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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

获奖者 获奖等级 教授年级 指导老师

梁晓璇 一等奖 初中 谭丽荣

王琳 一等奖 高中 于伟

聂红霞 二等奖 初中 李剑

仝天 二等奖 高中 廉丽姝

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

获奖者 奖项 指导教师

王雅欣 示范课 谭丽荣、李剑

王俊懿 示范课 吕宜平、李剑

第五届高校地理师范生教学技能交流活动获奖情况

获奖者 获奖等级 指导教师

王 辉 特等奖 武传震

王孟瑜 特等奖 于 伟

张 姐 一等奖 邓 薇

盛芸菲 二等奖 吕宜平

马振秀 二等奖 李 剑

第十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山东省地理教学技能大赛获奖情况

走进优秀学子

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二）

学生简介：

姓名：王琳

班级：2015 级地理科学二班

获奖情况：高中抽取组一等奖

毕业方向：考研

辅导员李梅评价及寄语：

王琳，2015 级地理科学二班，曾任地理与旅游学院团委学

生会学习部部长，地理与旅游学院阳光志愿者协会文艺部部

长。王琳一直以来都是给我聪颖、文静、内敛的印象，学习上

勤奋刻苦，成绩优秀，工作上踏实稳重，认真负责，为人诚实

善良，温柔大方。作为抽取组选手，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进入

备赛状态，冷静思考，善于吸取和内化指导老师的建议，加上

已有的良好的专业知识储备，最终在大赛中一举夺魁，祝贺的

同时也真心为她高兴，希望在即将到来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她

也能如愿以偿。

学生感言：

自九月中旬踏进 s218 教室，我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备战，在这其中我

收获的不只是表面得到的荣誉，更重要的是老师同学们对我的帮助影响

和对专业知识技能更多的感悟和经验。

备赛前期，在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适应了每一天慢慢收获新知

识，逐渐找到自己的学习方式；在中期，经过前段时间知识的吸收和经

验的积累，以及其他优秀选手的激励，我在教学设计和教态、语言等方

面都有了很大进步，这是一个慢慢积累才能看到成效的阶段，要做到的

就是坚持；在后期，比赛的压力和紧张的情绪扑面而来，这也是我感触

最深的一段时间，每位选手都有自己的计划和负担，老师们也更加严格

了，在这期间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自己的心态，克服紧张的情绪，跟着

老师的节奏，完成最后的学习目标。

获此殊荣，我感谢这段时间努力拼搏的自己，更感谢为此辛苦付出

的老师们，虽然我也牺牲了一些东西，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甚至可以

说非常感谢，也很幸运能有这段经历，如果你有幸加入这个大家庭，希

望你一定不要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

学生简介：

姓名：仝天

班级：2015 级地理科学二班

获奖情况：高中推荐组二等奖

毕业方向：就业

欢文学，善于思考，热爱教学教研，颇具个性，虽然学习成绩一

般，但是综合素质较高，在为期半年的教育实习中脱颖而出。作为

教学比赛多年来唯一“选秀”成功的男生，在本次比赛的备战过程

中备受宠爱，“仝老师”本人也能够持之以恒，耐心备赛，善于将

老师的建议内化为自己的思路，力求完美，最终在比赛中也获得了

较为满意的成绩。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仝老师”能够从事自

己喜爱的地理教学工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相信“仝老师”今后

能够在自己热爱的地理教育岗位上再创佳绩。

辅导员李梅评价及寄语：

仝天，2015 级地理科学二

班。仝天温文尔雅，酷爱读书，喜

欢，

学生感言：

首先，从业技能大赛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机会，可以在短时

间内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对于未来想要从事教师行业的同学来说

帮助是巨大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学会了怎样一步步引导学

生，做到课本上说的“启发式教学”“问题式教学”。其次，在参

加比赛的过程中也增进了与老师的感情。比赛前期，学院里的指导

教师们为我们提供了全面的支持，他们是我们光鲜成绩背后的真正

推力和坚实后盾。最后，我们都拿到了相对满意的结果，许多中学

纷纷递来橄榄枝，为我们未来的工作提供了相对不错的条件和待

遇。

总体看来，我参加比赛的感想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不忘本

心，不虚此行，不负时光，不留遗憾。我个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作为师范生，我们应当重视教学技能的积累，应当积极参加教学活

动，尽量多的听课，多向有经验的老师学习，多看教育教学方面专

家、老教师的随笔，慢慢就会发现你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其他人

了。

学生简介：

姓名：聂红霞

班级：2015 级地理科学一班

获奖情况：初中推荐组二等奖

毕业方向：农村硕师计划

辅导员李梅评价及寄语：

聂红霞，2015 级地理科学一班，中共预备党员。红霞自大一入学

以来，一直在班内担任团支书、班长等职务，作为主要的学生干部，

她品性诚实善良，稳重大方，对待工作一丝不苟，有责任有担当，学

习上刻苦认真，综合素质高，在班级里有着较高的威信，得到了同学

和老师们的肯定和赞扬。在这次教学比赛的备战过程中，她能够静心

备战，持之以恒，不断的自我调节，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比赛，最终取

得了综合成绩第三、大赛二等奖的成绩，与此同时，她还获得了 2019

届毕业生农村硕师计划的推免资格，这也是对她大学四年完美生活的

肯定。一路走来，虽然不易，但收获颇丰，希望红霞在今后的工作和

生活中能够继续不顾风雨兼程，收获更加美好的未来。

学生感言：

2018 年 10 月 20 日上午，第六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

能大赛结束，为我长达四个月备课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特别感谢在备课过程中给予我们细致指导的各位老师，我想，

在步入工作岗位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专业课老师围在我们身边帮提

意见、改教案、整教态的了吧。尤其要感谢吴军副院长和我的指导

老师李剑，赛前，我自信心并不是很足，是他们一直帮助我、激励

我，直到最后获奖。

我一直觉得选择参加训练营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事，而能被选中

参加这次比赛是我大学以来最幸运的事。备课、备赛，是个很充实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有时开心到大笑，但有时也会痛苦到崩溃，累

与快乐并存，收获颇多，不单是知识上的收获，更多的是同学爱、

师生情、甚至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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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言：

比完赛走下讲台的刹那，心情复杂，是开心或是感激亦是

解脱，也许都有。

回顾来时路，是艰辛、执着和努力。从不知教学为何物到

学会怎样一步步设置问题引导学生，从一天完不成一节备课到

一小时完成教学设计和 PPT，是无数次修改教案、演练“三

板”、模拟授课的结果，是三伏天的汗水浇灌的硕果；回顾来

时路，是感动和感激。每一份教案、每一次试讲都倾注了老师

们的心血，我的指导老师谭丽荣老师和李剑老师，感谢你们手

把手地指导与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谢 218 大家庭的同学们，一

起研究课本、探讨教学设计的日子转瞬即逝，收获的是一份同

学情，是一个共同体。

加入训练营，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克服万难的毅力和

严谨治学的态度将是我前进的不竭动力。

学生感言：

从酷暑到深秋，我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备战。再回首，那段与老

师们同学们共同奋斗的日子仍历历在目。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前期在校备课时，我由无所适从到

渐渐地找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这离不开自己的摸索、奋斗，老师

们的辛苦付出以及 218 小伙伴们的鼓励和帮助。并且就是在这个积

累的过程中，我对课本上的“问题式教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

教学基本功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三人行，必有我师”。本届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交流活动开

拓了我的眼界，让我有机会见识到“业界大拿”们和其他高校优秀

选手们的风采，让我能够有机会从中取长补短，可谓不虚此行。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做什么事都要有明确的目标，并肯

下苦功为之努力。所以，我认为作为师范生，我们应该苦练教学基

本功，多向有经验的教师和同学请教，积极积攒教学经验，才能逐

渐成长为一名为学生喜爱的人民教师。

学生简介：

姓名：王雅欣

获奖情况：示范课

指导老师：谭丽荣、李剑

学生简介：

姓名：盛芸菲

获奖情况：二等奖

指导教师：吕宜平

学生感言：

虽然比赛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但是从备赛到比赛的每个场景都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第一次在学校过暑假，亲身感受了日照的酷暑难耐，曾几次想要放弃，但是看看陪伴在自己身

边耐心、敬业的老师和可亲可爱的小伙伴们，就有了无数坚持下去的理由。不问结果只看过程，此

时此刻我只想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吕宜平以及整个指导组老师，感谢他们细心的教导，让我收获了受

益终身的知识，让我知道了如何做一名老师，更明白了如何做一名优秀的老师，感谢他们的支持和

鼓励，感谢与我并肩作战的小伙伴们，难忘那些累并快乐的时光，相信我们一定会更好！

学生简介：

姓名：王俊懿

获奖情况：示范课

指导老师：吕宜平、李剑学生简介：

姓名：张姐

获奖情况：一等奖

指导教师：邓薇

学生感言：

“感谢炎炎夏日里的你们。”

伴着蝉鸣到聆听秋虫鸣叫，由炎炎夏日到秋高气

爽，在这段忙碌紧张而又充实的时间里，虽然忙一

点、累一点但自己确确实实学到了许多宝贵、有价值

的东西。

作为参赛的学生，首先要感谢学院，感谢老师们

给我这次锻炼自己和培养能力的机会。无论是从赛前

的紧张准备还是从赛时的忘我，都让我受益匪浅，感

受颇多。三伏天里每一次试讲，老师们的点评、教导

与鼓励，仍历历在目，从老师身上受到了鼓舞启发，

学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每次的试讲中锻炼了自己

的教学技能；在与大家的朝夕相处中收获了友谊；在

比赛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以及时给自己合理的定

位。比赛虽已结束，但是人生才刚刚起步。从现在开

始，从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始，一点一点的改善，做最

努力的自己！

真的怀念那个大家一起点外卖，一起栖息在 218

教室，一起讨论教案，一起向老师们请教的 2018 年 8

月与 9月。

学生简介:
姓名：王孟瑜

获奖情况：特等奖

指导教师：于伟

学生感言：

从听说了有这个比赛开始就一直怀有期待，想证明一下

自己，更想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参加初赛那天特别紧张，毕竟不是地理学专业，特别怕

不能参选，但是还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从七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接近两个月的培训。在烈日炎炎

的夏天老师们带着我们不断的成长，一次次听我们讲课，为

我们指导，真的拉近了与老师们的关系，对我们真的是倾囊

相授。基本上一天到两天一个教案，那段时间真的很累，但

是也很充实很开心，觉得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无论是比赛知

识和技能还是生活学习态度，都让我受益匪浅。

终于到了比赛，期待却也紧张。抽签顺序还好，是在中

间。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情去抽取题目，可能是我特别的幸

运，就恰巧抽到了三天前我讲过的那节课，心里的大石头瞬

间落了地，我知道我可以轻松的去讲了。比赛的过程只有 20
分钟不到，看着评委们的反应我知道结果应该不会太差。比

赛完等待成绩的过程是最煎熬的，知道成绩的那天晚上我和

一起奋斗的小伙伴们几乎一夜无眠，聊了很多很多，流泪对

这段旅程进行了告别。

这两个月我学会很多，很感谢学院能给我这次机会参

赛，更感谢老师们的指导帮助和陪伴，也很庆幸有一群可爱

的战友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这段时间受益颇多，也是我人

生路上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

学生简介：

姓名：王辉

获奖情况：特等奖

指导教师：武传震

学生感言：

通过参加这次教学技能比赛，我获益匪浅。这次比赛是锻炼我的一个契机，也是一种鞭策我

进步的动力。回顾暑假备课的日子里，大家默契配合，互相指正缺点，在一遍遍的练习过程中，

力求每个动作，每一句话都要做到精益求精。很幸运，这次比赛我并不是独自前行。因为我遇到

了一群耐心的指导老师和一群欢腾的小伙伴。

每次讲完课，指导老师们都会耐心的指出我不完美的地方。尽管有时讲的不是很顺畅，武老

师都会先对我这次的讲课表示肯定，再帮我梳理这次讲课出现的问题。而枯燥的"218"因为那群

欢腾的小伙伴而变得生龙活虎。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我们付出了，我们也收获了。通过这次的技能

大赛，我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有付出，就会有收获”。

第十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

——山东省地理教学技能大赛获奖情况（一）

学生简介：

姓名：马振秀

获奖情况：二等奖

指导教师：李剑

学生感言:

学习与交流、付出与收获、体验与成长是我对此次比赛最大的感受。奖项固然令人欣喜，但对

我来说，更难忘的是比赛的准备过程。

三伏盛夏，烈日炎炎，每一次板书和板图的练习，锻炼的不仅仅是基本素养，还有吃苦耐劳的

品性，老师每一次精彩的点评，教会的不仅仅是教学技能，还有做人做事的态度和方式。备赛的日

子纵然充满了疲惫、枯燥、压力和奔忙，却也不乏充实和快乐。回忆那些场景，仿佛还历历在目，

但这终将都会成为沉淀，成为我们口中所说的积累，这就是收获。比赛的最终目的不是获奖，而是

成长，比赛过后的反思更能使人成熟。通过这次比赛，我认识到了态度和细节的重要性。有志者事

竟成，细节决定成败，这些都将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育教学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的过程。感谢这

第五届高校地理师范生教学技能交流活动获奖情况

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一）

学生简介：

姓名：梁晓璇

班级：2015 级地理科学一班

获奖情况：初中抽取组一等奖

毕业方向：考研

辅导员李梅评价及寄语：

梁晓璇，2015 级地理科学一班。晓璇性格开朗，热情大

方，积极上进，天生自带“女王”范儿。作为抽取组的“幸运

儿”，晓璇能够迅速进入角色，善于倾听指导老师的建议，刻

苦钻研，勇于挑战自我，挖掘自身潜力，有的放矢，最终斩获

了抽取组的一等奖。祝贺我们的女王，也希望她在研究生入学

考试中能够再获佳绩，如愿以偿！

学生感言：

从得知被抽中到比赛结束就像一场梦，本来以为这会是一段

漫长的经历，其实眨眼就过去了。在此过程中，收获的要比付出

多，和老师们的朝夕相处收获了师生情；同学们相互鼓励、相互

扶持收获了友情。

一开始用的大多数教案都是之前同学写好的，同班同学也慷

慨地把课本教参借给我，积极鼓励我备赛直到完成比赛。我的指

导老师谭老师把教案的每一句话都仔细琢磨，ppt 每张都不厌其

烦地修改，即使是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也还在帮我完善。其他老师

也对我们四个人一样的上心，每个老师都在帮我们力求做到尽善

尽美。在整个的备课过程中，不仅自己学习到了授课备课的技

巧，也从老师们的身上看到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感受到老师们

对我们每一个同学生活上的关爱。在 S218 的教室里，大家互相提

意见、互相帮助，与这个集体共同呼吸。

最后我想再次感谢，感谢给我这次参加比赛的机会，感谢吴

军副院长以及每一位指导老师，感谢在此过程中帮助我的同学，

以后我们都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