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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与教学督导评估中心 2018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一、开展了系列教师专业发展专项活动，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一）举办了内蒙古高校教师培训者培训暨第二届教师发展研讨

会，彰显了我校教师发展水平 

5 月 5 日至 6 日，主办了内蒙古高校教师培训者培训暨教师发展研

讨会。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培中心合作推广部副主任周年，内蒙古

自治区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副处长董飞，吉林大学国家级教学名师、博

士生导师张福贵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庞

海芍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教师教育协同创新联盟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校长张海峰教授及来自全区 24 所本专科院校的 48

名教师、我校 118 位各学院院长、教学副院长及教师代表共计 166 人

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体现出四大特点：内容实、层次高、形式

新、效果好，通过两天的学习、研讨，大家收获颇丰，对于推动内蒙

古自治区各高校开展教师发展工作将起到重要作用。 

（二）举办了多种形式的教师培训活动，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根据中心 2018年教师发展工作计划，举办了专题讲座、教学沙龙、

工作坊、中学课堂观察活动等各类培训活动 9 次，聘请了国内知名专

家对我校各学院教学院长、教学秘书、文科、任课教师和学科教学论

教师进行了培训，培训总人数 525 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得到了学

校和教师们的一致认可，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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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时间 类型           培训项目名称 主讲人及单位 人

数 

1 4 月 18

日 

课堂观察 课堂观察与评价能力提升教研

活动 

主持人：徐宝芳 教师发展与

教学督导评估中心 教授；地

点：师大附中 

22 

2 5月 5日 专题讲座 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体验交流 

张福贵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

学资深教授、国家级教学名

师、博士生导师 

118 

3 5月 5日 专题讲座 高校教师发展：未来之路 庞海芍 北京理工大学教学促

进与教师发展中心主任、研究

员 

118 

4 5月 5日 教学工作坊 高校教师“探究式教学”培训工

作坊设计 

李高峰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

导师、教授 

86 

5 5 月 17

日 

专项培训 教师资格证模拟考试系统应用

培训 

张衍伟 教师发展与教学督导

评估中心 

11 

6 6月 6日 专题讲座 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

视角 

徐宝芳 教师发展与教学督导

评估中心 教授 

25 

7 6月 8日 专项培训 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

之学校迎评策略 

田腾飞 重庆市教育评估院  

博士 

102 

8 6 月 21

日 

教学沙龙 思维可视化 孟根巴根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

院 副教授 

13 

9 6 月 28

日 

专题讲座 加强课程建设，培育教学成果，

提升育人能力 

徐宝芳 教师发展与教学督导

评估中心 教授 

30 

 

（三）开展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学督导系统的开发工作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学督导系统是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咨询系统，

是学校教学质量保障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微观教学质量保

障系统。教学督导系统以立德树人为本，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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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育教师教学发展标志性成果为抓手，调动教师、管理者（教师发

展服务者）和学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现代技术，构建对教师专业发展行为的“观察、评价、咨询与指

导”的保障体系，同时兼顾学生成长发展的咨询与指导。目前该系统

的设计方案经过多轮专家论证已定稿，系统正在开发过程中。 

二、开展了教学质量保障工作，促进了学校教育质量不断提升 

（一）完成了我校本科教学质量审核评估整改报告撰写工作 

2017年 12 月，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下发了《转发国务院教育督导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有

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文件要求，我中心完成了《内蒙古师范大学本科

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报告》并提交自治区教育厅和教育部，该报告

是对我校两年整改过程和整改成果的总结。 

（二）推进我校师范专业认证工作 

    2017年 12 月，我中心牵头组织专家对我校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

用数学、英语三个专业开展了认证试点工作。2018 年上半年，根据认

证结果确定了需整改主要任务，起草并印发了《关于开展三个师范类

专业认证整改与建设工作的通知》，7月 13日中心组织召开三个专业

认证试点专业整改与建设工作推进会，研究了下一步迎接国家师范专

业认证工作需要开展的工作思路与任务，要求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

用数学、英语三个专业针对认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建设。

目前三个专业的整改工作正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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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开展了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学习和方案研制工作 

2017年 10 月，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

法（暂行）》文件，决定开展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我中

心组织相关人员学习文件和制定方案。 

1.组织学习、提高认识 

中心组织张海峰副校长、中心牛佳老师、文学院、外国语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领导赴广州参加了师范类专业受理学校培训会；中心主

任徐宝芳教授赴西宁参加“2018 年度师范专业认证受理学校第二期培

训会”；中心李岩老师赴贵阳参加了“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暨教

师教育改革创新交流研讨会”；中心张衍伟老师赴北京参加了“首届

中国智能教育大会”；聘请重庆教育评估院田腾飞博士来我校，开展

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之学校迎评策略”专题讲座。 

2.制定我校师范专业认证计划，起草认证方案 

中心组织相关人员及专家在学习国家文件精神和各类培训会内容

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师范专业认证计划，并协助教育厅起草了我区

师范专业认证方案，同时也起草了我校师范专业认证工作方案。 

  （四）开展了我校 2017 年本科教育质量报告的撰写工作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7—2018 学年高等教育质

量报告工作的通知》，我中心完成了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7 年教育质量

报告的数据收集、材料整理等前期工作，起草了《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7

年教育质量报告（征求意见稿）》。 

（五）推进我校教学质量保障系统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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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学质量保障系统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学基本

状态数据库”、“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质量报告（年报）”、“内蒙古师范

大学师范类专业认证系统”和“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学督导评估系统”

四个子系统组成。2018 年上半年，中心继续推进四个子系统的建设工

作，目前“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内蒙古师范大学

教育质量报告（年报）”已基本完成，“内蒙古师范大学师范类专业认

证系统”和“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学督导评估系统”还处于研制过程中。 

三、开展教师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不断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 

（一）加强了教师教育软硬件环境建设 

开展了“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与测试实验室”和“内

蒙古师范大学教师资格证考试模拟系统”两个项目的建设工作，为提

升我校师范生的教师职业技能提供了软硬件环境。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与测试实验室”建设项目，

2018年上半年中心先后组织相关教育教学、教育技术等专家开展了 8

次项目推进活动，切实从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与测试需求出发督促该项

目的建设。目前，该项目软硬件设施安装已完成，但功能实现和部分

软件还需完善、修改。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师资格证考试模拟系统”建设项目，2018 年

上半年中心组织学科教学论教师、计算机网络等专家开展了项目需求

分析、方案设计、组织中标厂商开发、安装调试、培训等活动，保障

了项目的顺利开展。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基本开发，但还存在某些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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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题目缺少，答题无法输入公式、符号，图片显示不正常等少量问

题。 

（二）坚持开展教学资源建设工作 

坚持开展数字化教师教育资源库建设工作，为师范生见习中小学

课堂教学和教师们实施案例教学提供课程资源。目前已建设教学视频

8200余节，较 2017年底增加 2700 余节；各类数字化文本资源 2100

余份。 

（三）强化了全校师范生教学技能训练工作 

教学技能训练方面，开展了全校师范生微格教学技能训练活动，

上半年赛罕校区 2015 级、2016 级师范类本科生，2017 级教育硕士研

究生，基础教育一线教师共计 587人在我中心实验室开展了微格教学

技能训练，训练课时共计 236 课时；组织全校师范生基于网络的课堂

观察活动，全校 18个举办师范专业的学院共计 23个师范专业的 6352

人参加了观课活动，形成了师范生观课报告 95280 份；为全校 316 名

2017级全日制教育硕士提供了数字化课程资源和基于网络的课堂观察

服务；为我校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音乐学院等四个学院的 2017 级免

费师范生 113 人开设粉笔字书写课程，提高了免费师范生粉笔字书写

水平，强化了教学基本素养，并对 2017 年开展的“我 show 粉笔字微

视频大赛”参赛作品进行了评审，共评审出一等奖 20 名、二等奖 30

名、三等奖 50 名。 

教学技能大赛方面，4 月 9 日至 6 月 3 日组织开展了全校第七届师

范生、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大赛。17 个学院的 72 名本科生、48名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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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共计 120名同学参加了 6 月 2 日、3 日的学校赛。本

次大赛与往届相比，增加了笔试环节，旨在考查参赛选手的学科知识

与教学能力，比赛内容和形式考虑与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

要求相适应，以国考标准为依据，发挥以赛促学、以赛促训的引导性

作用：影响和推动各个学院教师教育的教育实践改革，采取专项技能

训练与考核等多种形式，提升师范生教育实践效果，逐步完善了“以

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训，重在训练”的师范生教学能力培养新

模式。此次教学技能大赛情况中心组织拍摄了记录宣传片，在校内网

络平台及微信平台进行了宣传。 

四、开展我校教师专业发展实训中心建设方案的制定工作 

中心开展了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师发展实训中心建设方案的制定工

作。中心组织人员开展了考察调研、功能室设计及论证、征求意见等

研制工作，最终形成了《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实训中心建设

方案》。 

该实训中心建设目的是：着力搭建校级教师发展平台，为我校师

生教学能力训练提供实践条件，建设体现先进性和实用性的现代教师

教育教学技能实训室，为创新教师教育模式，培养卓越教师，提供校

内训练基地。该实训中心运作方式：课外实践训练为主，课堂教学为

辅；实行智能化管理，师生可以预约训练；注重培训方法、记录训练

过程、恰当评价考核、体验现代教育技术和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 

实训中心规划由 11 类共计 16 间功能室组成，分别为：教师资格

证模拟考试实训室 1 间、书写训练室 2 间、教师用语训练室 2 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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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职业心理实训室 2 间、智慧课堂教学能力实训室 1 间、综合活动教

学能力实训室 1 间、课堂教学行为观察与分析室 1 间、现代教育技术

及装备训练室 2间、教师教育资料室 1 间、教师教学能力培训研究室 1

间和教学咨询室 2间。资金预算 550.962 万。 

五、教师发展与教学督导评估中心建设工作 

完成了中心宣传册（2018 版）的设计、制作与发放工作；及时更

新中心网站内容，配合微信等自媒体加强了中心宣传工作；开展了中

心人员业务学习工作；开展了维护安全稳定工作和“平安校园”创建

工作。 

 

 

教师发展与教学督导评估中心 

2018 年 7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