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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 2018 版师范专业“实践研习” 
课程实施方案（试行） 

 

一、课程目的与意义 

我校师范生的培养定位为骨干专家型教师。骨干专家型教师

伴随学生成长而成就。促进学生有效成长，教师需具有良好的教

育理想和信念，怀有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心，具有驾驭学校教育

教学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具有逾越教育教学挑战的勇气和决心。

为此,我们从教育理想、教育信念、教育情感、教育知能和教育

意志等方面构建了骨干专家型教师 “想、信、爱、能、会”“五

位一体”的要素结构,导引师范生的培养。“五位一体”的要素结

构预示着，培养骨干专家型教师，仅有理论学习不够，必须理论

学习与教育实践相结合。 

实践研习是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师范生通过开展

相关的实践活动进行研究学习的过程。实践研习是沟通理论课程

学习与教育实习的重要桥梁，是培养师范生掌握教书育人实践性

知识、增强职业认同、形成良好师德师风、逐步具备骨干专家型

教师“想、信、爱、能、会”“五位一体”特质要求的重要途径，

是培养师范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增强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载体。 

二、课程性质与要求 

实践研习属于师范专业学生在读期间必须完成的非正式课

程。师范生遵循“自主发展”的理念，在教师指导下通过自主训

练、同伴互助等形式参加相关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的

理解、增强对职业及对社会发展责任担当的认识，在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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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以升华。实践研习以项目形式实施，包括项目 I、项目 II、

项目 III 和项目 IV，项目 I至项目 III 为必达项目；项目 IV 中

的“子项目 1”中的“班赛”、子项目 2“参加‘互联网+’师生

互动学习坊”以及子项目 3“参加志愿活动”是每个师范生的必

达项目，其余子项目是选达项目。 

师范生通过考评后获得不少于 40“小时”（此处的“小时”

是我校非正式课程的计量单位，有别于平常所说的“小时”）学

习时长。每个师范生获得 40“小时”即达到非正式课程的毕业

要求。 

本方案从 2018 年秋季入学的师范生起施行。各学院组建“实

践研习”课程团队，负责课程建设、实施、考核等。 

三、课程内容、考核与实施 

（一）项目 I：访谈（计 3 小时） 

目标与要求：每位师范生利用大一寒暑假时间自主选择 4

位教师（其中 2位应为校级以上先进/优秀的教师）围绕教育理

想、教育信念、教育情感、教育知能、教育意志等五方面展开访

谈，并就上述五方面撰写一篇不少于 3000 字的访谈心得，对优

秀教师与普通教师的特征进行区分，感悟优秀教师特质，为后续

学习明确方向，激发动力。 

完成时间：大二第一学期开学前。 

考评:项目负责教师根据过程表现及访谈心得质量考评学生,

确定学生是否通过。通过者获得 3小时。 

实施单位：各学院。 

（二）项目 II：见习（计 8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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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包括观摩和聆听。 

1、观摩 

目标与要求：每位师范生通过现场观察（原则上不少于 5

天）、远程观摩（原则上不少于 3天）、观看录像（原则上不少 3

天）等形式了解教学设计、课堂教学、课后辅导、说课、观课评

课、班级管理、主题班会、家长会、课外活动、教师集会等中小

学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对作为一个科任教师、一个学生管理者的

工作内容和要求等有初步的认识，以便更好理解和更有效学习教

育学、心理学等课程。观摩结束后，每位师范生选择上述一方面

或若干方面内容撰写一篇不少于 3000 字的观摩体会。 

完成时间：大三第一学期开学前。 

考评：项目负责教师根据过程表现及观摩体会质量考评学生，

确定学生是否通过。通过者获得 6.5 小时。 

实施单位：各学院。 

2、聆听 

目标与要求：每位师范生通过学校或学院讲坛聆听名校长/

名教师开设的专题讲座共计 6场次（其中 1场次是师范生培养概

况解读），知悉学校对师范生的培养要求以及领悟名校长/名教师

的成长之道。聆听结束后围绕教育理想、信念、情感、知能、意

志等五方面或其中一方面撰写一篇不少于 3000 字的听后感。 

完成时间：大三第二学期结束前。 

考评：项目负责教师根据过程表现及听后感质量考评学生，

确定学生是否通过。通过者获得 1.5 小时。 

实施单位：校级讲座由教务处组织，院级讲座及其它相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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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由学院负责。 

（三） 项目 III：演练（计 12.5 小时） 

“演练”内容包括基本教学素养、基本信息素养和基本艺体

素养。 

1、基本教学素养 

目标与要求：每位师范生通过听课、自主训练和朋辈互助等

方式练就基本教学能力，即通过“三字一画一话”测试。具体而

言，通过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简笔画测试，通过普通话二

级乙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通过二级甲等）测试。 

完成时间：大三第二学期结束前。 

考评：项目负责教师根据学生过程表现、粉笔字、毛笔字和

简笔画质量以及是否通过钢笔字和普通话测试（钢笔字和普通话

测试不通过的学生视为本子项目不通过）等方面考评学生，确定

学生是否通过。通过者获得 7.5 小时。 

实施单位：钢笔字和普通话测试由教务处组织，其他活动由

学院负责。 

2、基本信息素养 

目标与要求：每位师范生通过听课、自主训练和朋辈互助等

方式学会制作多媒体课件一个和使用多媒体平台进行教学一次。 

完成时间：大三第二学期结束前。 

考评：项目负责教师根据表现考评学生，确定学生是否通过。

通过者获得 2小时。 

实施单位：各学院。 

3、基本艺体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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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要求：每位师范生通过观看录像、自主训练和朋辈互

助等方式掌握基本艺体素养，达到“131”要求，即独立清唱国

歌、具备“体育类、艺术类、综合类”“三类”中每一类的一项

技能。 

注：◆“体育类”指球类、游泳类……；“艺术类”指舞蹈

类、音乐类……；“综合类”指魔术类、人工智能、手工制作…… 

◆体育、音乐、舞蹈、美术专业学生的上述“三类”技能的

“小时”，由他们通过开展朋辈教育即他们对其它专业学生进行

相关技能培养而获得。 

完成时间：大三第二学期结束前。 

考评：项目负责教师带上具有相关项目判断能力的学生对本

院学生开展考评学生，根据被考评学生表现确定是否通过。通过

者获得 3小时。 

实施单位：各学院。 

（四）项目 IV：创新（不少于 16.5 小时） 

“创新”包括五个子项目：参加教学技能竞赛、参加“互联

网+”师生互动学习坊、参加志愿活动、国际交流和其它。 

师范生通过参加活动做到学以致用，在应用中实现创新，从

而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增强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教育的责

任担当。 

子项目 1：参加教学技能竞赛 

目标与要求：师范生通过参加教学技能竞赛，把理论应用于

实践，通过实践掌握及提升驾驭课堂的能力。教学技能竞赛包括

校内“三赛”（‘为了明天’师范生课堂教学优秀奖评奖活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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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生课件制作大赛和师范生基本技能竞赛），以及省级以上教学

技能竞赛。校内“三赛”的每赛分班赛、院赛和校赛。每个师范

生必须参加“三赛”中班赛的各赛。 

时长计算：“三赛”中的班赛共计 3小时。 

完成时间：“班赛”、“院赛”和“校赛”在大三第二学期结

束前，其它赛在大四第二学期三月底前。 

考评：项目负责教师根据学生是否参加校内“三赛”中“班

赛”的各赛考评学生，确定学生是否通过。通过者获得 3 小时。

教师根据学生是否参加其它比赛赋予其相应的时长，其中院赛每

赛计 1小时，校赛每赛计 1小时,省赛每赛计 3小时,国赛每赛计

4小时。 

实施单位：校赛由教务处组织，非学会组织的省赛、国赛由

教务处协助组织；其它活动由学院负责。 

子项目 2：参加“互联网+”师生互动学习坊 

目标与要求：“互联网+”师生互动学习坊由大学教师、中小

学名师以及师范生组成。每位师范生入学即进入“互联网+”师

生互动学习坊，与大学教师、中小学名师一起围绕教育理想、信

念、情感、知能、意志等主题开展对话、实践，通过对话形成共

识，经过实践达致养成。同时，学生把演练、微格教学、教育实

习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寻求教师释疑，拍录微格教学的视频（3个，

每个时长 15 分钟）以及教育实习的视频（1 个，时长 10 分钟）

发给教师评阅。 

时长计算：计 8小时。 

完成时间：微格教学视频的拍录与评阅在大三第二学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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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完成，其它活动在大四第二学期三月底结束。 

考评：项目负责教师根据学生参加“互联网+”师生互动学

习坊的表现以及学生微格教学、教育实习的视频考评学生，确定

学生是否通过。通过者获得 8小时。 

实施单位：各学院。 

子项目 3：参加志愿活动 

目标与要求：每位师范生均需参加志愿活动，获得时长不少

于 3小时。师范生通过发挥专业知识优势开展社区服务、支教服

务或参加义工活动，增强其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活

动结束后撰写一篇不少于 3000 字的心得体会。 

时长计算：每参加一天活动计 0.5 小时，撰写心得体会计

0.5 小时。 

完成时间：大四第二学期三月底前。 

考评：项目负责教师根据学生是否达到参加志愿活动的时长、

表现及心得体会质量考评学生，确定学生是否通过。通过者获得

3小时。在此基础上，根据学生参加志愿活动的实际赋予其相应

时长。 

实施单位：各学院。 

子项目 4：国际交流 

子项目 5：其它 

子项目 4和子项目 5按照非正式课程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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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实践研习课程简表 
 

项   目 子 项 目 通过可获得时长

(小时) 

项目性质 

项目 I:访谈 访谈 3 必达 

 

项目 II:见习 

1.观摩 6.5 必达 

2.聆听 1.5 必达 

 

项目 III:演练 

1.基本教学素养 7.5 必达 

2.基本信息素养 2 必达 

3.基本艺体素养 3 必达 

 

 

 

 

 

项目 VI:创新 

1.参加教学技能竞赛 班赛计3小时,其

它按实际计时。

班赛为必达，

其它为选达 

2.参加“互联网+”师生

互动学习坊 

8 必达 

3.参加志愿活动 3 必达 

4.国际交流 按非正式课程要

求执行。 

选达 

5.其它 按非正式课程要

求执行 

选达 

 

 


	全页照片
	教学〔2019〕13号  关于印发《华南师范大学2018版师范专业“实践研习”课程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