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师范大学“国培计划”—— 

中小学名师领航工程首期基地班培训实践案例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五部门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18-2022年）》，按照“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领航工程实施管

理的相关要求，根据教育部“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领航工程总体要

求和基地培养管理办法，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于 2018 年开始

组织和开展“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领航工程首期基地班集中研修系

列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 16 位首期名师班学员在华东师范大学和重

庆永川地区顺利完成了三次集中研修活动，并完满完成了课题开题答

辩和课题中期论证，为下一阶段的深入系统研修和专业提升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一、理念与方案 

为帮助参训学员提升专业素养、拓展学术视野、凝练教育教学思

想，培育在全国基础教育领域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的教育家

型卓越名师，进而推动我国中学学科教育的发展，提升基础教育教师

队伍专业水平，促进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特制定了由高水

平学术训练、高级别课程研修、高规格实践拓展三个板块构成的华东

师范大学“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领航班培养方案，如下： 



 

 

二、经验与创新 

1.第一次集中学习 

按照“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领航工程实施管理的相关要求，华

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于 2018 年 7 月 9 日-18 日组织开展“国培

计划”中小学名师领航班首期基地班第一次集中研修活动。为了满足

名师领航项目高水平、高规格、高品质的定位和要求，针对此次集中



研修，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整合各类优质教师教育资源，精心

打造系列理论课程、学术报告、主题微论坛、专题座谈、党日活动等

研修板块。 

（1）学术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汪晓勤为基地班学员带来了

的一场主题为“课例研究与教师专业发展”的专场学术报告，为学员

即将展开的研究提供了具有指导性和建设性的建议。 

（2）理论课程 

教育学部副教授黄向阳为学员带来为期两天的“道德教育原理”

课程，系统阐释了“学科教学”“引导发展”的德育教育观点。华东

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教授的“课程、学习

与教学”课程隆重登场。课程涵盖了崔允漷教授在课程研究领域的核

心理论与思想，为学员从课程视角反观教学打开了新思路。华东师范

大学应用心理学系主任席居哲教授为学员带来“积极教育心理学”课

程。课程阐释了积极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对学员解决在教学或工作中

遇到的困难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3）专题座谈 

为了全面提升学员学科教学课题研究与论文写作水平，学院组织

召开“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领航班学科教育杂志负责人（学科教育

专家）与学员座谈会。来自《中文自修》《生物学教学》《中小学英

语教学与研究》《化学教学》《数学教学》等杂志编审专家为学员的

论文写作、投稿等问题提供了建设性建议。 



由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张心科教授与占小红副教授做论

文写作指导的讲座。张心科教授结合语文教育教学研究领域的问题，

系统地阐释了中小学教育研究的选题方法，占小红副教授通过大量论

文实例分析论文写作应注意的问题，使各位学员收获良多。 

（4）主题微论坛 

由全体学员和部分学院青年教师参与的“名师眼中的名师”微论

坛顺利举行，论坛由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彬教授主持。学员分享了各

自的成长经历和对教师何以成为名师的关键问题的看法，进一步促进

了学员们对自我的认识和反思。 

（5）党日活动 

名师领航基地班临时党支部组织各位党员同志和其他学员老师

开展了以“参观一大会址，不忘初心”为主题的临时党支部首次主题

党日活动。通过参观学习，全体党员经历了一次党性教育的洗礼，提

高了思想政治觉悟。 

2．第二次集中研修 

为贯彻落实“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领航工程总体要求，培养学

员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教师

楷模，2018 年 9 月 20 日至 30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培计划”名师

领航工程启动第二次集中学习——中西部支教活动暨学员实地指导

系列活动。 

（1）泸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支教活动 

针对西部地区特殊教育的现状和学员肖敏“专业发展和角色转型



升级”的专业指导需求，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彬教授、占小红副教授，

苏雪云副教授以及领航班学员一行赴四川省泸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展

开系列实地指导。 

此次华东师范大学“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领航基地班支教活动

对教师进一步从“聋教育”向“聋+培智教育”转型、从“特教研究

型教师”向“特教专家型教师”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学校及区

域特殊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2）重庆永川支教活动 

2018 年 9 月 24 日至 29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培计划”中小学

名师领航班学员、导师一行来到重庆永川开展了系列支教活动。领航

班学员们在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彬教授、潘苏东教授和占小红副教授

的带领下，深入当地中小学校进行实地考察，并就新高考改革背景下

的课堂教学创新、教研组教学研究实效性等问题与当地中小学教师进

行深入的交流与研讨。 

名师们根据当地的中小学教研指导的需求以及教育教学实践中

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精心筹划了一系列热点主题的示范课和微讲

座，为与会教研人员和一线教师传递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名师们也

纷纷表示，在与与会者的交流和对话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学科教育

教学实践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对一些重要的教研课题的认识有了切实

的转变。 

此次支教活动得到了永川区教委、教科所以及永川当地 9所中小

学的校长和老师的大力支持，通过名师示范课、名师研讨会以及名师



微讲座等活动，为名师班学员提供了一个锻炼和提高的平台，对永川

当地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课题开题答辩论证会 

经过两次集中研修，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名师领航项目基

地班的学员们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在不断跨越新台阶，根据名师领航培

养计划的既定内容，2018年 12月 24-30日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

院组织开展了中小学名师领航班首期学员专项课题开题答辩会。本次

答辩会集结了首期基地班所有导师和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答辩专家组，

对学员专项课题的选题和设计展开了深入而有效的研讨，旨在通过开

题答辩活动帮助学员明确教科研选题策略和思路，并基于专业的课题

论证活动对学员的课题研究设计能力进行针对性培养。 

通过本次开题答辩会，专家评审为学员的专题课题的开展进一步

指明了方向，各位学员也从专家们的建议中明晰了课题研究的要求，

为取得最终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基础。 

4．第三次集中研修 

2019年 7月 11日-26日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根据培养方案

中的阶段任务，为“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领航班学员精心安排了精

彩纷呈的专业课程研修活动、红色党日活动和学术沙龙主题报告。 

（1）专业课程研修活动 

本次暑期课程研修分为课程与教学、教学创新设计与研究、教育

测量与评价三大模块。三部分课程相辅相成，合理构建教学与教育理

论基础，组成了一个高规格、高标准、高层次、高质量的系统化课程



群。 

（2）学习“红船精神”党日活动 

2019年 7月 23日上午，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做好思想

政治建设工作，名师领航班集体赶赴浙江嘉兴，开展了以“铭记红船

精神，立于钱塘潮头”为主题的红色之旅。名师领航班全体学员怀着

崇敬的心情来到了嘉兴南湖，重温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历程。通过

参观与学习交流，学员们纷纷表示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铭记党的

红船精神，牢记教育理想，积极开展学科教学创新实践，全心全意为

人民的基础教育事业服务。 

（3）学术沙龙主题报告 

2019年 7月 24日至 26日，首期教育部名师领航班的全体学员们

开展为期三天的主题学术沙龙活动。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郑晓

蕙教授、朱雁副教授、叶王蓓副教授、占小红副教授，学前教育系苏

雪云副教授、高等教育研究院毛毅静副研究员，上海市教研室科研主

任张新宇出席了本次学术沙龙。 

本次学术沙龙为期三天，分别围绕学科育人价值与教学、学科教

学策略创新与实践、学科课程建设与学科素养发展三个主题展开。学

员们针对主题，从实际的学科教育教学实践出发，凝练学科教育新观

念、新思路、新做法，并与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研讨，充分听取意见，

寻求在学科教育科研道路上的进一步发展与进步。 

5．课题中期报告会 

根据课题研究过程管理和指导的需要，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



院于 2020 年 1 月 3 日举行了中小学名师领航班首期学员专项课题中

期答辩报告会。本次答辩报告会集结了首期基地班所有导师和相关领

域专家组成答辩专家组，针对学员专项课题的研究进展和研究问题展

开了深入有效的研讨。 

领航班学员们虚心听取和记录各位专家的指导意见，与专家就疑

难困惑点进行探讨。通过本次报告会，各位学员对课题研究进一步推

进的方向有更明晰的认识，对课题研究的方法有更审慎的选择，对课

题研究的意义有更透彻的理解，能够将以往的教学经验和实践经历融

入到经过理论提炼和科学转化的高品质教科研过程中来。 

三、思考与展望 

作为“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领航班首期培养基地，华东师范大

学教师教育学院依托华东师范大学丰富的教师教育资源，通过组建优

质的导师团队和规划科学的培养方案，并按照三年周期高效有序地推

进各项培养任务，取得了令人欣喜的阶段性成果。华东师范大学教师

教育学院将继续按照名师领航项目高水平、高规格、高品质的定位和

要求，为各位学员进一步实现对经验做法的科学转化和理论提炼、扎

实开展高品质的教科研活动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与广阔的平台，使各

位学员在成为真正的教育家型卓越教师的道路继续前行。 

四、案例实践情况 

1．名师工作室建设情况 

教育部首期名师领航班学员名师工作室建设情况调研表（2020 年） 

序号   工作室信息 



学员姓名 省份 是否授牌【1】 经费是否拨付 经费拨付数额 

1 王明易 江西 否 否   

2 张书良 广东 否 否   

3 郝敬宏 山东 是 否 0 

4 闫建明 新疆 是 否 0 

5 陈寅 上海 是 是 0 

6 郑慧兰 澳门 否 否   

7 陈少阳 澳门 否 否   

8 江柳英 广西 是 是 35 万/三年 

9 顾静 湖北 是 是 20 万/三年 

10 陈廷华 江苏 是 是 14 万/年 

11 刘成刚 青海 是 是 10 万/年 

12 肖敏 四川 是 是 6 万/年 

13 陈立军 湖南 是 是 10 万/年 

14 张永宏 宁夏 是 是 6 万/年 

15 吴爱姣 海南 是 是 10 万/年 

16 沈西德 四川 是 是 6 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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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评论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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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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