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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旗教授讲话 

冯瑞副教授讲话 学员代表讲话 许登云老师讲解日程安排 

 

2013 年“国培计划”——山西省骨干教师 

初中体育培训开班典礼 

9 月 16 日上午在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阶一教室举行“国培计

划”—山西省农村初中体育教师短期集中培训开班典礼。体育学院

党委书记李学刚老师，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郑旗教授，体育

学院副院长王彤教授，教务科科长冯瑞副教授，教务科实践教学办

公室许登云老师，培训班班主任胡奇老师等参加了开班典礼，开班

典礼由教务科科长冯瑞副教授主持。 

开班典礼上院长郑旗致欢迎词，对国培学员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首先讲解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教师节”向广大教师发出慰问信上提出的“三个牢固树立”，

其次介绍了我院在教学训练和科研方面的主要成果，第三说明了

“国培计划”的重要性和培训目标，鼓励培训学员树立起完成国培研

修任务的信心，要求学员认真完成研修任务。随后学员代表做了发

言，发言中充满了对本次培训热切地期待，并表示一定努力学习，

提高专业素质，掌握技能，在学习中相互交流，不断提高，共同进步，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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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任务，为在工作岗位上起到“种子”和引领示范作用打好基础。最后，许登云老师向学员介

绍了本次培训的内容与安排，并对学员在培训期间各种行为规范提出了要求。 

开班典礼结束之后全体培训学员和领导教师在体育学院教学楼前合影。 

 

 

 

      

 

       
 

 

9 月 16 日上午，班主任胡老师在破冰之旅活动中，引导学员们击掌相互认识，并选出了

新一期班委。本次培训在热烈的掌声与欢声笑语中扬帆起航。 

     

班会报到  “破冰之旅” 

学员报到  做好后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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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晓红简介 

朱晓红，太原市进山中学体育特级教师。曾被授予“山

西省教学能手”、“太原市教学名师”、“高水平骨干教师”、“太原

市学科带头人”、“田径国家级裁判”，还被太原市政府授予“优

秀教师”称号，连续多年担任太原市中小学田径运动会总裁

判长。 

 

理解体育本质  立体育教学安全机制 

———— 听朱晓红老师讲座有感 

十六日下午朱晓红老师带领大家研讨了体育教

育的本质，提出了体质锻炼是体育教学的本质，并依据这一本质告

诉大家体育教学要以安全为第一要务，健康为第一理念。朱老

师以拉家常的口吻，从农村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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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出发，分析了体育教学安全的重要性并提出几点意见：1.长期进行安全教育；2.设立新

生健康问卷调查机制，家长签字；3.做好热身运动与放松练习；4.场地器材布置要合理，课

前要检查场地器材；5.组织严密，精力集中，不做剧烈运动；6.做好保护与帮助；7.简化教

材，区别对待学生。 

之后朱老师还深入浅出，教导大家如何做一个好体育老师。学员们听后反响非常强烈，纷

纷表示要将这些经验之谈带回去，在自己的家乡推广开来。 

  

  

  

 

                 

 

（1） 

长治市长治县第六中学校    姓名：秦志伟    

学员编号：GP13020337    9月 16 日 

我有幸参加了 2013 年度的国培计划，

他给了我新的思维和视野，让我和这次来的

每位老师对教师这一行以及教师本身都有

了重新的审视和定位。特别是今天上午听了

郑旗教授对今后教师及教育形式的分析。朱

晓红专家下午对教师专业化的讲解使我明

白了最为一名新时代的人民体育教师，要不

断用新知识武装自己，做一名学习型教师，

研究型教师。 

今天下午听了朱老师的讲座，我感触很

深，朱老师提到的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教

育理念等都非常切合实际，特别是他阐述的

教师对自我的保护和对学生的爱心让我对

“教师的爱”有了新的体会和更加深刻的认

识。朱老师提出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

一桶水，一潭水，一湖水。这样才能让学生

满足，才能给学生所需。这次培训正好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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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渴的身体一汪清泉，在此我衷心的感谢专

家的辛勤的付出，这次培训，让我在短短的

时间里受益匪浅，心的颇丰，并对以前的工

作进行了认真反思。 

首先，培训是我对教师这一职业有了更

急清楚地认识，要平等的。友善的对待每一

个学生，不断提高师德修养。 

其次，自己的学习，工作态度也要更加

严谨，教师只有学而不厌，才能做到诲人不

倦，要崇尚科学精神，严谨笃学，潜心钻研，

善于学习，积极投身教学改革，这用最先进

的方法，最现代的理念，把最宝贵的知识传

授给学生。 

在此，注重反思，教师只有不断的审视

自己的教学，质疑自己的教学，对自身教学

观念、行为与思维方式的再认识，再创造，

找出教学中低效或无

效而问题，展开行动

研究，新教法，新措

施，使低效或无效转

化为高校教学。 

最后，再进一步明白了作为新时代教师

的使命，明白了作为新时代的的教师，要去

学，要去钻研的还有很多，而且刻不容缓！

国培给了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也给

我指明了新方向和奋斗目标，我将重新对自

己的角色定位，明白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

任，努力向前！ 

 

 

（2） 

梁市方山县方山一中学校    姓名：薛江江    

学员编号：GP13020327    9月 16日 

初中教师专业标准与体育教师专业发

展心得体会： 

今天听了朱晓红老师的讲座后感到非

常惭愧。同为中学的体育教师，人家的体育

课是那样的丰富多彩，对体育教学的理解是

那样的透彻与深刻，而自己呢？ 

自己也是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朱老师

所讲的大部分内容自己在学校也学过，可工

作以后就全忘记了，在自己的教学中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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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认真的写过一份教案，应付检查时网

上直接下载打印两份，而在上课中也只是针

对中考所要考的项目跑跑、跳跳，如天气原

因上室内课则直接让学生们自学其他科目

去了。 

当然，这与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关

系，如领导不重视，没场地、没器材、工作

量大、待遇低等等（学校的体育条件确实很

差，朱晓红老师今天在课中几次提到，体育

课不是一个哨子，一个篮球的事，可我们连

一个哨子，一个篮球也没有，只有周长大概

200 米的操场中空空的立着四个篮板，学生

想玩还得自备篮球，教师待遇更差，一个老

师一周 20 节课，课间操还是义务的……）

但从今天的讲座中自己感悟到，从教师的职

业道德也好，从对学生负责的方面来说也

好，自己应该改变这种状态。 

 

（3） 

“国培计划—2013 年

山西省农村初中体育教

师短期集中培训”班的开

展，我有幸认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 54 位优

秀的体育教师和山西师范大学一级全国优

秀的体育教育专家并在每位专家教授教师

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开学的第一堂课（班会“破冰之旅”活

动）中，我有幸成为了国培体育班的班长。

作为一名班长，首先以身作则，协助山西师

大负责“国培计划”的各位领导，以及我们班

主任胡奇老师。胡老师将带动我们 54 位学

员共同完成这次短期集中培训的学习任务。 

首先，通过这次培训，在体育教育本质

上让我有了新的认识。体育教育的本质在于

锻炼学生的体质，这让我认识到了体育课上

身体素质的训练，不但不能因为注重新课标

下的启发式，探究合作教法而减少，相反还

要在学生合作中增加体质训练成分。当然

了，体质训练要在“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下

进行。关注学生的差异，让体质好的锻炼好

的，体质差的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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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制定体育教学案时，要真正做

到用心课标引领教学内容，依据目标制定学

段内容，表现教学内容的阶段性，根据学段

内容，制定合理的学年、学期教学计划。这

也要我们在今后制定教学计划时要将学年、

学期、学段教学计划放在探讨计划同等地位

上 

第三，在体育教学中，要以育人为目的，

通过体育锻炼培养体格健壮具有良好品质

的优秀公民。我们在以后教学中，一定抓住

体育课程独特的优势，以育人育心为目的。 

第四，具体教学中，我们对各运动项目

要区别对待，包括热身与素质练习，放松都

要有针对性，万不可以一成不变的方式去对

待。 

第五，体育教学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不

但课课有安全教育及要求，还要有新学生体

质健康表，做到区别对待，以其健康为目的。 

总之，从这个大集体中我还学习到了其

他很多方面的知识，丰富了自己，提高了自

身，这也感谢山西师大“国培计划”的各位领

导，各位老师给了我们这次难得的机会，在

此，我代表我们班 54 位学员谢谢各位领导

各位老师！ 

 

（4） 

晋中市榆次县什贴学校    姓名：王艳伟       

学员编号： GP13020321    9月 16日 

很荣幸参加本次山西师范大学组织的

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国培计划”，在上午

的培训中，在班主任的组织下，我们在更加

环保的不知是几路的公交车的引领下，按时

到达了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在培训地

点，我们所有一线体育教师首先在体院领导

的组织下，听取了体院的院长、书记等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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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使我们对体院的概况也有了新的理解。

之后，我们在教学楼前面也有幸和各位领导

合了影和取得了这次国培每位老师的个人

信息。 

接下来，在班主任的组织下，本次培训

的班级选取了班长，体育委员等的班干部。

自由分成了六组，并且每组都有代表自己的

宣传语。每组派一名组员给大家表演节目，

时间也快到了下课时间，我们上午的“破冰

之旅”也就顺利完成了。 

下午，我们也和太原进山中学朱晓红老

师一起交流和探讨了体育与健康的标准，以

及作为一线体育教师在一线遇到的种种困

惑。印象作深刻的是朱老师给我们每一位一

线体育老师提了醒，关于上体育课中最重要

的“安全”问题，还有如何写体育的学年教学

计划，单元教学计划和课时计划。体育老师

必须端正体育教学态度，提高业务水平，树

立高度的责任心。尤其在讲体育实践课上，

对体育技术动作要领，体育老师要进行二次

加工，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是学生容易理

解。 

我们应该时时刻

刻学习，不断充实自

己，让自己常流水，

树立崇高的师德，认识教师地位的作用。 

 

 

 

 

 

（5） 

梁市方山县方山一中学校     姓名：薛江江   

学员编号：GP13020327   9月 16日 

“破冰之旅”主题班会心得与反思： 

一个多小时的班会活动，最直接的感觉

就是非常轻松，非常愉快，在轻松愉快地气

氛中完成了班会的任务，达到了预计的效

果。 

分组—选小组长—定组名—互相认识

—各组特长表演—选班委，各个环节环环相

扣，紧密衔接，让来自各市的从未相识的四

十多个学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加深了了解，团

结在了一起。 

这当然离不开辅导员老师的精心设计与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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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后就一直想同样是一节课，为什么我

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达不到这种效果。这种

教学方式与方法是值得我在以后的教学过

程中好好学习，用心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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