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二十二日，杭州师范大学副
校长、经亨颐学院院长王利琳和学院
相关领导及指导教师来到杭州第十五
中学看望在此实习的同学，并指导相
关的教学工作。

来到十五中，王校长亲切地询问
各位同学一个多月来的实习感受，同
学们各抒己见，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所
见所闻所感，大部分同学都强调充实
的实习工作让自己收获很多。“纸上谈
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理论
到实际，同学们认识到了真正做好一
名优秀教师的不易，也充满了信心朝
着目标不断努力。

王校长还和大家分享了二十六年
前的实习经历，苦并快乐着，正因为当
时的努力和坚持，真正走上工作岗位

后才会如鱼得水，更快更好地完成角
色的转换。王校长一行还走进课堂，
赞赏了经院学子优异的表现；同时，提
出了一些建议，鼓励同学们更上一层
楼。
（经亨颐学院 盛煜晖 金梦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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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4日，杭州师范
大学党委副书记黎青平来
到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看望教育学院实习生。

黎书记一行听了一节
实习生的语文课，之后召
开了实习生座谈会，求是
教育集团郑仁东校长、袁
茗香副校长参加了座谈
会。实习生向黎书记汇报
了一个月实习的总体感

受，交流了各自的收获和
体会。黎书记对实习学校
的支持表示感谢。同时，也
对实习生在这一个月所取
得的成绩进行了肯定，并
勉励实习生珍惜实习机
会，要学会理论联系实际，
将本次实习中的收获和经
验积极运用到今后的工作
实践中。

（教育学院 李路奇）

10月 21日上午，校纪委书
记郝敬习一行来到桐庐中学，
看望了正在教育实习的 2010级
师范生，并与桐庐中学领导、指
导教师以及实习生们进行了交
流座谈。

郝书记一行在与实习生亲
切问候之后，就立刻走进课堂，
听了马志宇同学的一堂历史
课。在随后进行的讲评中对这
堂课给予肯定，认为很好的体
现了杭师大和桐庐中学良好的
学风，良好的教风，良好的校风。
座谈会上，桐庐中学校长冯永平
认为：“这群学生勤奋好学，态度
认真，每天一大早就已经来到
教室，不辞辛劳，表现了过硬的
素质。”郝书记表达了对实习学
校的感谢和对实习生的期望，希
望实习生接下来能上好每一堂
课。

在看望实习生之后，杭州师
范大学桐庐校友会也在桐庐中
学举行，相关老师和实习生也
一同参加。

（人文学院 马志宇）

10月 24日，杭州师范大学杨磊副校
长以及其他领导老师来浙大附中实习点
看望我们实习生。

浙大附中校长对杭师大领导一行的
到访表示欢迎。他说，杭师大长期以来与
我校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校在不断
加快自身建设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实习教
师的培养工作，学校努力为实习生提供教
学与生活上的便利，帮助实习生短时间内
融入中学教学。“可喜的是，从各教研组反
馈来的消息，这些孩子的表现都不错，肯
吃苦，且好学。”

实习生坦言，在这里，完全感觉不到
自己是外人，指导老师的教学经验都会毫
无保留地跟我们分享。我们已逐渐融入到
教师角色当中，并以一名老师来严格要求
自己。

杨磊副校长跟我们每个人都很热情
的握手，认真听取了我们的实习情况。肯
定了我们的工作学习成绩，鼓励我们继续
努力，争取出色完成实习任务。

（体育与健康学院 李 彬）

杨磊副校长来浙大附中看望实习生

10月 29日，郭清副校
长一行莅临萧山六中看望
实习生，萧山六中陈建强
校长给予热情接待。

实习生纷纷向校领导
汇报了在六中的收获以及
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感
谢各位指导老师对自己生
活上和工作上的指导和帮
助,在实习期间，他们不但学
习并提升了教学理念、方法
与技能，更从指导教师身上
学习了对待学生、对待工作
的责任心和认真态度，切实

增加了对教师这份职业的
理解、认同和热爱，更加坚
定了投身教育的信心与信
念。之后,听取了吴芳芳同
学的汇报课。

郭副校长对学校良好
的管理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对指导老师们付出的
努力表示了感谢。他鼓励
实习生们要珍惜机会，虚
心向指导老师学习，力争
圆满完成实习任务。

（政治与社会学院
吴芳芳）

黎青平副书记看望浙大附小实习生

郭清副校长看望慰问萧山六中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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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琳副校长莅临杭十五中指导实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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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总计

人文学院 9

理学院 3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5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1

音乐学院 0

体育与健康学院 3

美术学院 1

教育学院 11

外国语学院 5

政治与社会学院 5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1

经亨颐学院 3

总计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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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8日，杜校长来到杭十三中
教育集团，看望在这里的实习生。在座
谈会上，杜校长真诚地感谢杭十三中对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实习工作的大力支
持，感谢各位老师认真负责地给予指
导。杜校长又关切地询问了实习生表现

情况，与实习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各
位实习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实习感悟，
虚心学习尽心工作，为教育实习画下完
美的句号。

“挥洒阳光，激情足球”，10月 21
日，杭十三中教育集团学生足球赛正式

举行。足球场上，队员们尽力拼搏，奔跑
如离弦之箭，喊声振奋人心。倒了，站起
来;伤了，无所谓；进了，欢呼雀跃。青春
的活力在足球场上迸发，没有拘束，没
有忧虑，欢声笑语才是青春的主旋律。
流汗了，又风干了；流血了，又凝固了。
球场上除了和足球在一起奔跑，一切都
不在乎。整场比赛中，双方观战球迷热
情高涨，球场上不时掌声雷动。球赛增
进了同学之间的交流，同时也使得大家
再次深刻体会团结就是力量的真谛。

10月 24日，在杭十三中教育集团
举行了科学公开课。共有四位经验丰富
的教师参与。《常见的植物》一课，胡老
师的课堂生动活泼，充分调动了学生的
积极性，设计的活动很有吸引力；与胡
老师的课堂完全不同，同样的内容赵老
师更加注重对学生思维的培养，学生均
受益匪浅；任老师上的杠杆平衡习题课
从一道题目延伸到一类的题目，经过这
一堂习题课，学生能够很好地应对有关
杠杆一类的习题；最后一位教师上的有
关离子的课，教师提问环环相扣，让学
生认识了复分解反应的本质。评课的教
研员以问题为主，有针对性。这些给立
志成为教师的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值得认真学习和思考。 （理学院）

1.教育的意旨并非知识的累积，而是心
智上的能力的发育。 (赛珍珠)

2.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
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

(乌申斯基)
3.在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规定了给予

学生各种知识，但是却没有给予学生最重要
的东西，这就是：幸福。理想的教育是：培养
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
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就是教育应该追
求的恒久性、终极性价值。 (苏霍姆林斯基)

名人名言教育实习第五周记

1.小学生语言学习和写作表达在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教师的对学生习作困难时的信
任、宽容和正确引导；得益于教师正确、规范
和各具个性的语言反复刺激与情不自禁的
模仿学习。 （张化万）

2.我们要分析各种不同的孩子，对他们
有针对性的引导，让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家
庭，热爱周边的事物。 （刘彭芝）

3.有人说，没有崇拜就没有教育。但是，
不能缺少这样一份清醒：不要亵渎那纯洁的
崇拜。教师本事越大，师德越高尚，赢得学生
崇拜的砝码就越有分量。 （于永正）

第二部分 书写规范汉字能力训练
 汉字是我国教师教育工作的重要工
具，教师应当掌握国家已经确定的规范
和标准。规范汉字的书写，直接关系到
教学效果和教师威信的建立，因此对高
校师范生应进行书写规范汉字的训练，
提高书写规范汉字的水平。为了胜任教
师工作，学生应注意书面语言的表达，
开展有关的训练，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提高写作水平。

对师范生要加强规范汉字、书写技
能和书面表达能力的训练，要在思想上
重视，态度上端正，训练中坚持并举。以
上能力的训练一般从一年级始进行。

一、掌握规范汉字能力训练
（一）训练目的 
引导学生树立用字规范意识，写字

正确，笔画清楚，掌握好 3500个常用字，
自觉纠正错别字。
（二）训练内容
1．了解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

政策，掌握汉字的规范标准。
2．掌握现代汉语常用字 3500个。
（三）训练方法和途径 
1．向学生提供规范汉字的学习、练

习资料，有关的音像资料。 
2． 学校和各学院内要创造使用规

范汉字的氛围和环境。 

3．各学科教师要以身作则、齐抓共
管，书写规范汉字，纠正学生作业、论文、
实习教案中的错别字和不规范字。

二、书写汉字能力训练
（一）训练目的
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纠正以

前形成的不良书写习惯。了解不同字体
的书写特点，形成良好的书写能力，做到
书写正确、美观、整洁、流畅。
（二）训练内容 
1．以“三笔字”楷书能力训练为主，

兼顾钢笔（或签字笔）行书。 
2．掌握正确的执笔、运笔方法，纠

正不正确的写字动作和姿势。 

3．掌握汉字笔画名称、书写特点，
笔顺规则。

4． 掌握汉字偏旁部首和间架结构
规律。

5．行款整齐，纸面干净，讲究章法。
6．掌握选帖、读帖和临帖的基本知

识和要领；培养书法作品鉴赏能力。
（三）训练方法和途径
1．开设《书法》课程。
2． 向学生提供书法学习的有关图

书资料和音像资料。
3．举办丰富多彩的书法课外活动，

如观摩、展览、比赛等，形成良好的书法
学习氛围。

名师论教

师范生教师专业技能培训（三）
———选自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大纲

本周是学军小学全体师生秋游的日子。一大早，同学
们各个精神抖擞，整装待发，前往良渚文化遗址参观。

博物馆内设 3个常规展厅，“以雍容华贵、高雅亲和”
的展览设计理念让 5000年前的文化融入了当代都市，形
态各异、动感十足的互动方式让同学们在良渚博物馆内与
古良渚人一起耕田、伐木、捕鱼，感受古人的生产生活。

午饭，阳光倾洒的草坪上，五六人一组，同学们拿出自
己亲手烹制的花式创意蛋炒饭，一一陈列在自己带的桌布
上面，恍若草坪中盛开的一朵朵山茶花，不得不感叹学生
的创意，简单的蛋炒饭在他们的手中也可以绚烂的发光，
色彩缤纷的佐料搭配辅以新鲜的水果，格外诱人。色香味
俱全的蛋炒饭被推到了班级的最前端，被展示被分享。细
心的同学还准备了两份自制寿司，一份留给老师分享。全
班同学其乐融融，在阳光下绽放出一张张绚烂的笑脸。

（教育学院陈梦瑶、金旭华、阮燕青、李瑞婷）

悠 哉 ，悠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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