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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式课题新疆农二师 2012 年 10 月课题指导简报 

2012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2 年 10 月 17 日，“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探索试验”北师

大总课题组贺平博士、张媛媛老师、王赫男老师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的 21 所试验学

校和华山中学进行了本学期的第 2 次培训及听评课研讨指导工作。 

根据总课题组的安排，新疆农二师教研室、华山中学及各试验学校进行了充分的协调准

备， 本次指导总共听取了团场学校 24 位教师的 24 节课，及华山中学 23 位教师的 23 节课。

并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对华山中学初中部全体教师进行了信息化教学设计培训，随之进行

了文理各科的集体备课，及教学设计修改工作。另外，针对 223 团双语及维母语教学的集体

教研的特殊需求，开展了双语、汉语、维语、英语组的集体备课及教学设计修改。 

本期工作重点： 

1、团场学校听课研讨； 

2、华山中学小学部听课研讨； 

3、华山中学中学部听课研讨； 

4、培训与集体备课。 

一、团场学校听评课 

为了全面了解当前团场学校的语文、英语学科的课题进展情况，2012 年 10 月 10、11

日及 15、16 日，课题组及农二师教研室分别在 28 团梨华中学、24 团中学、223 团中学、21

团中学、33 团中学进行了听评课研讨。参与此次指导的人员有：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团队

贺平博士、张媛媛老师、王赫男老师，农二师教研室张利主任、语文教研员李芬老师、英语

教研员渠丽萍老师及各团场学校领导和课题教师。本次指导总共听了语文、英语 24 位教师

的 24 节课，并开展了集体研讨活动。各片区听课安排如下： 

28 团梨华中学听课研讨安排如下： 

节次 科目 年级 任课教师 所在学校 

上午 
第一节 英语 四年级 毕晓玲 三建中学 

第二节 语文 三年级 白欣荣 三建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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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语文 三年级 陈娟 30团 

第四节 语文 三年级 杨清华 28团 

下午 评课研讨活动 

24 团中学听课研讨安排如下： 

节次 科目 年级 任课教师 所在学校 

上午 

第一节 
语文 三年级 赵洪燕 24团 

英语 二年级 宫秀华 24团 

第二节 语文 三年级 刘锦凤 26团 

第三节 
语文课评课研讨 

英语课评课研讨 

223 团中学听课研讨安排如下： 

节次 科目 年级 任课教师 所在学校 

下午 

第一节 双语课 二年级 阿里亚 223团 

第 2-5节 
贺平博士点评双语课 

汉语、双语、维语、英语教师集体备课 

21 团中学听课研讨安排如下： 

节次 科目 年级 任课教师 所在学校 

上午 

第一节 
语文 一年级 李雪莲 21团 

英语 三年级 袁丽 27团 

第二节 
语文 二年级 姚妮 27团 

英语 一年级 张兰 21团 

第三节 
语文 三年级 何茵 21团 

英语 二年级 韩玥 25团 

第四节 语文 一年级 沈春华 25团 

下午 
语文课评课研讨 

英语课评课研讨 

33 团中学听课研讨安排如下： 

节次 科目 年级 任课教师 所在学校 

上午 

第二节 

语文 一年级 汪霞 33团 

语文 三年级 王萍 31团 

英语 三年级 何丽佳 32团 

第三节 

语文 一年级 李燕玲 34团 

语文 三年级 张长英 35团 

英语 二年级 罗燕会 33团 

第四节 语文 二年级 秦秀玲 36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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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 三年级 秦兰 32团 

英语 三年级 张俊玲 31团 

下午 

语文低年段评课研讨 

语文三年级组评课研讨 

英语组评课研讨 

听课研讨活动部分照片如下： 

   

三建中学毕晓玲老师在上课                三建中学白新荣老师在上课 

   

30 团陈娟老师在上课                   28 团杨清华老师在上课 

  

24 团宫秀华老师在上课               26 团刘锦凤老师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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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团双语阿里亚老师在上课                 31 团王萍老师在上课 

  

21 团李雪莲老师在上课                27 团姚妮老师在上课 

  

21 团何茵老师在上课                25 团沈春华老师在上课 

  

27 团袁丽老师在上课                  21 团张兰老师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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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团韩玥老师在上课              32 团何丽佳老师在上课 

  

33 团罗燕会老师在上课                 31 团张俊玲老师在上课 

  

总课题组贺平博士在听课             农二师教研室李芬老师在听课 

  

课题组张媛媛老师在听课               28 团梨华中学评课研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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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团中学语文评课研讨现场              21 团中学英语研讨现场 

    

33 团语文三年级场研讨现场                33 团英语场研讨现场 

    

课题组贺平博士在评课                课题组王赫男老师在评课

  

教研室张利主任在 33 团评课           教研室李芬老师在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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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二师教研室张利主任在讲话          教研室渠丽萍老师在评课 

本次听课研讨活动反映出第一批进入课题的 9 所学校课题实施已经相对成熟，成果也较

为显著，不仅教师教学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学生的能力也有了很大进步；第二批加入

课题的 12 所团场学校显示出了不同的层次，有的集体教研与集体备课进行相当扎实，效果

也十分明显，学校、教师和学生层面均提升较大，教学常规落实得也较为扎实，如 21 团中

学，学校的集体教研氛围非常好，整体上教师的教学水平都显示出了较高水平。当然，像

21 团这样开展课题较好的第二批团场学校还有许多，希望其他学校（不管是硬件还是师资

上均有些困难的学校）也要克服困难扎扎实实开展好教学常规工作，在深入理解跨越式课题

语文和英语的理念基础上，将之实践于日常教学。同时，鼓励课题教师充分利用学习元平台

开展网络教研，常与总课题组教师做好沟通和交流。教学成果不会一蹴而就，需要我们日积

月累才会见到各个层面的进步。 

二、华山中学小学部听课研讨 

跨越式课题在华山中学小学部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另外也有部分新课题教师加入。鉴

于华山中学小学部教师的不同层次，课题组及华山中学领导于 2012 年 10 月 12、15、16 日

在华山中学小学部进行了听评课研讨活动，参与此次指导的人员是：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团

队贺平博士、张媛媛老师，华山中学小学部张文志主任、齐红玲主任及学科教师。本次指导

过程中分学科分年段听取 12 位小学教师的 12 节课，其中有 9 节为语、数、英三科老课题教

师的课，另外 3 节为推门听课。听课安排如下表所示： 

10 月 12 日听课安排如下： 

节次 科目 年级 任课教师 所在学校 

上午 第一节 语文 四年级 武红欣 华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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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语文 四年级 葛文珍 华山中学 

第三节 语文 四年级 刘海霞 华山中学 

第四节 英语 五年级 李静 华山中学 

下午 

第五节 英语 六年级 于婧 华山中学 

第六节 英语 三年级 闫建荣 华山中学 

第八节 
语文三节分解子目标评课研讨 

英语三节课的评课研讨 

10 月 15 日听课安排如下： 

节次 科目 年级 任课教师 所在学校 

上午 

第一节 数学 四年级 代婷 华山中学 

第二节 数学 二年级 孙娜娜 华山中学 

第三节 数学 三年级 郑亚菊 华山中学 

下午 第 7、8 节 数学学科评课研讨活动 

10 月 16 日听课研讨安排如下： 

节次 科目 年级 任课教师 所在学校 

上午 

第一节 语文 一年级 陈沛文 华山中学 

第二节 语文 二年级 程自强 华山中学 

第三节 英语 二年级 葛兰英 华山中学 

下午 第四节 评课研讨活动 

华山中学小学部部分照片如下： 

  

华山中学武红欣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葛文珍老师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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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中学刘海霞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李静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于婧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闫建荣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郑亚菊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代婷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孙娜娜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陈沛文老师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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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中学程自强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葛兰英老师在上课 

  

同学们开展小组合作               同学们在进行打写练习 

  

课题组贺平博士在听课                课题组张媛媛老师在听课 

  

华山中学张文志主任在听课              课题组贺平博士在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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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部评课研讨现场 

本次华山中学小学部的听课活动反映出有几年经验的课题教师的教学水平已经达到相

当不错的水平，那么就需要老师们在把握跨越式教学理念的基础上，灵活把握环节，并大胆

创新，以及在情境、文化、总结提升等方面拓宽视野进一步提升，争取让自己的教学再上一

个台阶。新加入的课题教师则需要深入理解跨越式的理念， 并把握教学模式，坚持在实践

中探索。华山中学小学部跨越式课题已经十分成熟，那么接下来做好老课题老师带动新课题

教师，实现学校内部循环可持续发展。同时，也鼓励各阶段课题教师充分利用学习元平台开

展网络教研，经常与总课题组教师、其他学校试验教师进行沟通和交流，以促进自身更好更

快成长。 

三、华山中学初中部听课研讨 

如今，跨越式课题在华山中学初中部初一、初二 8 个学科中全面展开。鉴于华山中学初

中部的许多教师刚刚接触跨越式课题，因此本次指导华山中学初中部是课题组工作的重点之

一，鉴于初中部课题教师的层次不同，课题组及华山中学领导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17 日

在华山中学初中部进行听评课研讨，参与此次指导的人员是：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团队贺平

博士、张媛媛老师、王赫男老师，华山中学初中部郑立民主任、蔡萍主任及所有学科教师。

本次指导活动总共听取了初一、初二 8 个学科 11 位教师的 11 节课。听课安排如下： 

10 月 15 日听课安排如下： 

节次 科目 年级 任课教师 所在学校 

上午 第四节 英语 七年级 摆颖 华山中学 

下午 

第五节 历史 八年级 朴爽 华山中学 

第六节 数学 八年级 周延励 华山中学 

第 7、8 节 评课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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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听课安排如下： 

节次 科目 年级 任课教师 所在学校 

上午 

第一节 初中思品 七年级 叶春秀 华山中学 

第二节 
初中语文 八年级 史红敏 华山中学 

初中数学 七年级 赵梓彤 华山中学 

第三节 
初中英语 七年级 郭雪 华山中学 

初中历史 七年级 徐媛 华山中学 

第四节 初中地理 七年级 杨海 华山中学 

第四节 

第五节 
初中物理 八年级 付建成 华山中学 

初中语文评课研讨 

第六节 
初中生物 七年级 朱海鑫 华山中学 

初中英语评课研讨 

第七、八

节 

初中理科数学、物理、生物评课研讨 

初中文科思品、历史、地理评课研讨 

听课及研讨活动部分照片如下： 

  

华山中学周延励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朴爽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叶春秀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史红敏老师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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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中学郭雪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杨海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赵梓彤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徐媛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付建成老师在上课             华山中学朱海鑫老师在上课 

  

课题组贺平博士在听课                课题组老师与语文教师们在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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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贺平博士在评课                 课题组王赫男老师在听课 

   

初中英语组评课研讨现场          初中政史地评课研讨现场

 

华山中学初中部理科组研讨现场 

 

课题组王赫男老师在评课 

从此次听课研讨活动可以看出，华山中学的教师基本素质及学科教学能力很强，从跨越

式课题角度来说，部分学科教师在跨越式理念上已经基本到位，也有的学科教师已经渐入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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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集体备课氛围越来越好，从这次指导活动中可以感受到华山中学初中部跨越式课题越来

越好的势头。跨越式课题在华山中学初中部开花结果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包括学校领导的

引领和支持、跨越式总课题组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各学科课题教师们的携手奋进！ 

同时，也鼓励各学科课题教师充分利用学习元平台开展网络教研，常与总课题组教师、

其他学校试验教师进行沟通和交流，以促进自身更好更快成长。 

四、培训及集体备课 

根据 2012 年 9 月份及 10 月份提交的教学设计情况，课题组安排了此次华山中学初中部

的培训、集体备课及教学设计修改活动，以及 223 团的集体备课活动。 

针对上次指导反馈出的情况，课题组在本次指导中加入了华山中学初中部的信息化教学

设计的培训活动，2012 年 10 月 16 日下午课题组贺平博士对华山中学全体初中教师进行了

培训。参与此次培训的有华山中学初中部郑立民主任、蔡萍主任及各学科课题教师。贺平博

士对教学设计的八大模块进行了讲解，随后各学科课题教师开展了集体备课。 

华山中学初中部培训及集体备课部分照片如下： 

 

华山中学郑立民主任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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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贺平博士培训信息化教学设计 

 

初中部的老师们在参加培训 

 

初中部的老师们在集体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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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部的老师们在集体备课 

 

初中部的老师们在集体备课 

 

初中部的老师们在集体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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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部的老师们在集体备课 

 

初中部的老师们在说课 

 

初中部的老师与课题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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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华山中学初中部的教学设计培训和集体备课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后续课题工作的

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希望学校加强初中部课题教师集体备课，创设良好的集体教

研氛围，推动学校教研和教学的深入长远发展。 

另外，针对 223 团双语及维母语教学的集体教研的特殊需求，2012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在 223 团中学开展了双语、汉语、维语、英语组的集体备课及教学设计修改。 

223 团集体备课及教学设计修改部分照片如下： 

 

课题组贺平博士组织 223 团教师集体备课 

 

223 团维语老师阿米娜老师在说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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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团的老师们在集体备课 

   

课题组贺平博士在点评教学设计方案    课题组张媛媛老师在点评教学设计方案 

集体备课后，教师们普遍认为此次活动对自己的教学具有实际意义，而想要实现教师教

学水平显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显著改善，教师们的集体备课、集体教研及教学设计方案的

认真撰写则是其助推力量。所以，希望学校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抓好抓紧今后的学校课题教

师的集体备课及教学设计方案的撰写工作，并充分利用学习元平台，与北师大总课题组教师

及其他学校的课题教师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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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后续工作安排 

本次的培训和听评课指导给课题教师带来了一定的收获，跨越式搭建了一个教师交流和

学习的平台，希望试验教师们能在这个交流平台上互相促进，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式团队的

中流砥柱，成为学科教学的精英力量。 

接下来请各位教师将各自详细的教学设计方案传至学习元平台，以便更好的交流和共

享。今后跨越式课题组着力推动基于学习元平台的网络教研，以研究促学校和教师的长足发

展，希望各校领导和课题负责人做好督促及硬件支持工作，课题教师按照要求在每月 20 日

前提交至少一份教学设计方案的学习元到学习元平台的自己学校当月的知识群下，若当月有

课题组现场听课，请各位教师在听课前一周发至学习元平台里。 

制作人：张媛媛 

2012 年 10 月 22 日 

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探索试验总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