兴寿学校

天通苑学校

昌盛园小学

南邵中心小学

北京市昌平区桃洼学校

总计

学历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岗位

动物医学

园林设计

小学英语

小学音乐

特殊儿童教育老师

小学英语 （男）

书法老师

初中地理

小学音乐教师

小学语文教师

小学数学教师

小学体育教师

初中地理教师

初中历史教师

小学语文教师

小学数学教师

小学体育教师

语数教师

体育老师

音乐老师

英语老师

初中历史

人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23

备注

2017年昌平区公办学校特岗员工需求

注：此表岗位需求全为全日制本科以上

·招聘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