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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期

教师简介：

张全景，院长，教授，管理学

博士，土地估价师。地理学学术型

硕士研究生导师，MTA 专业学位硕

士导师。全国土地规划甲级资质机

构（曲阜师范大学）授权法人，济

宁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

东省“十二五”重点学科人文地理

学

首席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土地资源管理学科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1项

各类厅级以上科技奖励近 20项。

教师感言：

第六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

赛”于 10 月 21 日胜利闭幕。我院 2015 级地理

科学专业梁晓璇（教育厅随机抽取，初中组）、

王琳（教育厅随机抽取，高中组）、仝天（学院

选拔推荐，高中组）、聂红霞（学院选拔推荐，

初中组）四名学子代表学院参加了比赛，取得了

2 个一等奖、2 个二等奖的优异成绩，名列本学

科参赛高校之首，为学院争得了荣誉！这反映了

我学院学子厚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扎实的专业教

学

技能、灵活的课堂教学应变能力和迎难

而上的责任担当！感谢李剑老师、廉丽

姝老师、于伟老师、谭丽荣老师等指导

老师的悉心指导、辛苦劳动，这是优异

成绩的关键保证！希望学院广大学子以

这四位同学为榜样，秉承“以赛促学，

以赛促练，以赛促强，以赛带动”的宗

旨，认真学好每一门专业课，提高教师

教育素养，积极开展教学技能实训，搞

好教育实习、实习支教，争取明年有更

好成绩！

教师简介：

吴军，副院长、副教授、博士，国际旅游学

会会员、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全国经济地理研究

会会会员、地理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旅游管理专

业硕士（MTA）导师、曲阜师范大学 MTA 教育中

心副主任。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线路设计（策
划）大赛优秀奖（2014）、

三等奖（2017）；山东省优

秀学士学位论文（2005、

2014、2015）；山东省专业

硕士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

果奖（2015、2017）；国家

家万名旅游英才计划项目

（2016，2018）、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2012、

2014、2015、2017)：山东

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一等奖（2017）；山东省地理

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2016）和特等奖（2017）。

教师感言：

一年来，我院学生参加了四项地理师范生技能大赛，取得

了优异成绩。这些成绩取得，是我院地理科学（师范）的专业

建设成果之一。近年来，我们首先加强了教育实习环节，延长

实习时间、优选指导教师、严格实习过程，并通过小组交流、

观摩和多个场的次的模拟授课比赛，促进同学们教学技能均有

大幅度的提高；其次，我们加强了与中学合作，邀请省内外中

学地理教学研究专家、中学教学名师来校指导，示范和交流，

让同学深入了解中学地理教学实际和发展趋势，为同学们教学

素养养成指引了方向；第三，我们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团结的

成果，是集体的荣誉。实习指导教师、大赛指导教师均无怨无

悔，兢兢业业，齐心协力，接续指导参赛同学；参赛选手，

比、学、赶、帮，携手进步；我们地理与旅游学院的师生再次

为学校争光了，再次彰显了我们曲阜师范大学是一所有韧性、

睿性、德性的大学。金秋十月，在我们分享着教育教学成果的

时候，我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感谢你们，在我心里，每

位指导老师都是金牌教师，每位参赛同学都是特等奖选手。

教师简介：

廉丽姝，女，1963 年生，博

士，教授，课程与教学论、自然地

理学硕士生导师。曾担任过首届、

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高校地理师范

生教学技能大赛指导教师。

指导学生获得特等奖 1 人次，

一等奖 2 人次；第五届和第六届山

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得一等奖 1

人次，二等奖 1 人次；第八届和第

九届山东省地理教学技能大赛指导

教师，指导学生获得特等奖 2 人

次。教师感言：

历经四个多月夜以继日的努力，我院四位选手在第六届山东省师范类

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喜获佳绩，感慨颇多。首先，我要为选手们“铁杵

磨针”般的坚韧点赞。无休止地修改教案、演练板书、模拟授课，既要耐

得住日常的“寂寞”，还要扛得住大赛时的压力，你们真的很了不起！再

者，我要感谢团队“春雨润物”般的温暖。指导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支

持、鼓励和理解，是我得以坚持的力量来源。同学们的信任、关心和感

恩，是我必须努力的内心使然。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次牵手，∙∙∙∙∙∙感
谢这段珍贵的友情！最后，用我大学毕业、博士毕业时用以自勉的话来共

勉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祝同学们不断努力，坚持梦

想、成就梦想！

教师简介：

李梅，2015 级辅导员

教师感言：

在奖项获取的同时，我觉得对所有参赛同学而言，更难能可贵的是

收获了地理教学比赛的备赛经历，蕴含着专业知识、治学态度、教学经

验的传承，还有师生之间的情谊，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生中宝贵的财富

和经历，也希望他们能把我们曲师地理的教师素养和治学精神传播开

去，成为习主席所说的“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地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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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简介：

姓名：邵杰

获奖情况：一等奖

指导老师：吕宜平

学生简介：

姓名：孙坤宁

获奖情况：一等奖

指导老师：李俊莉

学生感言：

我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参加此次师范生

教学技能交流大赛，还记得在准备初期出

现了很多问题，同时感受到了很大的压

力。但是在老师的精心指导、队友的支持

鼓励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能够取得优

异的成绩，我想要感谢学院的重视和支

持，感谢辛勤培育我们的老师，感谢并肩

作战的伙伴。

比赛已经结束，成绩也属于过去，但

在比赛过程中所获得的一切将是我人生中

最宝贵的财富。我将继续努力，提高自

己，积极迎接新的挑战，以此回报培养我

的老师和学校。

学生感言：

于我而言，参加比赛的这几个月很长，历

经了内心的千千万万种情绪变化。从一开始的

些许为难，到有些头绪，到磨课时试讲与理想

的差距，再到低潮与些许抵触，最后在老师们

和队友们不断的鼓励下，重振旗鼓。我获此殊

荣，我想感谢学校给予如此好的机会，感谢队

友们的耐心陪伴，感谢老师们的一路以来的指

导，在这一路上我终于领会了“阳光总在风雨

后，请相信有彩虹”的真谛。比赛的十几分钟

看似很短，但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奇妙，值

得铭记于心底。

感谢每一个你，陪我成长，为我鼓掌。

我院学子在日照市“海洋公园杯”导游技能大赛中荣获佳绩

10 月 22 日—23 日，由日照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日照日报社、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共青团日照市委、日照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

11 家单位联合主办的 2018 年“日照海洋公园杯”导游技能大赛于华美酒店举

行。此次大赛共有 44 名选手参与比拼，竞争激烈，精彩纷呈。我院 2017 级旅

游管理专业赵青华同学荣获二等奖，成功入选“日照市十佳导游”，同时受聘

为日照市政务接待特聘导游。

本次大赛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精神，迎接高铁时代加快

实施“旅游富市”战略，推动日照市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日照旅游资

源，展现导游风采面貌，提升城市形象。大赛分为初赛和复赛，设置了风采展

示、导游讲解、知识问答与案例分析等竞赛项目。比赛中，各位参赛选手语言

流畅、表情自然、绘声绘色地展现了导游应有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我院赵

青华同学从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立足日照滨海、东夷小镇等特色景

点，对日照市旅游资源进行解说，赢得评委老师的一致肯定。在场评委进行问

辩点评和指导中提到优秀导游稿的结构及文化内涵，并就其优缺点提出许多中

肯的意见，期待其能在每一次旅程带给游客最好的体验。

本次比赛充分展现了我院学子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综合素质，也是学

院长期以来强化理论教学与实践培养，注重专业技能训练提升的有力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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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吕宜平，副教授，参与指导了第一届到

第五届全国地理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第五

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第

九届、第十届山东省地理教学技能大赛。

2018 年共指导三名同学参赛，在全国地

理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一项，

二等奖一项，在山东省地理教学技能大赛中

获二等奖一项。

教师感言;
2018 年三大地理教学技能大赛完美收

官，在比赛中同学们以先进的教学理念、扎

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教学方式征服了评

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体现出我院在地理

师范教育中的成就，无愧于“圣地曲园，教

师摇篮”的称号。

成绩的取得还来自于教师团队的齐心协

力、集思广益、精益求精，同学们的潜心钻

研、刻苦练习、追求卓越，诠释了“学而不

厌，诲人不倦”的校训。

三大赛事的内容要求、比赛形式、评选

办法等各不相同，但追求教学的质量是一致

的，追求教学的温度是相同的。教学不是生

存技能的训练场，心中有学生，真正为了学

生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做一名好老

师是一生的功课”，与同学们共勉。

教师简介：
李剑，讲师，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曾

经从事多年中学地理教学工作。现任 2018 级

公费班班主任，主要讲授地理教学论、土地

法学、土地保护学等课程。第六届山东省师

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指导教师，指导

学生获得初中组第三名，大赛二等奖；第十

届山东省地理教学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教师感言：
2018 年的教学技能三大赛已全部结束。

从选拔赛开始，历时近四月，漫长的备战和

比赛过程，一幕幕再现，不禁感动到泪

目……

感谢所有参赛的同学们！尤其是要考研

的同学，面对考研和参赛的纠结，你们以大

局为重，投入到紧张的大赛备战中。从酷暑

到深秋，从 218 到赛场，你们的辛苦和拼

搏、充实和煎熬、欢乐和泪水，老师们都

懂。是你们的艰辛付出，让我们团队在三大

赛中，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谢谢你们！你们

辛苦了！

感谢领导的信任，让我做大赛训练的召

集人，我没有多少能力，但我有足够的热情

和拼劲，能为团队师生服务是我的荣幸。感

谢我们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所有指导老师

们，和你们在一起，我学到了很多，也收获

了更深的战友情谊。

学无止境应无悔，行有初心贵有恒。上

一轮任务结束，新一轮的计划已然开启。让

我们地理师生，心怀目标，无问西东，戮力

以赴，砥砺前行……

教师简介：
于伟，博士，副教授，现任 2016 级地

科班班主任。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在第十届

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山东省地理教学

技能大赛中获得特等奖一项，指导的本科

生在第六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

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一项。本人荣获优秀

指导老师称号。

教师感言;
在今年的地理教学技能三大赛事中，

同学们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成绩，向每一位

付出辛勤汗水的同学表示祝贺。我第一次

作为指导老师参加教学技能大赛，第一个

感受是同学们的刻苦训练。大家整个暑假

都在 218 教室反复的修改教案、试讲、板

书，遇到了不少困难，同学们共同奋斗，

一起攻克了难关，教学技能有了质的飞

跃，说明努力就有收获；第二是教师团队

的协同作战。每一位老师专业背景不同，

从不同角度帮助同学们设计教案，纠正讲

授中的缺陷，提高讲课基本技能，可以说

每一个教案都凝结了所有指导老师的智

慧；第三是学院领导高度重视。学院领导

解决了训练过程中的各种困难，保证了同

学们和指导老师可以全身心投入教学训练

之中，更值得称赞的是张院长、吴院长、

吕老师多次来到 218 教室听课，并登上讲

台亲自示范教学基本功。总之，本年度地

理教学技能大赛优异成绩的取得是同学

们、指导老师和学院领导共同努力的结

果。

教师简介：

邓薇，地理与旅游学院讲师，现任 2017
级地科班班主任。主要从事区域环境与文化
经济研究。

教师感想：
盛夏的历练，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经过两个月的暑期培训，我院师生在省教学大赛中取

得了优异的成绩。优异的成绩不仅是对同学们努力备赛的回报，对同学们教学基本功的肯

定，更是成为了未来即将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学步入工作岗位的好开端。

同学们两个月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从中我们更要总结经验。第一，扎实基础。大学学

习不只是课堂上听老师讲，更需要自己对知识进行思考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转化为自

己的能力，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在教学实践中才能发挥自如。第二，开拓视野。教师不是

讲课本，而是通过课本内容育人，同学们未来要从事教师职业，不光要把课本专研透，还要

博览群书，这决定了一节课能否讲的精彩。第三，坚定理想。作为师范生首先要为自己是未

来教育事业的后备军而骄傲，只有深爱这一事业，才能在受挫时依然坚持，直到成功的最后

一步。第四，坚持锻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本次培训的收尾阶段，

多数同学都染上了流行感冒，如果不能好转可能就意味着几个月的努力功亏一篑。所以，在

平时学习的同时，不要忘了照顾自己的身体。

希望我院本届教学比赛的丰硕成果能够给更多的同学树立自信，明年再创佳绩。

教师简介：

谭丽荣，女，1976.3，博士，学科教学（地理）方向硕士生导师。
现任 2016 级免师班班主任，2014 年首届全国高校地理师范生“中教启
星杯”教学技能展示交流活动，指导学生获得一等奖；2018 年第五届高
校地理师范生教学技能交流活动，指导学生获得示范课讲（二等奖）；
2018 年第六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指导学生获得一等
奖。

教师感言：

在高校地理师范生的各项教学技能大赛中，学院的参赛选手都取得了理想的成绩，真得为他（她）们感到骄傲！也衷
心地祝贺他（她）们！虽然不是第一次作为指导教师参加教学比赛了，但这一次的感受却最为深刻！

“付出就有回报”回想起学生们这四个月来的日日夜夜，我深深地为你们努力的身影、坚持的精神动容！一次又一次
的在同一个教学内容上不断地打磨，从备课到最后的试讲，一遍又一遍……如果换位思考，我想自己可能做不到像你们这
样！正因为你们如此艰辛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在各项赛事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真的为你们骄傲和自豪！
辛苦了，亲爱的同学们！

“团结就是力量” 想起我们的指导团队，从院长、副院长，到同一战壕的各位同事战友，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努
力。每个人都在自己擅长的教学内容上贡献出智慧，给同学们无私的指导，甚至很多次的亲身示范……让我感受到团结的
力量，感受到深深的情谊，也从你们身上包括同学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谢谢我们所有的人！比心……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唯有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才能有更多更大的收获！祝愿我们的学院、亲爱的同学们
明天会更好！请记得：不是因为有希望才会努力，而是因为努力才会有希望！与你们共勉！

教师简介：

李俊莉，博士，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环
境保护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
展评估与对策等方向。指导学
生获第四届高校地理师范生教
学技能一等奖,第二届“创青
春”曲阜师范大学大学生创业
大赛二等奖等。

教师感言：

教师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成就梦想。但圆梦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必须通过高强度的

备战训练，或者魔鬼训练，才能脱颖而出，迎来最美丽的绽放。所有成绩的取得是我

们充满凝聚力的团队众志成城、通力协作的结果：师生一起分析课标、打磨教案；一

起推敲语言、示范教态；一起熟悉场地、分析情景、商量对策……真正做到了“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有位哲人说过：“那些与我们同行的人，比我们要去的地方

更重要”。所以，请感谢那些与我们同行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付出、激

动、自信、荣耀等的滋味，而这些滋味终将成为我们受用终生的财富！

教师简介：

武传震，现任 2016 级旅管班班主任。2003 年毕业于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先后为本
专科生开设《旅游开发与规划》、《中国传统文化概
论》、《人力资源管理》、《客源国概况》四门课程。主
要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景区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在
《旅游学刊》等刊物先后发表论文十余篇，个别论文引用
率较高。主持与参与二十余项旅游规划纵、横向课题。

教师感言：

今年同学们在教学技能三赛中取得不俗的成绩，充分展现了我院在师范生教学技能培养方面的质量和水平，同时也显示

我院师生不怕困苦、协同努力、积极拼搏的良好参赛精神和优秀的组织工作的能力。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教学比赛的指导工作，感受、感悟颇多。首先被同学们的拼搏精神所折服。在酷暑中，同学们坚守光

荣的 218 教室，反复修改教案，精敲细磨的研讨讲课技巧，克服校外假期休闲氛围的吸引，努力拼搏，化茧成蝶，最终取

得了优秀的成绩。我为我们的暑期努力喝彩，为 218 福地喝彩。其次，我被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所激励。为了同学们教学

技能的提升，学院领导积极协调各方面因素，创造舒适的练习环境。并且我亲力亲为，参与到听课、评课之中，献计献

策，指明训练方向，为比赛保驾护航。第三，指导老师团队精诚合作，金石为开。老师们全身心贡献自己的想法，相互交

流，为每一个教案、每一个板书、每一个动作提出了真知灼见，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习了很多，收获很多，感谢各位指导

老师。

努力一定是有收获的！最后再次祝贺我们参赛的所有同学们！也祝愿明年的暑假，在福地 218 再有一大批为了教学而

奋斗的学子获得自己理想的成绩，同时也祝愿我们学院越办越好，更上一层楼，取得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