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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培计划”项目实施工作 

简  报 
主办：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2013年 10月 19日  

                                                第 2期  

 

“国培计划（2013）”—西藏自治区农牧区中小学骨干教师 

培训项目初中数学班 

★【新闻联播】 

2013 年 10 月 17 日，“国培计划（2013）”—西藏自治区农牧区中小学

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初中数学班 48名学员赴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中学进

行教学观摩。原宝坻区教研室教研员、“MM”教学方式课题组成员杨世明、

河西区教研室张光老师、教师教育学院王光明院长进行现场指导。 

观摩活动中，学员们首先聆听了北师大天津附中初中数学教研组组长

鲍筠老师的《等边三角形》和数学组李娜老师的《等式的性质》的现场作

课。二位老师循循善诱的课程导入、灵活多变的教学形式以及营造出的积

极活泼的课堂气氛给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学员们在课下与二位老师进行

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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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学员一行来到学校报告厅，与在北师大天津附中就读的藏族学

生进行了座谈。大家就藏区基础教育状况、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学

生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下午，鲍筠老师和李娜老师进行了简短的说课，学员以小组为单位就

上午的授课环节进行了点评。最后，杨世明老师对全天的观摩活动进行了

总结。他对二位老师的授课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改进

的建议。此外，杨老师还就新课标部分内容进行了解读，并鼓励学员要充

分利用此次培训机会进行广泛交流，深入剖析，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为西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天津师范大学 门燕丽 撰稿】 

 

图片新闻 

 

图为学员正在听课 

图为王光明院长正在与学员探讨                     

 

 

图为学员正在与学生交流 图为学员正在与李娜老师交流 

图为学员正在听课 

图为学员代表正在点评 图为杨世明老师正在评课 



 

 3 

★【百家讲坛】 

 

顾沛 

顾沛，南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首届“国家级教学

名师”。教育部高等数学与统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义

务教育数学课标修订组核心成员，“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

家工作委员会”委员，2012 年教育部中小学数学教材审核组

组长。主要研究：数学文化，主编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数

学文化》。 

吴艳茹 

   吴艳茹，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

要研究领域：教育社会学、教师专业发展、教育科研方法、

教育史。代表性著作：《寻路：制度规约下的大学教师职业 

生涯研究》、《素质教育与现代教学模式变革》。参与天津师

范大学服务滨海新区基础教育项目。 

柳长友 

柳长友，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生

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创造教育学研究。长期从事中小学

和高校教师教育培训工作，教学成果显著。重点讲授：教

师智慧与感情世界、有效教学研究——像专家一样思考、班主任管理艺术、

学校文化品牌与营销策略论等。教育专著：《创造教育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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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宝 

    李吉宝，曲阜师范大学《中学数学杂志》主编，编审，

教育硕士生导师。兼任山东省数学会理事，山东省高师数 

学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山东省中学数学教学研究会副秘

书长。发表文章 60 余篇。 

伍春兰 

伍春兰，北京教育学院数学系书记，副教授。全国数

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从事教师培训的教学

和管理工作，参与数个国家级培训项目和北京市中小学培

训项目。任项目负责人、子项目负责人、学科负责人、主讲教师。主讲“教

师专业发展”、“教学设计”、“教育研究方法”、“校本教研”、“现

代教育技术与学科整合”、“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理论与实践”、“高等数

学”、“实变函数”等课程，发表论文数十篇，主编《初中数学课堂教学

设计》、《高中新课程怎么教——数学》、《中学数学校本教研集》，参与编

写教育教学理论和实践及初、高等数学书和教辅书数部。 

王光明 

王光明，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博士、教

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教育部中小学

数学教材审核组成员；全国数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

书长；全国初等数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数学方法论研究

中心副主任；天津教育学会中学数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数学教育学

报》副主编；近年来，主要研究数学教学效率问题，代表作《数学教育研

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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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建生 

鲍建生，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师数学教育学会副秘书长，2005 年-2008 年担任第 11

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ICME 11仩墨西哥）的国际程序委

员会（IPC）委员。主要从事：数学专业的教师教育、数学教育心理学、

数学教育国际比较研究。参与“国家数学课程标准”的研制与起草工作。

在国外学术期刊及国内《教育研究》、《数学通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5

余篇。著有《数学学习的心理基础与过程》、《聚焦课堂——课堂教学视频

案例的研究与制作》等著作 5部。任《中学数学月刊》副主编。 

 

★【探索发现】 

 

“数学”本来就很美—顾沛教授《数学文化专题选讲》感悟 

 

    数学确实美，但数学的美属于懂得欣赏的人！芸芸大众大多无法真切

感知，很多人都会引用这句话—数学很美，大多是人云亦云，当然顾沛老

师除外。在今天一天的讲座中我们听到最多的一词就是“数学文化”，数

学文化是需要感悟的。顾沛老师通过一个个有趣

的例题以及深入浅出的讲解，撩开了数学的美丽

面纱，让人耳目一新。顾沛老师例举了一个某外

企的招考题，引发了大家广泛的兴趣与积极的讨论：有三个筐，一个筐装

柑子，一个筐装苹果，一个筐混装柑子和苹果。封好后贴上“柑子”、“苹

果”、“混装”三个标签，全都贴错了。怎样才能从某一个筐中拿出一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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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就能够纠正所有的标签⋯⋯严密的思考，缜密的求证，合理的简化，准

确的表达。围绕着类似的案例，顾沛老师的课堂处处思想飞扬，时时洋溢

着数学文化的理性光辉。一堂课，场内时而鸦雀无声，时而掌声雷动。在

顾沛老师的讲解下，数学，不再是单调枯燥的数字

与字母，而《数学课程标准》也不再是公式与束缚，

而是一种思维的张扬。正如顾沛老师所言：数学课，

就是要培养人的数学素养，而数学素养，就是把所学的数学知识都排除或

忘掉后，剩下的东西！类比、反证、抽象、归纳这些数学思想被顾沛老师

渗透在一个个生动的数学游戏之中，一贯严肃、严谨甚至枯燥的数学科学 

顿时变得生动丰满起来！ 

我也听懂了顾沛先生的执着，他执意要给大家讲讲数学文化，而不是

仅仅哗众取宠地说如何帮助学生在高考中多考几分。我悟出，感悟到数学

之美，体会到数学学习的方法，何愁多不了几分！【拉萨市堆龙中学 次吉 撰稿】 

 

聆听数学文化、感受数学魅力 

 

“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很荣幸能够聆听顾沛老师关于《数学文化》的专题讲座，听后使

我大开眼界，原来数学和文化之间竟然有如此之深

的联系。这不仅增长了我的见识，而且使我对数学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可谓受益匪浅。我就从中感

悟到的几点认识写出来，希望能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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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认识到数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无形工具、一

种能力、也是一种非物质产品，而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的积淀，则是数学与人文的结合。所以透过数学现象看本质，我

们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就是它散发出的一种内在的文化底蕴。 

其次，作为数学老师，我们应该让数学文化走进课堂, 渗透到数学教

学实践中, 努力使学生在学习数学过程中真正受到文化感染, 产生文化

共鸣, 体会数学的文化价值,彰显数学文化魅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

升学生的学习数学和应用数学的能力，以达到教学的目的。 

最后，我不得不说，就数学本身而言，她是壮丽多彩的、是千姿百态

的、更是引人入胜的。我们不能只看到 X方程的匪

夷所思、阿拉伯数字的乏味无趣、加减乘除的错综

复杂，而更要在生活中，领略数学的缤纷色彩，在

课堂后，体验数学的实践妙用，以此来告诫数学学习的另一面趣味。 

总之，今生能与数学结缘是我莫大的荣耀，能教授学生学习数学，感

受其内在的文化魅力，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通过聆听此次讲座，我会

将数学文化理念应用于以后我的每一节数学课，让我的学生都能喜欢数

学、学好数学、尽情探索数学的曼妙无穷，享受数学带来的无穷乐趣，从

而提高学生的数学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昌都地区初级中学 岳红秀 撰稿】 

 

《教育叙事研究与教师专业发展》感悟 

 

在今天的培训中听了天津师范大学吴艳茹教授关于《教育叙事研究与

教师专业发展》的讲座，吴教授通过很多实例让我们体会怎么开展教育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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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研究，一起分享交流的价值，其中的“了不起的小女孩”、“调座椅的男

生”让我很有感触，体会到了作为教师的我们在平

时的教学工作中必须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初衷，原谅

学生不能只是口头上的原谅，而是要用实际行动让

学生体会到你的原谅；在问题冲突时学会在冲突之中找原因。同时，也让

我们体会到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要做到善于积累素材，勤于思考，敏于

思考；收集资料的方式包括反思、日志和自传等等。 

我的感悟：作为教师，只有不断地完善自己，不断地追求成长，追求

卓越，你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更好地展示自己，升华自己。【拉萨市达孜县中学 

拉珍 撰稿】 

 

感悟优秀教师魅力 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10 月 15 日，我们有幸聆听了柳长友教授的关于《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解读的讲座，心中感触很多，所见所闻给我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柳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生动有趣，跌宕起伏，我 

们被柳教授的个人魅力所深深感染。 

柳教授的开场白是以讲述照片中的“梦”开始的，由“梦”的含义很

巧妙地引出了本节讲座的主题。接下来则按照相关

条目的要求依次探讨纲要的意义，并用短片、视频、

故事、实验等方式诠释《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整堂课气氛轻松活跃，笑声不断，掌声不断。我

们都在积极思考，主动探讨柳教授提出的观点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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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讲座让我们受益匪浅，柳教授的讲课风格和渊博的知识给了我们

很大的震撼和启示。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们要像柳教授那样注重

人格魅力、语言魅力和知识魅力的修养，努力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有魅力、

与时俱进、语言幽默的数学教师。要做一名终身学习的领跑人，用无私的

爱去关心每一位学生，走进孩子的心灵，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林芝地区米林

县教育局教研室 谭丽君 林芝地区八一中学 于瑞娟 撰稿】 

 

感悟名师—伍春兰 

 

        伍春兰教授关于《校本教研的设计和实施》的专题讲座，首先从校本

教研的内涵解释开始，在校本教研的主体、对象、

方法及研究的具体形式等方面给予我们很大的指

导。让我们对校本教研中问题的发现与提出，研

究方法的系统设计，阶段性结果的分析有了更加

深入的理解。同时，校本教研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在进行阶段性结果分析

后，仍需深入反思，不断校正、反复行动。教师的自我反思是教师专业发

展的内在力量，而反思与相互交流是校本教研的核心。伍教授还对不同的

案例进行了分析并讲解了在校本教研中各个方面应该注意的具体问题，给

我们以方向性的引领，纠正了我以前对于校本教研的误解。【昌都地区第二高级 

中学 姚东波 撰稿】 

 

《通过设计研究解决高中数学—学与教中的问题》感悟 

 

鲍建生教授对“通过设计研究解决高中数学—学与教中的问题”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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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让我们感受颇深，受益匪浅。鲍教授授课水平之高，对教材内容挖掘

之深，课堂教学过程设计之精彩，对课外知识拓展之广，让我们对所教学 

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下面我们谈谈几点体会：第一，我们应该深入了解高中数学课堂教学

的现状，把解决数学课堂教学中的问题作为改进教

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切入口。第二，通过了解学生

的学习需要和基本情况，为教学设计的前期分析作

准备。在这基础上开发一些基于“问题解决”的数学课堂设计案例，在基

层教师开展数学问题和解决教学方面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教师应通过课堂教学的不断实践，追求这样的一种境界：让学生真正

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让学生充分感受数学求知的乐趣；让学生在不断的

探究和合作中发现规律；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全面提高素质！【阿里

地区改则县中学 桑珠 阿里地区日土县九年一贯制学校 才旺多吉 撰稿】 
                               

★【精彩一刻】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中学观摩学习 

 

置身于教室，倾听着北师大天津附中的老师们精心准备的课，在这里，

我亲身领悟着他们对教材的深刻解读，感受他们对课堂的准确把握，体会

他们对学生的密切关注。 

作为一名西藏的教师，我感叹北师大天津附中

的硬件条件，更惊叹学生的能力，看到北师大附中



 

 11 

的学生，我充满疑问，他们课上敏锐的思维能力是如何得到的？是学生与

生俱来的还是教师长期培养形成的？ 

一直以来，国家以多种形式组织西藏的教师进行培训，但更多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咱们的学生基础差，内地的课堂教学方法在西藏行不通”

等等，一批批参加国培的教师到内地培训完，回来时大多只是感叹人家的

硬件条件好，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 

但是在北师大天津附中听完两位老师的课，我便想，难道学生基础差，

语言能力差就成为学生思维能力提高的阻碍吗？

我们的学生只是语言能力较差，但是他们的思维能

力我相信一点也不逊于内地学生，我认为应该结合

西藏学生的特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有些方法还是可以借鉴和实践的。 

杨世明老师说“学习的思想活动总是从问题开始的”，西藏的学生思维

依赖性较强，多处于被动思维状态，我们就以“问题为载体”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再有就是鲍老师和李老师两位的数学语言

非常严谨，注重培养学生的符号语言能力，能留更

多的时间给学生思考，这些在西藏的教学中是可以

借鉴的。只要教学方式有所改变，相信在未来，我们的学生也能像今天的

北师大天津附属中学的学生一样优秀。【日喀则地区江孜县闵行中学 伦珠卓玛 撰稿】 

 

★【回声嘹亮】 

诚心聆听  受教匪浅 

此次来参加天津师范大学承办的西藏初中数学教师培训，我感觉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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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幸。这次培训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通过这几天的培训，收获很多，

深感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不能停留在原有水平

上纹丝不动。 

在培训中，通过认真聆听各位专家的讲座，我受益匪浅。专家精辟的

论述，独到的见解，新颖的教法，以及他们的人格魅力，让我在思想上和

认识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而让我能从理论的层面来理解自己在教育教

学中碰到的一些现象。他们的讲座，对于我来说是一次思想上的洗礼、心

灵的震撼和理念的革新。 

在培训中，通过观摩红光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中学一线教师

的课堂实例教学，学习他们的教学技能，感知他们的教育理念及教学方法，

我开始转变思想，并逐步提高能力。同时，通过反思自己的教学思想和教

学行为，我对今后的教学也有了更多的思考。 

总之，最近几天的培训，使我感到弥足珍贵，既收获了知识，又充实

了生活。【日喀则地区吉隆县中学 陈小利 撰稿】 

 

研修心得 

这几天的学习与培训，我收获很大。各位专家、教授对教育理论与我

国相关教育法律法规高屋建瓴的分析与解读，对专业知识精益求精的态

度，对学员的细心体贴以及严谨的推理、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解释，

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些对于大家今后专业的成长和教育理论的学习都有

极大的帮助，我相信这次培训将为西藏的教育发展播下希望的种子，我们

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西藏教育发展的星星之火，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都将

会为西藏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昌都地区第二高级中学 姚东波 撰稿】 
 

师大生活日志—学与思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在天津师范大学培训快两周了。虽然只有短短 



 

 13 

的 20 天，但我们十分珍惜这次培训机会。在此，我们把这段时间的培训

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刚到天津师范大学我们受到很好的接待，院领导和老师们对我们很关

心，这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教师教育学院为我们安

排了为期二十天的理论学习与技能研修，在这段培训时间里，我们聆听了

来自各地大学教授的专题讲座。其中让我们印象深刻是王毓珣教授《爱、

责任和教学艺术》的讲座，王教授在讲解的过程运用了很多教学方法，语

言幽默、诙谐。他调控课程的能力很强，通过生动的故事及语音、语调的

变化使整堂课高潮迭起，让我们的感情得到升华。一个教师既爱自己的事

业又爱学生，那才是一个完美的教师。在王教授绘声绘色的讲解下，这场

培训充满了欢声笑语与感动，同时也触动了我们内心，让我们对自己今后

的教育之路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期间，我们还到天津市红光中学和北师大天津附中进行观摩，通过深

入课堂真切体验新课程、新理念给课堂教学带来的巨大变化，领会到何种

课堂环境才有利于教学。在这次培训中，让我们最感折服的是培训班的领

导和所有讲座老师强烈的敬业精神，他们遵守授课时间，用精彩的授课方

式为我们讲解、示范、指导，表现出了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这些无不

让我们感到钦佩，并将时刻鞭策着我不断进步。 

仅仅几天的培训，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老师们的“点化”和“引领”，

让我们对自己有了更深层次的反思和认识，明确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该怎

么做！【林芝地区米林县教育局教研室 谭丽君 林芝地区八一中学 于瑞娟 撰稿】 

 

★【寰宇视野】 

西藏风土人情之西藏风俗 

（一）献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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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哈达”是藏族人民最普遍的一种礼节。在西藏，婚丧节庆、迎来

送往、拜会尊长、觐见佛像、送别远行等，都有献

“哈达”的习惯。献“哈达”是对对方表示纯洁、

诚心、忠诚、尊敬的意思。据说，藏民进了寺庙大

门，先献一条哈达，然后参拜佛像，到各殿参观，

随坐，到离别时，还在自己坐过的座位后边放一条哈达，表示我人虽离去，

但我的心还留在这里。 

（二）吃糌粑  

糌粑是藏族的主食。藏族人一日三餐都有糌粑。糌粑，名字听起来新

鲜，实际上就是青棵炒面。它是青稞麦炒熟、磨细、

不过筛的炒面，与我国北方的炒面有点相似，但北

方的炒面是先磨后炒，而西藏的糌粑却是先炒后磨，

不除皮。由于糌粑吃法简单，携带方便，很适合游

牧生活。牧民们出远门时腰间总要挂一个糌粑口袋，饿了，就从口袋里抓

把糌粑吃。有时，他们从怀里掏出个木碗，装些糌粑，倒点酥油茶，加点

盐，搅拌几下，抓起来就吃。有时，边吃糌粑，边喝酥油茶。有时，把糌

粑倒进一个叫“唐古”的皮口袋里，再加入酥油茶，一手抓住袋子的口，

一手进袋抓捏，一会儿，喷香的糌粑便可入口了。 

（三）喝酥油茶 说一句：“扎西德勒”(吉祥如意)，表示祝福。 

（四）风干肉 

藏族喜欢吃风干牛羊肉，其他民族看着感到有点怕，也觉得不太卫生。

其实，风干肉一般在冬天，往往是十一月底做。这时气温都在零度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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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牛、羊肉割下来，挂在阴凉处，让其冰冻风干，即去水份，又保持鲜味。

到了第二年三月以后拿下来烤食或生食，味道是鲜

美的。 

西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这里海拔高，

空气稀溥，降水量少，日照充足，风速大，由于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

候特点构成了西藏人民独特的膳食习惯。糌粑、酥油茶、甜茶、牛羊肉、

青稞酒等便成了他们的传统食品。【拉萨市达孜县中学拉珍 拉萨市堆龙中学次吉 撰稿】 

 

★【广而告之】 

10 月 24 日（周四），“国培计划（2013）”—西藏自治区农牧区中小 

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初中数学班学员将赴天津二十一中学开展同课异构

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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