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洱学院“国培计划(2014)”——云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短期集中培训项目 

宁洱县送培下乡小学数学培训工作总结 

  

2015年 3月 13日—3月 18日普洱学院对宁洱县 100名小学数学

教师进行“国培计划（2014）”送培下乡培训。现将培训工作总结如

下： 

一、充分调研，确定培训目标及内容 

本次培训对宁洱县小学数学教师课堂教学进行充分调研，确定了

培训的目标： 

1、数学理解与学习能力：在专家引领下，能深入理解新课标的

基本理念、课程目标、核心概念，并能从核心概念的角度把握小学数

学“计算教学”内容的主线和教学关键。 

2、数学教学与教研能力：在教学名师的带动下，能提出落实数

学新课程“计算教学”内容的有效策略和方法，提高“计算教学”内

容的课程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能力。 

3、数学反思与引领能力：根据问题梳理设计校本教研方案，发

挥研究与培训的引领作用。 

本次培训是在宁洱县直属小学进行。为使本次培训具有针对性和

实效性，多次同宁洱县教育局和县直属小学进行对接，确定培训内容，

同时认真制定了实施方案。培训内容充分围绕“计算教学”专家讲座

提高学员理论高度、研究课把握“计算教学”的课程标准和实施目标、

示范课分新授课、练习课和复习课，每一种课型都让学员充分感受一



节好课的背后是教师用心的学习和付出。 

二、用心培育和打造培训团队 

卢梭说：教育必须顺着自然——也就是顺其天性而为，否则必然

产生本性断伤的结果。从 2008 年开始，复活感性，回到数学教育的

生命源头；生命对话，走向语言的视觉融合；复活课堂，追求生命的

创造，构建生态课堂，让课堂成为学生创造的乐园一直是培训团队负

责人吴波老师的追求，她和普洱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小学数学教研员刘

梅老师带领普洱市基础教育一线的 28 位教师对普洱市基础教育教学

进行研究，形成了《立足专业成长，关注基本问题—小学数学“解决

问题”有效教学模式探讨》、《回归数学教学的生命之源—“四则运算

（第二级运算顺序）”教学设计》、《让生活走进数学课堂—“植树问

题”教学片段设计》、《数学学科和素质教育》、《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田忌赛马》教学设计》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团队成员在研究中学习，

在研究中成长，他们中有的成了“云岭教学名师”、“云南省小学数学

名师”、“特级教师”、教学骨干，更多的是在各类小学数学课堂竞赛

中获奖。在本次培训中无论是研究课还是示范课，每一个上课教师的

后面是一个培训团队的力量。 

三、实施主体通力协作，确保项目顺利完成 

在本次培训中，普洱学院、宁洱县教育局、宁洱县直属小学通力

协作，培训的每一个环节认真落实到位。为使本次培训突发的问题能

够顺利解决，培训班配备两名班主任（普粉丽老师普洱学院派出，叶

世仁老师宁洱县教育局派出），班主任认真检查学员住宿条件、饮食

条件、学员上课到课情况、完成作业情况。宁洱县直属小学从校长王

晓江到数学组全体教师都高度重视本次培训，负责教学的副校长陈珍

慧老师不仅负责培训场所的保障、研究课和示范课的学生安排、示范

课和研究课前期教学等工作，而且她本人也参加本次培训。宁洱县直



属小学数学组全体教师参加本次培训的服务工作。 

四、培训效果显著，影响力强 

（一） 课程与教学满意度学员评价表结果与分析： 

参加培训对象是宁洱县各乡镇小学数学教师，共 100 名教师。此

次发放问卷 97 份，回收 97 份，有效问卷 93 份，无效问卷 4 份，有

效率为 95.9%。 

1.课程内容理论与实践结合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40.86% 58.06% 1.08% 0%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此次培训 98.92%学员对课程内容理论

与实践结合是满意的。 

2.教学方式适合学员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35.48% 61.29% 3.23% 0%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知，这次培训的教学方式有 96.77%学员满意

的，可说明这次培训教学方式适合学员。 

3.课程资源和教学案例丰富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29.03% 66.67% 4.03% 0%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95.97%的学员认为课程资源和教学案例方面

很丰富，说明此次在课程内容与教学案例这方面上做得很好，也充分

体现出普洱学院对此次培训的重视度。 

4.对该课程与教学总体评价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20.88% 74.73% 4.39% 0%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来看，95.61%的学员对课程与教学评价比较满

意，说明课程与教学设置比较符合学员的实际需要。 

5.培训收获主要表现（多项选择） 

培训收获主要表现 理念 知识 技能 能力 情意 

总分比 69.89% 58.06% 77.42% 45.16% 26.88%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此次培训学员们对教学理念的收获达

69.89%，知识收获达 58.06%，能力收获达 45.16%，情意收获达 26.88%，

技能收获达 77.42%，这说明学员对教学理念、技能、能力、情意、

知识等在此次培训中都有了许多新的理解，收获较大。 

从问卷调查来看，对于课程与教学满意程度都在 95%以上，说明

此次“国培计划——送培下乡”宁洱县小学数学教师培训，学员们收

获很多，对教学课程也比较满意，让学员对小学数学有了一个全新的

认识，学员的教学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对今后进行小学数学的教学

有了极大的帮助。 

（二）项目综合满意度学员评价表统计与分析（问卷 96份） 

参加培训对象是宁洱县各乡镇小学数学教师，共 100 名教师。此

次发放问卷 97 份，回收 97 份，有效问卷 96 份，无效问卷 1 份，有

效率为 99%。 

1、培训准备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34.3% 62.5% 3.1% 0%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此次培训 96.8%学员对培训准备是很满

意的，也充分说明普洱学院对“国培计划”送培下乡项目的高度重视。 

2、课程培训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31.25% 66.67% 2.08% 0%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对于此次课程培训，97.92%的学员是很

满意的。这说明此次课程的安排是极其成功的。 

3、培训方式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32.3% 66.7% 1.0% 0%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此次采用的培训方式多种多样，使得超

过 95%的学员很满意，这充分说明本次培训的前期调研是有效的、培

训老师准备是充分的，培训方法是非常可行的。 

4、实践观摩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33.3% 66.7% 0% 0%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此次培训在结合课堂的教学教法的基础

上，通过实践观摩让学员对知识更好的理解和掌握。使学员的满意程



度高达 100%，这也体现了生活中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妙用和好处。 

5、学习资源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28.1% 65.6% 6.3% 0%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此次培训学员对提供给培训学员的学习

资源的满意都达到 93.7%。这充分体现了普洱学院教师培训团队充分

挖掘小学数学培训资源，利用各种资源对学员进行全面的培训，使学

员学到更多的知识。 

6、培训场地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28.1% 65.6% 6.3% 0%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93.7%的学员对培训场地很满意，而且

没有不满意的学员，这说明了宁洱县教育局对此次培训的用心和努

力，尽量的给学员提供优越的培训条件，让学员在 5 天的培训时间里

学习、身心都愉悦。 

7、师资水平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36.5% 62.5% 1.0% 0%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此次培训学员对培训师资水平的满意度

高达 99%，这样充分体现了培训的主体方在培训团队的组建上集合了



普洱市优秀的小学数学教师资源，让参训学员学到了更多的先进的教

育教学理念和方法。 

8、班级管理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24.0% 71.9% 4.1% 0%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此次培训学员对班级管理的满意度高达

95.9%。充分说明担任本次培训班的班主任工作的认真和负责，体现

了老师和学员相处融洽，合作成功。 

9、饮食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12.1% 61.5% 25.3% 1.1%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此次培训 73.6%学员对饮食满意，25.3%

的学员则对饮食一般满意，但是存在 1.1%的学员对饮食不满意，这

说明送培下乡项目如何做好培训学员的饮食还需要做更好的研究。 

10、住宿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26.4% 65.9% 7.7% 0%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此次培训的住宿是由宁洱县教育局安

排，普洱学院认真检查后获批，有 92.3%学员很满意。这也说明国家

对培训学员学习生活的高度重视。  



11、交通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14.3% 63.7% 20.9%  1.1%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此次培训的地点在宁洱县直属小学，学

员住宿离学校近 1公里，学员每天往返学校与住宿之间，交通多有不

便。仅有 70.5%的学员满意，27%的学员满意度程度为一般，有 2.5%

的学员不满意。 

12、培训效果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百分比 19.1% 75.6% 5.3% 0%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此次培训效果非常好，学员的满意度达

94.7%，先进的知识理念和教学技能，让学员很满意。 

13、培训最大的收获表现 

培训最大的收获 理念 技能 能力 情意 知识 

表现 84.3% 84.3% 53.0% 30.1% 74.7%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此次培训学员们对教学理念的收获达

84.3%，技能收获达 84.3%，能力收获达 53%，情意收获达 30.1%，知

识收获达 74.7%，说明学员对教学理念、技能、能力、情意、知识等

有了许多新的理解，并且有了很多的收获。 

综上所述，实践观摩学员满意度高达 100%，培训准备、课程培



训、培训方式、师资水平、班级管理等 5 个项目学员的满意程度达

95%以上，学习资源、培训场地、住宿、培训效果等 4 个项目学员的

满意度达 90%以上，说明此次“国培计划”学员收获很多，让学员对

小学数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学员的教学水平有了更进一步的提

高，对今后进行小学数学的教学有了极大的帮助。 

五、培训的亮点 

（一）项目突出的特点： 

1. 示范课、研究课、新授课结合一线教师，有针对性、实教性。 

2. 小学数学学习资源丰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3. 课程培训安排有序、有方。 

4. 现场观摩，内容丰富，有价值。 

5. 研究课、示范课教师优秀，课堂精彩。 

6. 培训目的围绕学生思维发展，给学生一个立体教学。 

7. 计算教学的理念及数学文化与数学思考的理念强。 

8.学科专家参与教学活动。 

（二）课程与教学最突出的特色： 

1.理论与课例相结合，具有针对性、时效性。 

2.计算教学(练习、新授、复习)专题研究符合教师需求。 

3.培训主题鲜明、方式多样。 

4.所有课程都特别注重算理的讲练、算理清难点自然被突破。 

5.有理论高度、实践性强、课程教学案例及学习资源丰富。 

6.资源共享、观摩课有实效性。 



7.教学注重学生的听、思、想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动口动脑。 

8.专家评价尊重学员、平等共讨。 

六、培训中存在的不足 

1. 由于培训时间短专家的讲座不多，专家同学员的交流少，解决学

员的问题少。 

2.专家能多走进评课现场。教师上完研究课后，专家再做有针对性的

评价，及时反馈，让授课教师及时了解教学中的不足。 

3.讲座要多幽默、风趣，要多涉及教学案例，为以后教学多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