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培训工作简报
（第一期）

主办单位：三峡大学国培计划办公室 2019年7月31日

目录

概述

领导关切

特色工作

特色项目

培训剪影

学员心得



— 2—

〖概述〗

2019年，独立建制的三峡大学田家炳教育学院（师范学院、高等教育

研究所）组建成立，面向社会开展精准化和全方位的教育服务的第一项工

作就是高质量地完成2019年各级各项教师培训任务。

3月3日到6月31日，来自宜昌市13个县市区义务教育段校长271人齐聚

三峡大学，开展宜昌市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任职资格培训项目。该项目历时

四个月，包含集中培训、网络学习、自学研修、岗位实践四个环节。

3月下旬，参与省教育厅2019年“国培计划”、“省培计划”采购项目

投标工作，田家炳教育学院组织动员全校具有师范学科的学院（文学与传

媒学院、外国语学院、体育学院、艺术学院、生物与制药学院、理学院）

参与该项工作。在多方努力下，我校最终中标子项8项，培训学员计划人数

1000人，培训经费29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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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关切〗

◎召开调研会

2019年2月22日，三峡大学党委书记李建林一行到田家炳教育学院调

研，调研指导会上，李建林书记对学院的组建工作给予了肯定，勉励大

家保持势头，同心协力，做好开局工作。

校领导来我院调研

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赵军代表全院教职工感谢学校领导对学院的关心

和支持，并表示学院全体教职工一定凝聚共识，卯足劲、拉满弓、开好

局，努力办好教育学院，在卓越师范、特色学科、立体服务等方面，走好

第一步，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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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7月9 日，三峡大学副校长邹坤、工会常务副主席主席阮传文

到田家炳教育学院指导工作，了解学院建设相关情况。邹坤同志对我院教

师培训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教师培训工作是教育学院目标任务重要内容，

教育学院要凝聚全校师范力量，共同做好教师培训工作。

校领导来我院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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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专题会

6月28 日，召开了2019年三峡大学教师培训工作专题会议，会议要求进

一步提高对教师培训工作的认识，教师培训工作不仅是田家炳教育学院重要

的目标任务，也是我校服务社会功能的重要内容。会上还对2019年教师培训

工作的管理制度、工作规范流程等作了具体部署。

2019年三峡大学教师培训工作专题会议

◎组织座谈交流

7 月 21日，田家炳教育学院副院长肖劲松同志带领三峡大学国培计划

办公室负责同志， 到培训现场查看“农村教学点全科教师教学技能提升

培训”项目实施情况，与参训教师以及培训项目组成员进行座谈交流，

听取相关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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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领导和参训教师代表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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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实地调研

5 月 22-23日，三峡大学教务处李自成副处长，田家炳教育学院赵

军院长一行到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第二师范学院，调研师范教育、教

师培训工作实施情况。

华中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学院调研座谈会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调研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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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工作〗

★ 校地共建：3月28日上午，宜昌市教育局与我校共建田家炳教育学院签

约揭牌仪式举行。宜昌市教育局督学赵国英和我校田家炳教育学院院长赵

军代表双方签署共建框架协议，校长何伟军和宜昌市教育局局长覃照为共

建的田家炳教育学院揭牌。仪式由副校长邹坤主持。

宜昌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部分专家学者，学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

办公室、教务处、社会科学处、研究生院等部门负责人，宜昌部分县市区

中小学校长共170余人参加签约揭牌仪式。

赵国英同志与赵军同志代表宜昌市教育局与三峡大学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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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教育局局长覃照与三峡大学校长何伟军揭牌

宜昌市教育局局长覃照讲话时指出，宜昌市教育局和三峡大学签署共

建田家炳教育学院框架协议是宜昌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这次

签署共建田家炳教育学院框架协议，必将助力宜昌教育事业长足发展。希

望通过双方共建，依托田家炳教育学院，深入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推动教

育改革创新，培养更多卓越教师和优秀校长，吸引更多的青年才俊扎根宜

昌，将田家炳教育学院打造成为宜昌教育事业发展的智库，人才培养的摇

篮。

校长何伟军强调，三峡大学始终立足于服务好宜昌的发展、服务好宜

昌人民。三峡大学的师范教育有70多年的历史，一直在服务宜昌的基础教

育。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校更加重视师范教育，进一步加强师范教育学科

建设与专业人才培养。三峡大学将立足宜昌、立足鄂西、立足湖北、立足

三峡来开展师范教育，培养更多的基础教育教师特别是农村全科教师。希

望通过共建双方的努力，把田家炳教育学院办成在国内、省内有影响力、

有特色的教育学院、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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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管理

为实现三峡大学教师培训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学校调整了

“国培计划”领导小组成员，田家炳教育学院制定了《田家炳教育学院

“国培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三峡大学国培计划办公室编制了

教师培训项目实施工作手册、实施过程相关管理办法以及三峡大学“国

培”、“省培”工作清单。

相关文件制度

学员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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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宣誓

重温入党誓词 重温教师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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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项目〗

名师示范引领 学科彰显特色
★ 2019年宜昌市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任职资格培训：

三峡大学田家炳教育学院聘请湖北省“杰出校长”、“荆楚教育名

家”董云为参训学员做《学校发展规划专题》报告。

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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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师范类新教师教学技能提升培训 ：

授课教师向各位参训学员郑重承

诺：第一.高标准、严要求。遵循理

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力求从大家们

的需求出发，认真备课，细心讲

授，让每一节课都充实而有效。

第二.灵活授课模式。在授课中坚持

做到系统学习与项目练习相结合、

授课教师与参训学员交流相结合、

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相结合，使大

家学有所依、学有所用。 第三.丰

富课堂培训内容。力争使每个项目的教学既有针对性，又有相关知识的拓

展及实践操作，从而增加培训教师对实践教学课堂的兴趣。

学员们在课堂上进行分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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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支部书记党建能力提升研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观摩教学现场

7月1日分组讨论，无论是支部书

记、校长还是普通的党员教师，大

家敞开胸怀、真诚相待，谈经验，

讲困惑，解疑虑，答方法，毫无保

留地交流学校的党建工作案例。3号

上午同一小组的学员又聚集一堂，

围绕专家的讲座谈认识，谈体会，

谈感悟，谈思考，思想进一步得到

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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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带头人”培养专项研修（小学德育）项目

名师课堂现场

小组讨论气氛热烈，学员们争

先恐后地谈学习体会，谈自己学校

存在的不足，谈未来的工作如何开

展。党建工作、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无需赘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

记下来 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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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学点全科教师教学技能提升培训：

汇报演出

唱 剪

跳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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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剪影〗

破冰活动 观摩教学

交流研讨 实践操作

课堂设计展示 课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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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 紧密合作

我们来了 再见！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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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心得〗

嗨 你好吗？

——7.10记李洁老师讲座
A012项目学员 王晓莹 7月10日

嗨 你好吗

你踏着暖暖晨光的年轮

携着淡淡夏雨后的清新

走进了美丽的三大校园

嗨 你好吗

你顺着悠悠岁月的流水

乘着缕缕新时代的微风

来到了21世纪的今天

从概念到关键词

从日常用法到发展

从古至今从中到外

从内展到外塑

你循循善诱深入浅出

从有教无类到三人为师

从性道教到以善先人

从长善而救其失

到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你说定论

说自我构建

你说人的发展规律

说最近发展区理论

从理论到实际

从讨论到绘画

从提问到互动

从图片到视频

你绘声绘色循序渐进

鸭子守恒三山

环境刺激感觉剥夺

论语荀子加德纳

多元智力个体差异

思维碰撞火花

智慧点燃激情

愿梦想课堂

遍布神州大地

愿寒门贵子

涌现中华民族

闻斯行诸？

嗨 你好吗？

愿你棱角分明

自在如风

嗨 你好吗？

愿你源源而来

积厚流光

【后记】
巴王故里 千山云叠

心灵洗礼 理论架构

不尽江流 巫峡苍茫

懂教善教 会教爱教

身负厚望 任重道远

学无止境 奋进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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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名校、探明路

恩施市沙地乡中心小学 C015项目学员彭苏秦

在中国共产党98岁生日这天，来自湖北部分小学的200名党支部书记，

齐聚美丽的三峡大学，开始了为期五天的培训。我以学生的身份，再次回

到母校，聆听母校的教诲，我感到无比荣幸。同时，也为母校稳步发展为

湖北省的一所名校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次培训，虽然时间短暂，但内容充

实，形式多样，既有专家的理论讲座，又有学员的分组交流，还有实地观

摩学习。通过这次培训，我进一步丰富了理论知识，更新了思想观念，清

楚地认识到学校党建工作的重要性，感受到自身工作还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通过培训，我受益匪浅，感触颇多。

一、培训内容接地气，针对性强，有指导意义

本次由三峡大学田家炳教育学院承办的“湖北省小学党支部书记党建

能力提升培训”，学校做了精心的准备和规划。在培训前通过问卷调查，

临时变更培训内容；从李太平教授讲授的《班级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到甘子东教授讲授的《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践行

者》，再到李素芹教授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一文化为视角》，从学员的

分组讨论到下学校进行观摩学习，无不是紧紧围绕但当前学校党建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误区、盲区进行解疑、释惑。拨开了学员心中的迷雾，

为学校的党建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铺就了一条稳步推进的阳光大道。

二、对学校党建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

以前，包括许多教师把党建工作和党务工作混为一团，认为党建工作

就是所有党员教师开开会，学习学习党的理论文件，开展一下每月的主题

党日活动就行了。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错误的认识。怎么发挥党建工作

的统领作用、战斗堡垒作用，思考得太少。通过学习，我提高了认识。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想，

“好校长”就应该是熟悉党建理论基础知识、熟悉业务，把师生的政治工

作放在首位的校长。“工程师”就应该是思想素质过硬，道德情操高尚，

专业知识扎实，有教育情怀的老师。学校要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必

须把党建工作放在首位，狠抓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和学生的思想品德建

设。党建工作常常被认为是务“虚”的工作，我觉得，这个“虚”要虚的

有水平，要虚出实效，要推动实践，我们的党建工作要紧密结合实际，探

索党建工作之路。

三、学校党建工作要同教育教学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与学员的交流讨论，通过到绿萝路小学的参观学习，使我懂得了

党建工作如何与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学校的工作要以教育

教学为中心，其中教育就是重要的方面，学校工作的对象是人，人是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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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所以，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我们要大力开展

师德师风建设，通过师德师风主题教育活动、自查自纠活动等形式，炼师

德、铸师魂，以《中小学德育指南》为蓝本，以《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为依据，以形式多样的活动为载体，狠抓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

培养学生的规范意识、规则意识，培养学生爱国主人精神。我们还要发挥

榜样的力量，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全体教师的健康成长，通过

开展一系列德育教育活动，培养学生积极健康地心理素养和优秀的道德文

化品质。

总之，这次培训针对性强，指导性高，理论联系实际，生动具体。对

我们基层党支部书记来说，试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今后，我们不仅要认

真反思学习所得，更要结合学校实际，大力开展党建工作，以党建工作为

龙头，找准切入点，服务教育教学，服务教师，服务学生，让学校的工作

再上一个新台阶！

主送：省项目办

抄报：教育厅教师处、三峡大学领导

抄送：各市县区教育局、三峡大学项目承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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