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目 录

一、党中央领导批示 ................................................................................................... 3

二、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 3

三、领导重视和表彰荣誉 ........................................................................................... 3

（一）各级领导高度重视 ................................................................................... 3

（二）本成果教学模式 3次入选教育部省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

............................................................................................................................... 5

（三）本成果核心课程荣获教育部继续教育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 6

（四）本成果荣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进入特等奖终评） ........... 6

（五）本成果获评北京高校继续教育高水平教学团队、特色专业 ............... 7

（六）本成果核心课程入选北京市高校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 8

（七）本成果核心成员荣获北京市脱贫攻坚个人记功、嘉奖 ....................... 8

（八）京疆学院荣获第八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 9

（九）京疆学院荣获北京市对口支援工作组织奖 ........................................... 9

四、成果鉴定 ............................................................................................................. 10

五、主要媒体报道 ..................................................................................................... 13

（一）《人民日报》报道首都师范大学京疆学院教育援疆工作 ................. 14

（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首都师范大学京疆学院教育援疆工作 ......... 14

（三）《光明日报》报道首都师范大学京疆学院教育援疆工作 ................. 15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报道首都师范大学京疆学院教育援疆工作 ............. 15

六、理论研究与经验推广 ......................................................................................... 16

（一）理论研究 ................................................................................................. 16

（二）经验推广 ................................................................................................. 26

七、对口支援新疆中小学教师培养情况 ................................................................. 28

八、对口支援新疆中小学教师职后培养方案 ......................................................... 29

（一）京疆学院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骨干教师培养方案 ............................. 29

（二）调研培养需求与论证培养方案 ............................................................. 34



2

九、线上教学 ............................................................................................................. 36

（一）“云跟岗”线上教学方案（节选） ..........................................................37

（二）“反转式云跟岗”指导过程 ......................................................................38

（三）“云跟岗”线上教学成果 ..........................................................................39

十、线下教学 ............................................................................................................. 40

（一）教学安排 ................................................................................................. 41

（二）师资队伍 ................................................................................................. 44

（三）教学过程 ................................................................................................. 45

十一、教学实践 ......................................................................................................... 60

（一）教学实践组织管理 ................................................................................. 60

（二）教学实践工作方案（2016—2019年） ................................................ 62

（三）教学实践基地建设情况 ......................................................................... 72

（四）教学实践成果 ......................................................................................... 74

（五）教学实践考核与总结 ............................................................................. 80

十二、考核评价 ......................................................................................................... 87

（一）多维考核评价 ......................................................................................... 87

（二）考核评价相关文件 ................................................................................. 94

（三）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骨干教师培训工作总结 ..................................... 95

十三、学员返岗工作掠影 ......................................................................................... 98



3

一、党中央领导批示

2014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首师大教育援疆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内地院

校都应像首师大一样用心用情培养新疆学生，进而增进民族感情，加

强民族团结。

首师大用心用情培养新疆毕业未就业大学生（新华社《国内动态

清样》第 3765期）

二、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2021年 2月 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首都师范大学京疆学

院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三、领导重视和表彰荣誉

（一）各级领导高度重视

2017年 9 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同志在北京市对口支援工作表彰大会上

听取了本成果第一完成人林广成所做典型经验汇报，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北京市对口支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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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调研首师大京疆学院援疆育人工作。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书记张春贤书记多次关心首师大援疆育人工作。

2014年 9月 17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首都师范大学主持召开用心用情做

好少数民族学生教育培养工作座谈会。传达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同志关于首师大

用心用情培养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重要批示，并组织与会相关省市教育厅及高校

学习宣传首师大援疆育人模式。会上鲁昕副部长对首师大少数民族学生教育工作

给予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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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成果教学模式 3次入选教育部省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

首都师范大学“创建援疆育人‘首师大模式’用心用情培养新疆少数民族教

师”项目成功入选“2018年省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并在排名中

位列第一。

首都师范大学“‘首都教育远程互助工程’助力和田地区教师国家通用语言

能力提升”项目成功入选“2020年第三届省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
并在排名中位列第二。“打造‘沉浸式云跟岗’模式，实现精准低耗高效教育帮

扶”项目成功入选“2022年第五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并在排名中位

列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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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成果核心课程荣获教育部继续教育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本成果重点课程“教育技术学概论”入选教育部继续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授课教师入选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课程负责人乔爱玲教授及教学团队

成员王陆教授、张增田教授、蔡春教授长期参与新疆教师培养工作。

（四）本成果荣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进入特等奖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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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成果获评北京高校继续教育高水平教学团队、特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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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成果核心课程入选北京市高校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七）本成果核心成员荣获北京市脱贫攻坚个人记功、嘉奖

2021年，首都师范大学获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脱贫攻坚”集体记大功；京疆学院王芳荣获记功奖励，沈晓非、张青琢、向于

峰荣获个人嘉奖（以上 4人均为本成果教学团队核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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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京疆学院荣获第八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2018年首都师范大学京疆学院获“第八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

（九）京疆学院荣获北京市对口支援工作组织奖



四、成果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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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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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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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媒体报道

京疆学院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助力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中发挥重要的示范

引领作用，被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北京广播

电视台等 20余家媒体重点报道 50余次，并被百度、头条、搜狐等多家新媒体持

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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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日报》报道首都师范大学京疆学院教育援疆工作

（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首都师范大学京疆学院教育援疆工作

央视“新闻联播”、“新闻 30分”、“纪录东方”等栏目先后 9次对京疆

学院工作事迹进行宣传报道。其中“朝闻天下”栏目以《走基层：一个特殊的援

疆任务》连续 5集对首师大教育援疆工作进行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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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明日报》报道首都师范大学京疆学院教育援疆工作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报道首都师范大学京疆学院教育援疆工作



六、理论研究与

经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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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理论研究与经验推广

（一）理论研究

1. 主持北京市“促进人才培养综合改革项目—教师职后培养”项目，北京市

智力支援“十四五”规划和“智力扶贫+扶志（扶智）模式”研究。

2. 第一完成人及团队积极围绕本成果开展理论研究，带领团队成员及专家

学者聚焦教育援疆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出版《教育援疆与教育乡村振兴专辑》，发表相关论文 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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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学成果第一完成人及团队通过发表论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

下对口援疆教师培训模式探究》系统梳理总结首师大京疆学院援疆育人模式，为

业内同行提供科研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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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完成人及团队将线上教学成果《“云跟岗”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

新疆和田地区幼儿园园长在线培训为例》发表于核心期刊《电化教育研究》，将

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成果《新疆维吾尔族双语课堂语码转换的类型、功能及影响因

素》发表于《语言文字应用》。

4. 第一完成人及团队完成《北京市教育扶贫支援典型案例选编》、《北京

市教育扶贫支援支教故事选编》、《北京市教育扶贫支援跟岗体会选编》以及《京

疆师生情——首都师范大学京疆学院学生学习生活实录》等援疆项目成果案例整

理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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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验推广

1．2011年 10月 25日，参加全国高校统战工作经验交流会暨第十六次高校

统战工作研讨会的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和23所高校的统战工作主

管领导及职能部门领导莅临我校观摩指导。

2. 2014年 9月 17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首都师范大学主持召开用心用情

做好少数民族学生教育培养工作座谈会。组织与会相关省市教育厅及高校学习宣

传首师大援疆育人模式。

3. 2014年 9月 25日下午，北京市支援合作办、北京市教委在首都师范大学

召开“用心培养民族学生，用情系牢团结纽带”——学习贯彻中央领导批示精神座

谈会。北京市各区县教委代表及部分中学代表参加会议，共同学习首师大教育援

疆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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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首都师范大学“创建援疆育人‘首师大模式’ 用心用情培养新疆少数民

族教师”项目入选“2018年省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根据教育部

要求制作宣传推广视频。

5. 2019年 6月 14日，教育部“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骨干教师培训项目”总结

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中央统战部、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新疆教育厅、北京市

委统战部、北京市扶贫办、北京市教委以及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天津

师范大学相关领导和代表参加会议，总结交流首师大教育援疆经验。

6. 本成果核心教学团队出版《幼儿园园长关键能力必修课》等 5本“幼儿园

教师分层分类分岗专业成长”系列培训教材，为和田地区 241所幼儿园进行推广。



七、对口支援新疆中

小学教师培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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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口支援新疆中小学教师培养情况

京疆学院成立十年以来，共培养新疆教师 2313名，其中 97%来自南疆四地州。

图 1 对口支援新疆中小学教师职后培养规模

图 2 对口支援新疆中小学教师职后培养学员来源地区分布

图 3 对口支援新疆中小学教师职后培养学员民族分布



八、对口支援新疆中

小学教师职后培养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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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口支援新疆中小学教师职后培养方案

（一）京疆学院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骨干教师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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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培养需求与论证培养方案

1. 京疆学院先后 37次组织专家赴受援地调研教师培养需求，赴兄弟院校交

流培养经验。

2. 聘请校内外专家组建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培养方案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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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线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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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线上教学

京疆学院积极推动教育援疆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

探索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教育援疆新路径。依托首师大“双优云桥”大数据平台，探

索并实践了“沉浸式”同步学习、“反转式”跟岗实践等线上培养模式。

“沉浸式”同步学习 通过“云端”走进首都优质中小学和幼儿园，将入校跟

岗的学习内容转化为线上“云跟岗”的方式实施，通过交流访谈、听课评课、教学

研讨、经验分享、观摩活动等方式，参训学员领略、体验高水平的学校特色文化、

教育管理、教学设计和学生活动，学习先进做法与典型经验，聚焦迫切需要解决

的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问题，共同探索解决思路与行动改进方案，完善教学与

管理的理念和行为，全面提高参训教师的专业水平与工作能力。

“反转式”跟岗实践 为每位参训学员安排一对一导师与学生助教，形成“学员

+导师+助教”的学习共同体，由在京实践基地学校导师利用线上手段反向追踪学

员在本单位教学实践的实时情况，并给予针对性的帮扶和指导，让学员将学到的

方法或理论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反复实践并进行反思，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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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跟岗”线上教学方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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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转式云跟岗”指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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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跟岗”线上教学成果

1. 通过“云跟岗”培训为参训学员派出学校打造“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示

范实践基地”，开展线上教学及科研指导。

2. 搭建在线学习平台，开放线上课程资源 35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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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跟岗”参训学员考核评价及项目总结。

“云跟岗”线上教学模式三次入选教育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



十、线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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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线下教学

（一）教学安排

1. 构建“5F+L”少数民族教师职后培养课程模块（涵盖理想信念教育、学科

专业教育、职业素养教育、通识教育、实践技能教育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升）。

实施思想帮扶贯穿培养育人全过程、精准施教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国家通用语

言应用能力提升贯穿学习生活全过程、系统塑造贯穿教师职业发展全过程的培养

方式，践行“用心用情 志智双扶”培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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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8—2019学年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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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队伍

1. 专家团队

姓名 专家简介 主要工作

孟繁华 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导 开展通识教育讲座

张 雪 首都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研究员 开展党建思政讲座

宫辉力 首都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导
培养方案设计、培训平台搭建、

培训机制创新

周建设 首都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导 教学方案设计、师资队伍组建

杨志成 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研究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解读

徐志宏 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导 理想信念教育十九大解读

李中奇 首都师范大学原纪委书记，高级政工师 开展党建思政讲座

王德胜 首都师范大学美育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教学方案设计、师资队伍组建

王海燕 首都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教授 培训方案设计论证

石 鸥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导 开展职业素养讲座

苗东霞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

教授，博导
国家通用语言方案设计论证

沈 洁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特级校长、特级教师
教学实践方案设计及实习导师

阮翠莲
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原校长，

兼党委书记，特级教师
教学实践方案设计及实习导师

宋继东 海淀实验小学校长，特级校长，正高级 教学实践方案设计及实习导师

李红莲 良乡第三小学校长，特级校长，正高级 教学实践方案设计及实习导师

刘长明 北京景山学校小学语文特级教师 开展职业素养讲座

王建平 首师大学前教育学院原院长，教授 出版培训相关教材

王异芳
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院长、

附属幼儿园园长，教授
教学实践方案设计及实习导师

冯惠燕
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原园长，特级教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教学实践方案设计及实习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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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团队

教学团队 负责人 团队核心成员

理想信念教育课程

教学团队

林广成，首都师范大学继

续教育学院与京疆学院

党总支书记

王洪波，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韩华，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导

贺玉山，首都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原部长、学员班主任

学科专业教育课程

小学语文教学团队

崔嵘，首都师范大学初等

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导

陈薇，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

宋继东，海淀实验小学校长、特级校长、正高级

杨红兵，北京市石景山区教研员、特级教师

学科专业课程

初中数学教学团队

朱一心，首都师范大学数

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导

郭树林，北京市大兴区教研员、特级教师

高虹，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高级教师

苏怀堂，北京市大兴区教研员、特级教师

学科专业课程

初中化学教学团队

冯晓颖，首都师范大学教

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导

李丽萍，首都师范大学化学系教师

王进，北京市房山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

刘刚，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高级教师

职业素养教育课程

教学团队

刘慧，首都师范大学初等

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

导

苏寄宛，首都师范大学教师工作部部长、教授

王建平，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原院长、教授

张志坤，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通识教育课程

教学团队

沈晓非，首都师范大学京

疆学院副院长

宁国华，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

杨桦，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姚建华，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能力提升课程

教学团队

苗东霞，中央民族大学中

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

院教授、博导

惠天罡，首师大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白斯达，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专业汉语系主任

齐军华，北京语言文字测试中心常务副主任

（三）教学过程

1. 理想信念教育

（1）党建思政与时政学习专题

序号 学习专题 主要内容

1 组建临时党支部
定期开展党组织生活，佩戴党徽，规范开展“三会一课”，开展“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

2 党课学习 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

3 主题党日活动

重温入党誓词，参观西柏坡纪念馆、香山革命纪念馆、抗日战争纪

念馆、改革开放 40年成就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成

就展等

4 专题政治学习
收看新闻联播，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学习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及

历届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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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新疆学员重温入党誓词，参观天安门、西柏坡纪念馆、改革开放 40年
成就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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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专题

序号 学习专题 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组织学习研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

要论述

举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专题

讲座

3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
学习全国教育大会、全国思政大会会议精神等

4 组织开展读书与研讨 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用典》等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志成为新疆学员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组织新疆学员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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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团结教育专题

序号 学习专题 主要内容

1 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参观天安门看升旗，参观国家博物馆，登长城，参观天

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北戴河“海与沙”主题教

育活动

赴北戴河开展“新时代，新青年，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绽放青春”社会实践

3 开展文化活动 组织国庆、中秋、元旦联欢会和结业文艺演出

4 开展社区共建 团结湖街道文化馆参观，卢沟桥街道“一带一路”文化节

5 开展首都文化考察
参观科技馆、2022年冬奥组委教育基地、长城汽车制

造厂、奥林匹克广场、国家大剧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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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科专业教育

序号 学科专业教育课程 授课教师

1 小学语文教材教法 马长燕

2 小学数学教材教法 曾小平

3 小学科学教材教法 徐 燕

4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教法 钟晓琳

5 小学音乐教材教法 黄爱华

6 班主任理论与实践（小学班级管理） 唐延延

7 小学信息技术教材教法 李云文

8 小学语文案例分析与教学设计 崔 嵘

9 小学语文教师专业发展 陈 薇

10 小学语文教师核心素养 杨红兵

11 小学语文专业用语及教学语言规范 白斯达

12 小学语文学科试卷分析 陈 薇

13 初中语文教材教法 赵长索

14 初中数学教材教法 崔淑霞

15 初中化学教材教法 冯晓颖

16 初中物理教材教法 高国斌

17 初中政治教材教法 滕秋颖

18 初中历史教材教法 曹小文

19 初中地理教材教法 林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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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班级管理理论与实践 蒋建华

21 中学数学案例分析与教学设计 苏怀堂

22 中学化学案例分析与教学设计 王 进

23 初中数学教师专业发展 高 虹

24 初中化学教师专业发展 刘 刚

25 初中化学实验能力提升 李丽萍

26 初中数学教师核心素养 郭树林

27 初中数学专业用语及教学语言规范 刘 薇

28 初中化学专业用语及教学语言规范 张 桐

29 青少年心理发展 李文道

30 幼儿心理发展 刘肖岑

31 幼儿卫生与保健 高维华

32 幼儿园课程设计与实施 李 莉

33 学前教育评价 刘 昊

34 幼儿园游戏的组织与指导 严 冷

35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张 征

36 学前教育学 于开莲

37 幼儿园游戏理论与实践 严 冷

38 幼儿歌曲演唱 姚建华

39 幼儿舞蹈 白国芬

40 幼儿美术 宁国华

序号 学科专业教育讲座 主讲人

41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王化英

42 小学教师的数学修养 孙锡霞

43 古诗教学的原则与案例分析 王 冰

44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语文课堂教学研究 杨红兵

45 汉字学基础与识字教学 孙建龙

46 统编教材文本解读 陈 薇

47 统编教材中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开展 崔增亮

48 统编教材中写作教学的观念与策略 李 红

49 数与运算的基本原理（小数与分数） 刘 娟

50 素养导向下的数与运算教学 郭树林

51 数与运算的教学艺术 姚 颖

52 数学的人文性与教育性 曾小平

53 从核心素养到关键经验——对新时期幼儿教师美术素养的思考 房 婓

54 全面、有效提升幼儿园管理 王异芳

55 幼儿园质量评价 李 莉

56 幼儿园绘本艺术创作概说 宁国华

57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解读 李相禹

58 幼儿语言发展关键经验学习与指导 余珍有



52

学科专业教育师资团队为新疆学员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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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业素养教育

序号 职业素养教育课程 授课教师

1 教育心理学 邢淑芬

2 教学导论 丁永为

3 教育学概论 蔡 春

4 德育原理 张志坤

5 德育实践论 李 敏

6 教师职业道德 刘峻杉

7 应用文写作 许 欣

8 微课程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苏怀堂

9 教学实践反思与指导 张文亚

10 课件制作 陈 敬

11 板书设计与书写 宁国华

12 教案写作与案例分析 李卫英

13 学科教法 陈育丹

14 散文名篇阅读与欣赏 刘士红

15 教育学基本原理 沈蕾娜

16 计算机应用 吴立峰

17 多媒体应用 朱永海

18 教育技术学概论 乔爱玲

19 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马长燕

20 板书设计与书写 宁国华

21 教师命题能力提升训练 郭树林

22 教师语言表达与实践 方欣欣

序号 职业素养教育讲座 主讲人

23 教育教法课导论 张景斌

24 教学设计：基于脑科学的研究 俞 劼

25 从深度学习视角看一节好课 柏春庆

26 “教学评”一体化视域下的说课 王化英

27 问题分析与教学案例的撰写 马长燕

28 教育教学能力提升与实践 沈晓非

29 教育最终为了学生 曾军良

30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与实践 张连永

31 教育信息化能力提升 宋 宇

32 新一轮教育信息化改革的着力点——混合教学 王函石

33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新发展 李云文

34 核心素养引领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石 鸥

35 教师的六种语言 刘长明

36 对话教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课堂探索 张增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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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学校特级教师刘长明做讲座 国家级教学名师石鸥做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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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识教育

序号 通识教育课程 授课教师

1 中国人文地理 曹温庆

2 体育 王永伟

3 中华文明概览 董增刚

4 中华历史与文化 杨 桦

5 音乐鉴赏 姚建华

6 中外美术鉴赏 宁国华

7 中华文化素养提升—书法 宁国华

8 中华文化素养提升—中国画 杨兆舜

9 中华文化素养提升—诗词朗诵 姚建华

序号 通识教育讲座 主讲人

10 国际教育新理念—转变教育发展范式 孟繁华

11 “从经验总结”到“学术论文” 蔡 春

12 师者风范：教师礼仪的理解与实现 张志坤

13 教师的理论意识与专业发展 张景斌

14 北京历史文化漫谈 刘洪利

15 后疫情时代生命教育的凸显 刘 慧

16 中小学生正向心理发展与教师对策 王 玥

17 播下书香的种子，让孩子幸福一生 张玫玫

18 塑和谐身心、展教师风采 杨芷英

19 中国古诗词名作鉴赏 姚建华

20 中国书法名家鉴赏 宁国华

首师大党委书记孟繁华为新疆学员做通识讲座 心理素质指导专家杨芷英做通识讲座

首师大教育学院院长蔡春为新疆学员做讲座 新疆学员在中华传统文化课上学习书写毛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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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践技能教育

实践技能教育内容详见第 60页“十一、教学实践”。

6. 国家通用语言提升教育

序号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升课程 授课教师

1 MHK考试口语辅导 汪大昌

2 MHK考试阅读辅导 李文华

3 MHK考试写作辅导 郭彩琴

4 正音与书写专项提升训练 范 菲

5 阅读与朗读能力专项提升训练 杨玉玲

6 语言表达能力专项提升训练 郝云龙

7 写作能力专项提升训练 张 桐

8 语言表达与实践 关琳琳

9 应用文写作与实践 李卫英

序号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升讲座 主讲人

10 MHK三级考试辅导 马思宇

11 MHK四级考试辅导 苗东霞

12 MHK应考策略和考试模拟专项训练 惠天罡

13 MHK考试口语能力提升专项训练 高洁琼

14 MHK考试听力能力提升专项训练 许 欣

15 MHK考试口语表达能力提升专项训练 赵 硕

16 MHK考试学习概论 姚佳兴

17 普通话水平测试辅导 赵 晴

18 普通话水平测试专题培训—考试与教材解读 齐军华

19 普通话水平测试专题培训—学习方法与学习能力提升 李赫宇

20 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指导下如何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沈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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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升教学模式

组织首师大学生帮扶新疆学员学习普通话

组织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专项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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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少数民族学员普通话水平测试通过率分析

新疆少数民族学员普通话水平测试通过率折线图

新疆学员在京培养期间取得的普通话水平测试证书



十一、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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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学实践

（一）教学实践组织管理

1. 关于协调海淀区、房山区教委组织“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双语骨干教师

培训班”学员实训工作的函（以 2016年为例）



61

2. 教学实践协调会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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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实践工作方案（2016—2019年）

1. 2019年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骨干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与实践工作落实

方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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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2018年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骨干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与实践工

作落实方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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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实践基地建设情况

1. 教学实践基地学校

序号 京疆学院教学实践基地 序号 京疆学院教学实践基地

1 良乡二中 35 西潞中心幼儿园

2 良乡三中 36 长阳镇中心幼儿园

3 良乡四中 37 长阳第二幼儿园

4 北潞园学校中学部 38 长阳第三幼儿园

5 昊天外国语学校中学部 39 长阳第四幼儿园

6 首师大附属中学实验学校中学部 40 北京第四幼儿园长阳祥云街分园

7 良乡中学 41 北京第四幼儿园长阳国际花园分园

8 北京实验学校 42 首师大附属幼儿园

9 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 43 首师大附属幼儿园八里庄分园

10 首师大附中 44 丰台第二幼儿园葆台园

11 首师大二附中 45 丰台区花城幼儿园分园

12 海淀实验中学 46 丰台区丰台第五幼儿园

13 北理工附中 47 丰台区丰台第四幼儿园

14 玉渊潭中学 48 丰台区丰台第六幼儿园

15 良乡小学 49 丰台区丰台第一幼儿园

16 良乡二小 50 丰台区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

17 良乡三小 51 丰台区第一幼儿园民族园

18 良乡四小 52 丰台区第一幼儿园西局园

19 首师大附属中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53 丰台第二幼儿园（东园）

20 首师大附属房山小学 54 丰台第三幼儿园

21 良乡中心小学 55 丰台第二幼儿园（西园）

22 昊天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56 丰台第六幼儿园（三环新城园）

23 花园村第二小学 57 青塔第二幼儿园

24 首师大附小 58 丰台区长辛店第一幼儿园

25 海淀实验小学（阜成路校区） 59 丰台区长辛店第一幼儿园陈庄园

26 北京实验学校小学部 60 宛平幼儿园

27 海淀实验小学（花园村校区） 61 总后六一幼儿园

28 车道沟小学 62 航天华盛幼儿园

29 六一小学 63 北戴河蔡各庄小学

30 良乡中心幼儿园 64 北戴河海北路小学

31 良乡幼儿园 65 北戴河育花路小学

32 良乡第二幼儿园 66 北戴河一中

33 良乡第三幼儿园 67 北戴河海北路小学附属幼儿园

34 良乡第四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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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实践基地指导教师参与情况（以 2016年为例）

单位：人

教学实践

学校所属

区县

学

段

序

号
教学实践学校

2016年 3月 15
日至 4月 22日

学员人数

2016年 4月 25
日至 6月 8日

学员人数

学校参与指

导教师人数

海淀区

中

学

1 首师大附中 5 6 11

2 首师大二附中 8 6 15

3 海淀实验中学 7 6 14

4 北京实验学校初中部 5 6 10

5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实验学校
5 5 33

小

学

1 海淀区八里庄小学 5 5 23

2 花园村二小 6 5 12

3 海淀实验小学 6 6 4

4 首师大附小 6 6 10

房山区

中

学

1 良乡二中 6 7 35

2 良乡三中 6 7 10

3 良乡四中 6 6 5

4 北潞园学校 6 5 11

5 昊天学校初中部 5 5 5

小

学

1 良乡小学 5 5 13

2 昊天学校小学部 5 5 4

3 良乡四小 6 6 2

4 良乡中心小学 6 6 43

合计 104 103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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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实践成果

1. 学员教学实践手册（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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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员教学实践“北京课堂一课试讲”成果

（1）优秀学员“北京课堂一课试讲”教学设计案例

初中数学专业——买力卡·司马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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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专业——布尔汗·艾合麦提

初中数学专业——艾吉古力·艾克力

初中数学专业——艾吉古力·艾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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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专业——热依汗古丽·艾尼

小学语文专业——拉扎提·沙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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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实践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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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实践考核与总结

1. 教学实践考核鉴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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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实践优秀学员表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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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实践优秀学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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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实践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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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学实践新闻报道



十二、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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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考核评价

（一）多维考核评价

1. 学员结业论文

（1）学员优秀结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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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员优秀论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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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员成绩单

3. 党员组织生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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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业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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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优秀学员推荐审批表

6. 学员结业证书、优秀学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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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评价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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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骨干教师培训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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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学员返岗

工作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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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学员返岗工作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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