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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师培训套餐有啥
“
料”
“十三五”期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纳入全市各学科的教师培
训中，课程将包括经典天天见、经典 10 讲、传统文化经典等模块。 到 2020 年前，全市幼儿园、
中小学教师必须完成 40 学时课程的内容学习。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李奕表示，这一培训课程将面向全市中、小、幼各学段
教师，到 2020 年，中小幼教师需要完成 40 学时的课程内容培训。“这样的课程可以提升教师
的核心素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课程体系、实践活动、学校文化、日常管理，融入
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李奕说。
北京晨报了解到，教师素质得到提高，高学历教师比例增加，教师培训逐步规范化。

东城区

每学年提供近 300 门全员培训课程

北京晨报记者从东城区教师研修中
心了解到，东城区共有教师近 1.5万人，
教师研修部门每学年为全员提供的培训
课程近 300门。这些课程主要分为三个
板块：必修课程、选修课程、校本课程。每
类课程对应不同学分。根据规定，到 2020
年，每位中小学教师至少修满 36分。所
以，教师也要“挣”学分。
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必修课是教师
的“规定动作”。目前，在东城区积极推动
的“6+1+n”（每学期 6次区级研修 +1次
网络研修 +n次学区研修）教师研修模式
下，部分课程已经搬到了线上，隔空也能
研修，满足了教师专业发展的需求，提升

教师的专业素养。
相比必修课程，选修课程更加丰富
多彩。本着符合社会需要、促进学生成
长的目标，东城区教师研修部门开发的
选修课程多达近百门，涵盖人文、科学、
艺术等不同领域。例如，传统文化类的
论语研读、茶文化、昆曲艺术探究、书
法；信息技术类的平板应用、照片处理、
网站制作；艺术教育的教师礼仪、瑜伽
健身、美妆课堂、鉴乐赏律等。在研修中
心的选课平台上，数码摄影与图像处
理、中国茶文化、老北京饮食文化与餐
桌礼仪等课程最抢手，报名人数都已经
超过了计划数。

“一把手”学习校园公关

校内发生突发事件如何应对？石景
山区中小学的校长们可谓“轻车熟路”，因
为学习校园公关是他们干部培训中的必
修课。
中小学校园就像一个小社会，每天
学校干部除了需要处理教学、德育等方
面的常规问题外，一些校园突发事件也
在不经意间考验着学校管理层的智商
与情商。如何处理才能在关键时刻“不
掉链子”？石景山区教委已为各校干部
们开设了校园公关课程，供他们学习。
据石景山区教委组织科科长孟驰介绍，
上半年，校园公关课程先后开设过 3个
班次，正校级干部全员参与培训。在课
堂上，这些“一把手”组成“公关小组”，
上午课程由专家讲授、下午课程则变为
“实战”。“现场会有记者提问，每个小组
成员各有分工，有人负责撰写新闻稿、
有人负责发言。”在这种理论与实践无

石景山区

缝衔接的课堂上，干部们能迅速理解并
应用，记忆也更加深刻。之所以开设这
样的课程，孟驰告诉北京晨报记者，每
年，区教委都会针对培训课程向学校领
导干部征集意见，“因需开课”。校园公
关正是近几年呼声比较高的课程之一。
同样呼声较高的课程，还有社会热
点课程。9月中旬，石景山教委即将与
北京大学共同进行一期干部教师培训，
主题就是关于社会热点，国内、国际形
势和民生热点等都将涉及。这样的培训
对于身处“象牙塔”的中小学管理者有
何意义呢？孟驰认为，对于当今的学校
干部来说，需要更多地放眼全国和世
界。但以往，他们扎根教学和管理，这一
方面学习的机会比较欠缺，所以这也是
他们现在的最大需求。当然，除了这些
“偏门”培训外，主流培训课程仍旧占据
学校干部日常培训的主要部分。

海淀区 “翻转”培训教师
“翻转课堂”只限定于学生？海
淀区的老师们将翻转理念用在日常
培训，先线上教学、教师预习，然后
再带着问题研讨，试讲公开课，再进
行二次交流、教研，螺旋上升实现闭
合式培训。
近年，海淀区在原有学区基础
上再升级，重组为 17个学区，自此，
学区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责——
—招
生咨询、整合资源……当然还有教
师培训。目前，该区教师培训分为
三层，校内培训、学区培训、全区培
训，其中既有高度又接“地气儿”的
培训非学区培训莫属。据海淀区学
院路学区教学副主任杨蕾介绍，每
年，她都会以不同形式向学区内中

小学征集教师培训的需求，因需安
排接下来的培训讲师和主题。今
年，中高考改革成为学校、教师、学
生关注的焦点，学区特别安排相关
培训课程为教师们“解渴”。不同于
一般的学区教研，学院路学区引入
翻转课堂的理念，将教师培训做得
更扎实。“我们先通过线上课程给
老师讲课，老师们预习后发现问题
再一起讨论，之后再实践、授课，看
不同类型的学生对这类课程的反
应，然后我们再随之做出二次、三
次甚至 更 多 次 的 集 体 教 研 和 修
改。”中高考方向将往哪走？学区干
脆请一线教师自己上课演示，每月
一次共同探讨、解决。

建设 30 个左右特级教师工作室

在新教师 120学时的入职培
训基础上，遴选优秀大学毕业生
和青年教师实施“春苗计划”，采
取集中培训和“师带徒”的方式进
行重点培养。针对区级骨干教师
实施“春雨”计划，委托高校和优
质社会培训机构，通过有针对性
的专题化培训项目。发挥特级教
师辐射引领作用，实施“春晖”计
划，建立特级教师工作室，带领学
员开展专题研修，梳理、总结、提炼
自己的教学思想，实现高端发展，
造就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领军人
才。参加培训的教师，在 2020年
底前，根据岗位要求和专业发展
需求，完成 360课时的学习任务，
获得 36学分，并取得北京市“十
三五”时期教师培训结业证书。
发挥特级教师团队的智囊团
作用，在学校建立特级教师工作

通州区

丰台区

室，每位特级教师在工作室中担
任导师，带领学员开展专题研修，
梳理、总结、提炼自己的教学思
想，实现高端发展，造就基础教育
改革发展的领军人才。“十三五”
期间，计划建设 30个左右的特级
教师工作室。
与高校合作，选拔 150名市
级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参与学
科工作室项目，开展高级研修，提
升专业理论水平，提炼教学特色，
同时，承担特级教师工作室的建
设，发挥辐射引领作用。
委托高校和优质社会培训机
构，通过有针对性的专题化培训
项目，三年内对区级骨干教师完
成全员轮训。依托青蓝工程，采取
市级骨干以上骨干教师带教的方
式，立足课堂教学实践，加强教育
科研，促进区级骨干专业成长。

360名学科优秀教师成为培养团队成员

教师节前夕，通州区隆重举行
第 33个教师节庆祝大会，庆祝大
会上，共表彰了获得市区荣誉的校
长、教师 45人，集中呈现了通州区
在“十二五”期间教师队伍建设方
面所取得的显著成绩。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 十二
五”期间，通州区启动了“教育高端
引领培养工程”，该工程聘请北京
教科院基教研中心的研究员和特
级教师作为导师，采用专家引领模
式，选拔通州区各级骨干教师作为
培养对象，为通州区培养师德高
尚、理念先进、业务精湛、辐射性强
的优秀教师队伍，从而进一步深化
教育改革，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
展，全面提升通州区教育质量。

据介绍，该工程以学科工作站为单
位开展研修活动，建立了 15个工
作站，组建了由贾美华、谢春风两
位研究员和杨广馨、荆林海等 13
位北京市特级教师构成的指导专
家团队，负责指导、示范、引领、助
推 15个学科工作站教师的专业成
长。聘任曹春浩、曹增坤等 15位区
研修员为小学科学、中学语文等 15
个工作站的站长，在学科专家的指
导下开展研修活动，全区 360名学
科优秀教师成为培养团队成员。
为加快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提
升副中心教育发展水平，通州区今
年拟招聘新教师 860人，还将面向
全国引进名校长 10名、名教师
100名。

六大培训助力教师素养提升

“十二五”期间，顺义区通过区
校两级融合式培训、
“以校组班”专
题培训、学校整体改进培训、
“名师
工作室”培训、网络同步培训和教
学基本功培训等六大培训手段助
力教师素养提升获得明显成效。
据了解，区校两级融合式培
训是以校本培训为基质，以学校
需求为导向，以区级培训机构资
源支持为依托，既具有区级培训、
校本培训的功能特征，又有别于
传统区级培训、校本培训的教师
培训方式的协同创新；
“以校组班”
专题培训则包括：公共主题学校
独立组班，学科类主题连片组班
或联盟组班两种基本形式。特色
是学校自主申报培训主题，区、校、
专家三方协同制订方案，采取面
授、校本相结合培训方式，区、校两
级联合管理；学校整体改进培训

顺义区

属于师干训联动的培训项目，它的
组织特征是 U-D-S三方合作，培
训方式是专家整体介入，学校整体
改进的“浸润式”培训；“名师工作
室”培训是按学段、学科类别划分，
融优秀青年教师培养、骨干教师
层级培训于一体的骨干教师培训
模式；网络同步培训是与高校联
合开展的，以专家引领、骨干示
范、同伴互助、案例研究、自主改
进为基本特征，与课堂教学同步
实施的学科教师培训项目；教学
基本功培训项目则是每三年一个
周期，每年一个主题，按教师全员
和学科骨干分层实施的培训项
目。通过网络、面授、校本的紧密
结合，将自主学习、专家指导、实
践体验融为一体。
北京晨报记者
徐虹 郑超 刘佳 丰伟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