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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9省市合作项目“助力工程” 宿迁市乡村幼儿

园教师“双基”培训于 7月 10日上午 9点在宿迁高等师范学校顺

利开班。本次培训目标重点是夯实乡村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水平、

提高文化素质，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职业规划，掌握科学的幼儿教

育理念和弹唱、美术、舞蹈等基本技能，增强职业自豪感。来自宿

迁三县五区的五十位乡村幼儿园教师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为期一

年，将分四个阶段进行，本期简报为大家呈现前三个阶段（7.10

——7.28）培训工作的推进情况。 

本期导读 
培训动态 

组织管理 

开班典礼 

精彩课堂 

教师剪影 

课堂扫描 

贴心服务 
 
 
培训动态 

一、组织管理 

根据 2019 年江苏省教育厅“双基”培训指导文件和宿迁市

教育局的要求， 2019 省市合作项目“助力工程” 宿迁市乡村



幼儿园教师“双基”培训于 7 月 10 日上午 9 点在宿迁高等师范

学校顺利开班。 

为保障培训工作高质量有序开展，市教育局和学校领导高度

重视，在省教师培训中心的指导下，成立培训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教学管理、教育管理、后勤服务三个工作小组，统一安排，专

人负责，精心实施，确保质量。 

在参训学员名额分配上，学校根据各县区上报的培训名单，

严格审核参训人员情况，对不符合培训条件的人员与当地教育局

或幼儿园加强沟通，要求换符合条件的老师参加培训，确保了省

市合作项目的严肃性与公正性。 

为高质量完成培训任务，学校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

培训实施方案，拟定培训课程方案，制定安全工作制度、宿舍管

理制度和教育教学评估制度，组建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确保培训

工作顺利实施。 

在班级管理上，选择优秀师资担任班主任工作，做到全程跟

班做好班级考勤管理工作，学员日常量化考核打分由班主任与授

课教师共同把关。 

在后勤服务保障方面，学校食堂因为暑期改造，无法为学员

提供服务，负责培训中心工作的领导张彦芝副校长为此专门召开

部门协调会，从教室调配到水电供应，从卫生保洁到饮食安全做

好了全面部署。 

培训过程中，学校领导和负责老师都能准时准点到岗，提前

为学员开启教室空调，通过随机检查学生课堂笔记，随堂听课等

形式时时把控整个培训过程。为了全方位做好培训工作，还召开



学员座谈会，广泛征询她们对培训课程、授课教师以及后勤服务

的意见。 

二、开班典礼 

宿迁市教育局和宿迁高师领导非常重视此次培训，开班伊始，举

行了简短而又隆重的开班典礼，宿迁市教育局副局长陈向阳，宿迁市

教师发展学院院长陈良政，宿迁高等师范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史余强，

副校长张彦芝，培训中心主任严芳以及来自各县区的 50名乡镇幼儿

园教师参加了开班典礼。 

 

史余强校长在开班典礼上致欢迎辞。他向学员们介绍了宿迁高等

师范学校的发展历程、学校概况以及学校最近几年在学前教育方面取

得的各项教育教学成果，并就本次培训的方案设计、专家聘请工作做

了介绍。 



 陈向阳副局长在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要求所有

参训教师要重视“双基”培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有学员要严守培

训纪律，加强合作学习，努力出色完成学习任务。 

三树新城幼儿园张海潮老师代表学员作了表态发言，她表示要珍

惜学习机会，严守培训纪律，圆满完成学习任务。 

开班典礼由宿迁高师张彦芝副校长主持。   

 

开班典礼结束后，领导、老师和全体学员们合影留念。 

精彩课堂 

教师剪影 

本次培训前三个阶段共聘请了 22 位专家和老师前来授课。这些

老师有的是省内著名专家，有的是宿迁地区的名园长，同时还有宿迁

高师的一线优秀教师。专家们的理论讲座在传授专业知识、教育理念



时，都能以学员为中心，以学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为基本素材，指

导学员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较好的激发了学员的兴趣，引起了学员们

的共鸣。技能指导课的老师们根据学员基础，为学员设计贴身的技能

指导和手把手式的教学，时时做到 “讲练一体”。同时“急学生之

所急”，为了帮助学员顺利通过国考，还开设了针对性强的“教师资

格证国考” 的指导讲座。 

本阶段为了帮助学员顺利完成网络视频的学习任务，除了进行专

门的网络课程讲座之外，指导老师还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学员进行网

络学习并时常督促学员保持网络学习进度。 

1．案例式解读《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 江苏教育行

政干部培训中心   倪 敏） 

倪敏：现任江苏省教育学会、

江苏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副主任、副教

授、副研究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倪敏主任的本次讲座，通过丰

富详实的的案例解读，向学员们阐

释了作为幼儿教师职业的四大理念，即“幼儿为本、师德为先、能力

为重、终身学习”和三大内涵“专业精神、专业素养、专业发展”，

明确了当前国家幼教事业的发展走向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发展对于教

师的要求，勉励学员要向优秀的幼儿教师努力，树立职业理想，规划

职业发展。 



2．《中医文化与健康教育》（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史余强） 

酷爱中华传统文化的史余强校长，在

平时工作中就积极提倡将中华传统文化

引入校园，此次讲座史校长以《黄帝内经》

作为切入口，结合生活实际，给学员们带

来了生动、活泼而又很实用的一堂养生课

——中医文化课，通过讲座，学员们不仅懂得了养生的大道——顺应

天道自然，接受了一次传统中医文化的洗礼，同时还从传统中医角度

认识到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意义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3.案例解读：教师资格证国考的指导与学习(宿迁市宿城区机关幼儿园，园长，

江苏省特级教师  尤克飞) 

尤园长是宿迁市机关幼儿园的一

位非常优秀的老园长，多年的管理经

验使她对于一位合格优秀的幼儿园教

师的标准有着自己的思考，讲座伊始，

她以一个律动使学员们很快进入到一

种学习状态，结合教师资格证考试，

带领学员进入到面试“现场”，给予

学员许多建议，指导她们从师德、师能等方面进行备考准备。 

4．2016 版《幼儿园工作规程》解读   （宿迁市中小学教学研究室教研员  管

叶青） 



宿迁市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学前教育教研员。主持省级研

究课题结题，获江苏省教学成

果二等奖。在省级以上期刊上

先后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作为

学前教育的研究员，管老师对

《幼儿园工作规程》有着充分认识和把握，此次讲座她对新版《规程》

修订内容中所体现的幼儿教育观和儿童观作了详细的解读，同时结合

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思考与总结，引导学员学会贯彻落实好《规程》。 

5．《重新认识“游戏”》（宿迁市湖滨新区新城家园幼儿园园长 章兰）                                                                         

章兰：宿迁市第一实小幼

儿园、宿迁市湖滨新区新

城家园幼儿园园长，宿迁

市名教师、宿迁市学前教

育委员会秘书长，宿迁市

幼教学科教学领军人物，

宿迁市幼儿教育学科带头

人。她有一套成熟的游戏化教学理论，在本次讲座中她与学员互动频

繁，讨论热烈，勉励学员与孩子们一起在自主、自由、创造、愉悦的

游戏中相伴而行、健康、快乐成长。在亲切、民主的气氛中她的游戏

化教学理念不知不觉渗透到了学员的心中。 



6.教学评价---怎样进行教学评价与反思（宿迁市高师附小幼儿园，市学科带头

人蒋小利 ） 

蒋小利园长不仅有丰富的一线教

学经验，同时还是一位研究性专家，

她长期从事幼儿园教师教学活动

研究。本次讲座她从幼儿园游戏化

教学活动的背景、方法入手，以大

量的接地气的案例引导老师从“游戏”的角度进行教学评价与反思，

对幼儿园教师如何上好课、做好科研工作给予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方

法指导。 

7.《幼儿园教师试讲中的专业表达》（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主任    汤海珍） 

汤老师上课伊始就通过“报数”的

游戏抓住了学员们的注意力，整个

讲座，不需要学员做笔记，而是通

过不停的“游戏化”活动，让学员

们在做中学，做中思。最后还从活

动设计，试讲等环节给予学员许多

具体的指导。轻松、活泼、互动的培训方式，深得大家的喜欢，现场

活动氛围浓厚，笑声和掌声不断。 



8.《基于儿童立场的一日生活组织与管理》（现任宿迁市实验小学幼儿园副园

长  潘红） 

宿迁市名教师，江苏省优秀青

年教师，宿迁市教育工作先进

个人，现任宿迁市实验小学幼

儿园副园长，负责教育教学工

作。潘红园长此次讲座从幼儿

一日活动的整合方面入手，让学员体会到如何科学、合理、有效的安

排一日活动常规。 

9.《做一名合格的幼儿园教师》（泗阳县幼儿园园长  顾丽萍） 

 

泗阳县幼儿园顾丽萍园长从幼儿园

的几大领域方面详尽地为学员提出

了一个好的幼儿园老师所必备的基

本素质，为学员们树立了标杆，明确

了努力的方向。 

 

10.《与家长沟通的艺术》 （宿迁市

第一实小幼儿园副园长 孙成丽） 

宿迁市骨干教师、兼职湖滨新区

学前教育教研员。孙成丽曾多次



荣获 “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称号。近年来，先后主持、参

与省市级课题研究。多篇论文在省市级杂志上发表，孙园长长期工作

在幼儿教育一线，深谙与幼儿家长沟通之道。本次讲座，孙园长通过

众多案例给学员提供了一些实用的家园沟通技巧。 

11.《幼儿安全管理》（宿迁市通成实验幼儿园副园长  吴培静） 

吴培静，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

宿迁市幼儿教育学科带头人，曾荣

获宿迁市中心城市园丁奖、宿迁市

幼儿教师基本功竞赛一等奖、优课

评比一等奖。吴培静老师此次讲座，

结合自己工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困惑和做法向学员们介绍一一如何通过关注幼儿的一举一动，做好幼

儿的守护神。 

12.《如何上好一节课》（宿迁市隆城颐和幼儿园园长   王敏） 

王园长多年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曾经

在省市级幼儿园教师学科教学和基

本功比赛中获奖。本次讲座，王园长

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结合当前幼

儿园教学实际需要，通过观摩优秀教

师的教学视频使学员们既在理论上

明确了一堂好课的标准，同时还收获了许多优秀教学活动案例。王园



长的讲座让培训学员充分认识到作为一个幼儿园教师只有不断学习、

实践、反思，才能不断优化教与学的方式，“课堂”才能越来越生动。 

13.幼儿歌唱活动的设计与组织（宿迁市宿迁市实验小学幼儿园副园长，刘宁） 

作为市学科带头人的刘宁副园长

长期从事幼儿园音乐活动设计，

她在讲座中围绕幼儿园音乐教育

的目标原则、活动的内容、活动

的组织结构等多个角度给学员们

带来了许多可以实际操作的案例，

使学员受到很多启发。 

14.《幼儿园班级管理组织与实施》（宿城区机关幼儿副院长 吕英） 

吕园长是宿迁市宿城区机关幼

儿园副园长，市学科带头人。

本次讲座吕老师带来了有关班

级管理许多新的理念与方法，

令学员们耳目一新的同时，也

带给了学员许多思考。 

15.《幼儿园教师指导纲要（试行）》解读（宿豫区教育局  张梅叶） 

作为多年从事学前教育工作和研

究的张梅叶主任，她从幼儿情感、

态度，能力、知识技能方面让学员



们建全新的一种理念，“教师应该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

者、引导者”，通过丰富的案例，她引导学员如何同幼儿建立这种新

的的关系。 

16科研分享——幼儿自主游戏的观察与支持（宿迁市湖滨新区新城家园幼儿园

副园长  陆亭） 

宿迁市湖滨新区新城家园园

长陆亭是一位业务园长，对

幼教事业充满热情，富有创

新精神，在讲座中，她也以

对事业的高度热情，从幼儿

园课程的“游戏精神”出发，

引导幼儿园教师学会观察，给予了在座的培训学员许多启示和思考。 

17.《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宿迁市宿城区机关幼儿园副院长 张莉） 

张莉是宿迁市宿城区机关

幼儿园副院长，市学科带头

人。此次讲座，张园长通过

丰富详实的数据和案例，引

导学员们进一步深入认识

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有效

指导了学员们的保育和教育工作，对防止和克服学前教育“小学化”

现象提供了具体方法和建议。 

18.《儿童画技巧》（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教师  李蔚） 



李老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

教育专业，高校讲师。现任学前

教育专业美术教师。作为有深厚

的美术专业功底和丰富的教授儿

童绘画经验的李老师，在指导学

员学习时，能够抓住重难点，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自己的示范，指

导学员们现场操作，同时为老师们提供了在教授幼儿绘画中遇到常见

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19.钢琴弹唱（宿迁高等师范学校副教授  王晓棠） 

王老师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曾获得校音乐学科骨干教师、学

生评教先进个人、优秀技能训练

指导教师等荣誉作为从事多年音

乐教学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副教

授，王晓棠老师在培训课堂上能

够从音乐课的特点出发，以技能为核心，着重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除了进行基本理论知识的讲解，更多的是进行

示范指导、操作训练、总结评价。“手把手”式的培训模式。 

20.儿童舞（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教师  刘芳） 

作为一名年轻的舞蹈老师，在培

训教学中既能够汲取传统舞蹈



教学方法即教师示范、指导练习，又能使用现代学习中的交流合作学

习、体验性教学，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较大收获。 

21.教师的礼仪（宋碧：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教师、国家礼仪师     宋碧） 

宋碧老师是国家高级礼仪

培训师，高级形象礼仪指导

师，国家高级茶艺师，中华

统礼仪公益讲师团成员，全

国专业人才教育委员会委

员，首届（2017年）全国职

业院校礼仪大赛教师组特等奖获得者。本次讲座她从现代礼仪的特点，

不同场合的仪表礼仪进行了详尽的讲解，让学员更直观的感受到礼仪

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了学员们的文明礼仪素养。 

22.《手工制作与剪纸技能》（宿迁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乔丽） 

乔丽老师曾在宿迁高师各种赛课活动中

获得 “优秀课堂教学”和“微课”比赛

一等奖等奖项。多年来从事手工与玩教

具教学。本次乔老师的课以技能训练为

主，她通过课堂讲解和示范，提升了学

员们手工剪纸与制作的技能与技巧。 

 

课堂扫描 



 

 

 

 

 



 
 

 

 

 

 

 

 

 

 



 

 

 

 

 

 

 

 

 

 

 

 



 

 

 

 

贴心服务 

培训中，我们坚持 “服务至上”“以人为本”理念，以学员为

中心，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将服务工作做精、做细、做实，做出

质量。关心学员吃住行，以保姆式贴心服务，温暖学员。 



 

菜品丰富多样，卫生新鲜， 



 

  

居住干净整洁 



 

学校领导们不时看望学员，征询用餐学员意见。 

 

 

 

  

 

 

 

 

 

 

 

 

为保证学员们教室饮水，培训中心工作人员不畏酷暑，为学员们

搬运饮用水。 

为期 15 天的培训活动圆满结束。本次培训任务的完成使受训学

员进一步提升了专业和文化素养，进一步丰富了她们的教育新理念，



特别是在班级工作管理、课程游戏化建设方面的认识有了显著提升，

培训学员们职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在学习中得到了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