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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定位 

本专业定位于确立全国领先全球前列文理工交叉培养卓越教学能力的新师

范新文科专业定位，坚持以学科与教学双专业化为取向，以高尚师德修养为优先，

以智能化教育教学模式为特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卓越小学教师、校长

和研究者后备人才。 

1950 年建校就招培小学教师，在国内，1980 年代中期率先创办小学教师专

修班，1985 年起开办澳门小学教师培训的文凭班和学历班，1998 年首批创办教

育学（小学教育）专业，2006 年首批开始培养在职小学教育硕士，2008 年正式

建立小学教育专业，2009 年首批招培全日制小学教育硕士和在职小学教育博士,

走在新师范新文科专业建设前列。 

依托学科全国一流，专业排名全国领先，形成中国特色的岭南模式。所依托

的教育学科为广东省攀峰学科，国家评估排位 A—，教育技术学为国家重点学科。

坚持学生中心，创新实验型教学专业化课程体系，建构卓越小学教师网络化合作

活动学习的教学模式，开发“大学-地方政府-小学”三位一体互惠型小学教师专

业发展“学训研”共同体，创用以国家级精品课程与规划教材为核心的一流课程

教材系列，形成中国特色的卓越小学教师学科与教学双专业化培养模式，在最具

影响的排名榜上位列全国三甲。 

二、培养目标 

面向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发展需求，遵循“立德树人，自主发展，追求

卓越”教育理念，秉承师德高尚、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情感深厚、业务精湛、

意志坚强的骨干专家型教师目标追求，着力培养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宽厚的科

学人文底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修养身心健康知识与方法，习得广泛的

通用知识、高深的学科知识、通用教育学知识和智慧型教育实践知识，养成高尚

师德修养能力、小学课程与教学创新能力、小学班级与课堂有效组织能力、现代

教育技术开发能力、校本教育研究能力和学科课程与教学开发能力六大专业能力

的优秀小学教师和小学教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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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规格 

（一）学制学分 

1.学制：学制 4 年，学习期限 3-8 年 

2.毕业学分与小时：正式课程 157 学分+师范教育课程实践研习 40 小时 

3.授予学位：教育学学士 

（二）知识、能力与素养要求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学习、审思、创新、自主、合作、担当六

大素养，形成专业毕业要求如下，使学生能够： 

【尚价值】 

1.师德规范。学习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并遵守“中小学教师职

业道德规范”，形成对教师职业崇高性的正确认识。 

2.教育情怀。体验获得浓厚的小学教师职业认同感，积极的从教意愿，认

真对待教育教学工作的态度；学会尊重和关爱学生；修养自身人文底蕴和科学

精神。 

【习知识】 

3.学科素养。研习获得扎实系统的小学数学知识体系、数学思想与方法，

培养形成科学严谨的数学思维品质，理解领悟到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内涵与意

义，掌握兼教其他艺术类学科（如书写画、舞蹈、声乐、钢琴、电子琴）的基

本知识、原理和技能。 

4.教学能力。习得小学数学知识与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整合的能力与方法，

以及课程整合、开发与综合性学习设计与实施能力，特别是掌握小学课程开发

能力、小学班课有效组织能力、校本教育研究能力和数学课程开发能力等。 

【养智慧】 

5.班级指导。学习获得有效组织与建设班级的先进理念、方法和能力；能

够做好特殊学生的教育工作，处理并协调好与家长及社区沟通合作等常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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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充分调动“家-校-社”资源，促进班级与学校工作的顺利开展。 

6.综合育人。掌握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科学知识；能够及时把握教育契

机，灵活应用科学的育人方法；理解学科育人价值，善于结合学科教学内容，

设计适切的育人活动；能够在理解学校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基础上，开

展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 

【有能力】 

7.学会反思。具有一定的教学反思意识和创新意识，加强教育理论的学习

和教育研究能力的提高，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和教育研究方法分析并解决

问题，具有自我评估、自我完善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8.沟通合作。具有优秀的团队合作素质，掌握良好的沟通合作技能；乐于

在教学共同体中交流和分享；能够有效组织和指导学生开展小组互助合作学习；

能够与家长、社区等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形成“家-校-社”合力；具有全

球意识和开放心态，积极参与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电子白皮书 

  4 

四、课程体系 

（一）课程体系总体框架 

基于舒尔曼的课目教育学知识（PCK）等理论，本专业构建起“实验型教

学专业化课程体系”。其中，通识教育类课程是基础，学科专业类课程、通用

教育学类课程以及教育实践类课程相互交融“转化”，分别“生成”了课目教

育学类课程、通用教育见习类课程和课目教学见习类课程，它们进一步交融“转

化”，再“生成”了实验教学类课程。这八类课程有机融合而成的实验型教学

专业化课程体系，能够有效地提升师范生的教学专业能力和学术修养（见下图）。 

 

图 4-1 实验型教学专业化课程体系模型图 

表 4-1 课程结构比例表 

课程系列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学分 

占毕业总

学分比例 

学时 

占毕业总

学时比较 

周数 小时 

 

 

正式课程 

通识教育 

必修 32 20.4% 744 28.4% 2.5W  

选修 10 6.4% 160 6.1%   

专业教育 

必修 41 26.1% 560 21.4% 6W  

选修 20 12.7% 384 14.7%   

师范教育 必修 46 29.3% 576 22.0% 2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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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8 5.1% 192 7.3%   

非正式 

课程 

实践研习       40H 

合计 157 100% 2616 100% 36.5W 40H 

（二）核心课程 

本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有：小学教育学、小学课程与教学论、小学数学课

程与教学论、小学课程与教学论实验、小学高尚师德修养实验、小学教育技术

应用方法实验、校本教育研究方法实验、小学班课管理有效方法实验。 

本专业核心课程目标和教学大纲均符合毕业要求。主要采用“知识创造型

深度学习方式”开展教学，具体过程为：基于“四种”学习媒介（认知性媒介、

反思性媒介、实践性媒介和社会性媒介）和“六步”深度学习过程（合作规划、

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自主教学、协同评估、巩固学习），开展“三类”知识

创造型学习（创造课目教育学知识、创造有效教学知识、创造校本课程知识），

促进学生从“表层学习”走向“深度学习”，从“吸收继承”走向“知识创造”。

本专业创生了“有效促学的学习为本评估策略”。突破评估就是给学生“打分

赋等”的认识，走出“以考代评”的窠臼，扭转“教、学、评割裂”的局面，

重建“教－学－评整合”的关系，创造以评促教和以评促学的评估文化。 

 

图 4-2 核心课程所采用的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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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学习为本评估的教-学-评整合框架示意图 

（三）实践教学环节 

1.课堂实践教学环节 

本专业课程课堂实践环节表现为三个特点：课堂教学主体参与、注重实践体

验与课堂教学和课堂指导相结合。 

（1）课堂教学主体参与 

本专业的任课老师遵循“教学相长”的教学规律，在教学过程中营造民主、

自由的学习氛围，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发挥学生的

主体性。 

（2）注重实践体验 

本专业任课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会根据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科学、有

效地设计问题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亲身体验，获得感悟，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

展。本专业为学生提供充分而良好的见实习环境，让学生在教育实践中，感知一

线教师的工作状态，了解当代小学生，在反思和学习中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 

（3）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相结合 

本专业实行《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双导师制实施办法》，每位学生配

有一位校内导师（学校专业导师）和一位校外导师（小学优秀一线教学实践导师）。

导师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和专业课程开展情况，制定学习计划，让学生有选择性

地参与科研训练，培养学生的科学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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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多次邀请一线优秀教师为学生开展关于教育情怀、教育素养、教育信

息技术应用等方面的讲座，分享其丰富教学经验，帮助同学们树立专业的职业素

养和正确的职业、就业观念，强化学生的职业意识，为其职业生涯做出规划。 

2.教育见习与实习环节 

本专业在教育见习与实习环节制定了较为全面、详尽的工作方案、评估方案。 

（1）见习、实习工作方案  

本专业从目的、内容、时间、地点、组织、进程与守则等方面制定教育见习

和实习工作方案，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4-2 教育见习和实习工作方案概述 

 

 

（2）见习、实习组织安排 

本专业的教育实习课程标准每年都会根据往年实习情况和实际需求进行一

定的调整。最新版的课程标准（课程大纲）包括了指导思想与目的、内容与要求、

时间安排、实习基地与实习模式、指导教师配备与职责要求、对学生的要求、考

核与成绩评定、学院审批意见等八大部分。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电子白皮书 

  8 

见习具体安排在第 2 学期至第 6 学期，每学期持续时间不等，共六周，创新

创业周共三周；实习具体安排在第 7 学期，持续九周；见实习结束后，师范生仍

可参与实践指导教师的课题项目进行持续学习。此外还组织社会调查一周，实践

研习（思想引领、创新创业、全球学习、朋辈教育等）超过 40 小时。教育实践

累积不少于 18 周。为保障实习实训时间，见习期间，其余课程停课一周。实习

属于必修课程，安排在第 7 学期，不与其他课程时间冲突。专业所有学生参与实

习见习，并严格遵照相关规范与要求。 

（3）见习、实习实施计划 

在见习、实习开始前，本专业会集中组织动员大会，明确准备活动、课程内

容与作业要求和规范。在见习、实习过程需要完成关于教育技术认识和设计、班

级与课堂管理、数学课堂教学、校本教育的学习与思考、师德体验等六个层面的

日志和相关的课题报告。此外，还设计了见习、实习手册作为成果收录集，包括

教育见习、实习的任务和要求、核心内容导引、阶段性评定以及总结等板块。 

（4）见习、实习评价方案 

采用多元化主体、多维化内容、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方面对师范生教育实践

成果进行全面评价。其中，实习手册中的教育实习鉴定表基于学生自评、组长他

评有助于学生的自我反思和以评促学，实践学校的指导教师通过贴身指导给予学

生更客观而细致的评价，大学指导老师结合学生课程学习情况给予个性化指导与

评价。 

表 4-3 本专业实习成绩具体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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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本专业为培养和提升学生的教育实践能力，构建并实施了“三习一体化（见

习-研习-实习）递进贯通”的实践教学体系。 

 

图 4-4 本专业师范生实践教学体系 

教育实践类课程与通用教育学类课程、学科专业类课程以及教育实践类课程

相互交叉融合，形成本专业的实验型交需专业化课程体系，助力师范生实践教学

能力的发展。 

 

图 4-5 实验型教学专业化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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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师资队伍 

本专业专任教师共 17 人，教师职称结构、学历结构情况如下表所述。本专

业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 76.46%，且全部为师范生上课。 

表 5-1 教师结构比例 

 

本专业 17 名专任教师长期担任本科教学工作，其中，教授、副教授职位教

师 15 人，能够较好地保证本科教学质量。 

 

本专业专任教师教学能力突出，学术水平较高。本专业专任教师团队共发表

学术论文 252 篇，近三年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 16 项，获教学成果奖 13 项，开发

编写参与撰写相关著作共 10 本，其中，《小学教育学》和《现代课程与教学论》

被评为国家级规划教材。黄甫全教授（省教学名师、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等作

为著名学者、高精尖人才为本科生开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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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条件 

（一）教学设备 

我校在教学信息化方面提出了如下工作布局（见下图）。政策保障由教学处、

研究生处等教学管理部门负责，科学制定教学信息化的发展指标、鼓励教师开展

信息化教学相关政策。服务支撑体系由网络中心、教师发展中心共同建设。学校

网络中心下属的软件开发与运营中心负责线上教学平台群的功能开发与技术服

务，教师发展中心负责教师信息化教学技能的培训。在此基础上，学校正在筹建

教学信息化支持服务中心，打造全校一体化多功能的教学信息化服务支持空间。 

 

图 6-1 华南师范大学教学信息化的顶层设计与工作布局 

 

2016 年 9 月，学校正式上线基于 Moodle 自主开发的统一在线教学平台“砺

儒云课堂”。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完善和发展积累，“砺儒云课堂”完成与统一身

份认证平台、企业邮箱、微信企业号、教务管理系统、在线视频编辑发布平台、

正版化软件平台、教师信息网等信息化平台的对接，无缝融入了学校智慧校园整

体环境。截止到 2018 年 7 月，“砺儒云课堂”平台课程总数 516 门，在线授课

教师 412 人，使用平台进行在线学习的学生超过 18000 人。依托“砺儒云课堂”，

学校常态化教学在线上得到扩展和延伸，推动了学校教育教学变革进程。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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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的两个全新的学习空间——砺儒·新师范创新学习空间和教师教学

技能实训中心的全新空间已初步建成。  

1.砺儒·新师范创新学习空间  

砺儒·新师范创新学习空间，由网络中心负责建设，主要用于教师授课、研

讨、录制精品课程等，可提高我校课堂质量和教师教学效果。砺儒·新师范创新

学习空间位于石牌校区第一课室大楼南座五楼，总占地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包

括十间新改造课室、教师休息室和公共学习空间。 

 

图 6-2 砺儒·新师范创新学习空间 

 

目前，砺儒·新师范创新学习空间有四种空间类型：创新创业教室、跨校区

互动教室、通识课程教室和精品课程录制教室（具体内容见下表）。 

表 6-1  砺儒·新师范创新学习空间类型介绍 

类型 地点 容量 功能 图示 

创新创业

教室 

501 

502B 

501：30-40 人 

502B：18-20 人 

供师生进行小班教

学、项目协作、小

组研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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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区 

互动教室 
503 56-118 人 

支持跨校区课程直

播、课程录播、多

教室教学互动等功

能，实现 503-507 

五间教室之间联动

上课与跨校区的教

学过程实时互动。 

 

通识课程

教室  

504- 

507 

 

50-70 人 

教室里开放式的展

台与触屏可转动的

电脑将有利于教师

更灵活地开展课堂

讲学，有效促进课

程录播常态化。 

 

精品课程

录制教室  

502A 

509 

510 

502A：18-20 人

509：40-52 人

510：40 人 

适用于小班教学，

支持分屏呈现、

1080P 高质量课程

视频录制、分组讨

论及专家观摩，主

要支撑学校精品课

程资源建设。 

 

 

2.教师教学技能实训中心 

该中心由教师发展中心负责建设，主要服务于师范生和教师，是提供教师技

能学习、实训的场所，为师范生的成长和教师的发展提供支持。教师教学技能实

训中心成立于 2002 年，2006 年被认定为校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09 年被评为

广东省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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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教师教学技能实训中心 

教师教学技能实训中心（石牌校区教师发展中心南座 3 楼）面向师范生和校

本教师两类群体，设有教学技能实训室、教学技能研讨室与观摩室，使技能实训、

见习、研习、实习环节更好的相互交融，形成“U-S”协同育人的教师教育新模

式。 

实训场室中除了配置满足教学应用需求的多媒体电脑与大屏（或投影）设备

外，同时满足不同的课程与校外实践基地互动应用需求，所有录播设备均具备互

动功能。互动功能模块通过华师云 MCU 的方式，可实现多种终端（录播主机、

笔记本电脑、移动手机）的接入，以满足校外一线教师及实习学生接入应用需求。 

 

图 6-4 云 MCU工作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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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如下实训场室与设备，具体见下表： 

表 6-2 教师教学技能实训中心主要实训场室 

类型 数量与容量 功能 图示 

教学技能 

实训室 

石牌校区 10

间，每间容纳

15 人，大学城

校区 13 间，每

间容纳 10 人。 

配有多媒体电脑、交互式

大屏及录播设备，供师范

生、本校教师进行教学技

能训练，可与中小学教师

进行远程观摩、互动评议。  

教学技能 

研讨室 

石牌校区有 2

间，大学城校区

有 1 间，分别可

容纳 30 人。 

实现师范生与授课教师跨

区域、跨平台多元互动，

支持团队学习、探究式学

习等学习模式。 

 

教师研修 

工作坊 

容纳 40 人 

可举办模拟面试、演讲实

践等活动提高师范生和教 

师综合素质 

 

在线学习室 容纳 100 人 

通过学习开放性课程，提

高师范生和教师的信息技

术能力。信息技术工作坊，

可容纳 30 人，供教学团队

进行 “混合学习”等新型

教学模式。 

 

教学研讨室 容纳 12 人 

通过全程参与式、体验式的

演讲实践、教学能力训练等

活动，引导教师自我实践、

自我评价、自我完善，提高

教师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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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 

本专业实验室建设分为三类，分别是基础实验室、实训场所与专业实验室。

各实验室建设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6-3 小学教育专业教学的实验实践平台情况 

 

1.基础实验室 

本专业配备有国内第一个文科实验室——课程与教学实验室。该实验室作为

本专业的基础实验室，整体包括教学实验室、课程开发实验室和录播室。实验室

每年都会置实际需要增添桌椅、图书、书架等硬件，更换升级实验教学设备。实

验室在 2005 年建成，后续不断增添了存储柜、网络资源库和移动白板和便携投

影等设备；2008 年网络教学实验室升级，扩大了网络教学实验室面积，增添电

脑和电子教室软件等设备；2015 年实验室升级部分教学设施。下一步将扩大实

验室规模，将本平台建设成为一个分科课程与教学专业能力培养的综合平台。目

前，课程与教学实验室现有国内外多种版本的小学教材，共有 15 套，总计 2400

本不同种类的教材。小学数学教材和教辅共 10 套，数学黑板及上课所需设备 3

套。本专业学生可在课程与教学实验室中开展教学研讨，小班教室等教学活动。 

以“课程与教学实验室”为平台，引导学生将角色发展为“课堂自主教学者”

和“网上自主学习者”；创用师范生混合学习方式，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开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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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化合作活动学习的教学方式，实现师范生自主教学，培养课程与教学创新能力。

创用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与混合学习融通型教学策略体系，开发六

环节教学过程模式，包括“师生合作规划课案”+“学生自主学习”+“网络合

作学习”+“课堂自主教学”+“过程性自主评估”+“提升性巩固学习”，实现

师范生通过“自主教学”学会教学。此外，本专业现有智慧课程与教学实验室、

XR 课程与教学实验室、德育神经科学实验室与教育人工智能实验室四大类专业

实验室和全国一流设备，由此整合课程学习与学生专业学研，指导学生开展小学

数学双师课堂的深度学习微课和系列课例开发等相关研究。 

2.实训场所 

本专业有 4 个实训场所，分别为美术室、钢琴室、舞蹈室和电子琴室。学院

琴房现有 40 台钢琴提供给小学教育专业的同学练习。  

3.专业实验室 

2018 年，为提升本专业师范生教学技能，本专业新建设了 2 个专业实验室，

分别为微课室和虚拟演播室。本专业学生可在微课室、虚拟演播室录制说课，微

课等教学视频，为本专业学生锻炼师范技能提供有利条件。 

（三）实习基地 

1.“三位一体”协同培养机制 

依托教师培训机构联盟积极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小学开展“三位一体”协

同培养。目前，小学教育专业已构建了“三位一体”互惠型协同培养模式和基地，

获得了当地教育部门的支持，保证基地的稳定建设与发展。 

表 6-4 卓越小学教师“三位一体”互惠型协同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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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专业发展平台 

学校与小学合作搭建教师专业发展平台，形成小学教师培养、培训、研究和

服务一体化的合作共同体情况。目前，本专业已与广东省内 450 多所名校，建

立合作关系，此外还有广东省中小学新一轮“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学员学校

100 所，广东省中小学新一轮“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实践导师学校 26 所。融

通小学教育专业建设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创用“把教学做成研究”的创新

性办学范式，开发“大学-地方政府-小学”三位一体的互惠型小学教师专业发展

“学训研”共同体，在大学课堂和小学课堂开展卓有成效的行动研究。从而，通

过惠及大学教师团队和小学教师群体获得实质发展，有效激发他们乐于尽心尽力

提供强有力的教学专业学习指导，让学生真正实现卓越小学教学专业能力的发展。 

3.示范性教育实践基地 

与本专业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的示范性教育实践基地超过了三分之一，且各

实践基地在各地区都拥有丰富生源、充足的占地面积、完善的教学设施、较强的

师资力量和良好声誉的优秀学校，能够充分满足专业教学需求。 

表 6-5 小学教育专业校外实习实践教学基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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