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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培训感言 
 

充满激情的教育才是

有生命力的教育！撼动学生

灵魂、带动年轻教师是我们

的责任！——阚宝莲 

用自己的魅力去唤醒

学生的灵魂，带动孩子们在

时代的天空中一起“飞翔” 。——苏云 

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不断学习充实自我，用自己的教

育激情不断完善自我，去影响自己身边的人，特别是带动学

生不断的进步，让其具有更加精彩的人生！这是我们作为教

师的基本职责和义务！——石思有 

做一个好老师的基础：踏实，勤奋，心态……有了好

的心态才会有发现学生“美”的眼睛，有了扎实的专业素养

才会更好的带学生畅游生物知识的海洋！——仇杨 

做个幸福的老师：学会看到光明，学会良性对比，学会

看到拥有，学会接纳残缺，学会承受冷落，学会创新工作。

要有“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在心头， 

人生都是好季节”的胸怀。快乐工件，幸福生活！—侯庆钧 

培训感言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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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自我，幸福

自己，惠及他人，做一个快乐的人。——冯丽娟 

塑造和培养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的成长；加强个人

品味的修炼，用热情去点燃学生；做一个内外兼修，激情与

创新的快乐工作者！——龙安伟 

教师的成长需要平时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反思

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的方案。多写多交流，自己才能真正成

长。——丁俊松 

二组培训感言 

      在良好的心态下学习、

探索、求发展。——郑红 

认真努力！踏实工作！多

多向他人学习！不断提升生物

教学技能！多多发表论文，提

高专业技能！适应新课改带来

的改变！ ——申柯 

认真做事，潜心学习，幸福生活！ 

——张鸿燕 

以乐观的心态对待工作，对待生活，用自己的好心态去

感染和影响学生，促进学生健康的人格发展！ ——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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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职业存在感，幸福感需要自己去体会，学会包容，

寻找快乐，在多变的环境中调整好心态，做一个快乐的教育

工作者。 ——王山 

幸福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的状

态。  ——任秋阳 

通过培训，受益很多，收获很大！——杨育明 

乐观生活，积极进取，把教育作为自己的事业！——袁华 

三组培训感言 

把一件事情踏踏实实做

好就是专家。 ——张义方 

最理想的课堂是让老师

与学生感觉舒服！——沈丹 

培训虽短暂，终身都收益。 —

—李凤 

    在最美丽的年龄，遇上最美的自己。努力让自己能有更

好的平台，更高的眼界。 ——赖克武 

     一个人面对生活的态度，决定一个人最终的高度。—

—吴铮 

学生除了学习外，还要注重学生的兴趣爱好，充分调动

他们的学习兴趣及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要给学生自由发挥的

空间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他们的个性得到自由



 - 5 -  
 

健康的发挥，极大地活跃了课堂气氛，相应提高了课堂教学

效率。—廖波 

四组培训感言 

学无止境，多学习多积累

多反思，当机遇来临时不错过；

端正自己的心态，多学习多宽

容多乐观，青春长寿不是梦；

关心学生的成长，多学习，多

钻研，多交流，成就名师出高

徒。  ——郑开丽 

这次培训内容丰富，学术水平高，充满了教育智慧，使

我们开阔了眼界。 我将静下心来采他山之玉，纳百家之长，

在教中学和教研中，走出自己的一路风彩，求得师生的共同

发展，求得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陈海 

做一个快乐的内心充满正能量的老师。——冯春容 

你改变不了过去，但可以改现在。你不能预知明天，但

可以把握今天。不管怎样，一定要快乐每一天。——李剑   

教师的幸福感就在于与学生能够有艺术的交流。——杨聪 

命制试题是检验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命制高质

量的试题需要教师对高考有深刻的研究，教学上有丰富的经

验，善于反思和总结命题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吴文兴 

   通过这三年学习，我收获颇丰。认识了很多同行，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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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了很多专家，学到了很多新的教育理念，领悟了生物学科

的魅力。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将学以致用，使自己教学水平

有更一层次的上升。——罗晓娇 

做个幸福的老师。快乐教学，幸福生活。 ——王雅岚 

 

五组培训感言 

在专家的正确引领下，在同行的经验分享中，我深切领

悟到：收集快乐，努力成长，做个合格幸福的老师，用自己

的智慧浇灌学生的成长！——杨茜 

夏老师的事迹本身就很励

志，其品质和性格造就了其成就，

身教言传在他身上得到很好的

统一。郑老师的讲座听了 2 次，

上次是在南充，当时惊叹于其精

纯的业务素养;这次让我感叹于

其对专业技能研究之细之深。——杨定均 

一次学习，一次提升，我将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不断学

习，反思，总结。践行专家的指引，努力前行！做幸福的教

师，打造快乐课堂，成就幸福学生！——陶海燕 

    三年的培训，让我学到太多的东西：新的知识，新的教

育理念，新的教学方法。三年里，与前辈共同学习，让我意

识到，我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学，有太多的想法要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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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会继续踏实勤奋地教书育人，努力成为一名幸福的

老师，努力教出一个个幸福的孩子！  ——杨娅娟 

    经过三年时间的培训，一方面聆听专家的讲座，一方面

与各位同仁的交流，受益颇多。我们既要用心教书育人，又

要有良好的心态和愉快的生活。不但要全身心投入工作，也

要讲究科学的方法，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陶秀国 

对优秀教师而言，教育不是无谓牺牲，而是快乐享受；

教育不是机械重复，而是激情创造；教育不仅是谋生的手段，

而是丰富精彩的生活本身。教师的一生也许终不成什么惊天

动地的伟业，但他应像山间的小溪，以乐观的心态一路欢歌，

奔向海洋。——罗乙 

三年培训，名家的讲座为我们带来了心灵的启迪、情感

的熏陶和精神的享受，他们以丰富的知识内涵及精湛的理论

阐述，给了我强烈的感染和深深的引领，每次都能感受到思

想火花的冲击；我分享到了收获的喜悦，接受了思想上的洗

礼，受益匪浅！——梁婷 

乐观生活。在有利的环境中利用环境，在不利的环境中

不断提升自己。让学生喜欢上自己，然后教会学生一个好的

学习习惯。激情来自于对教育现状的清醒认识。——刁申贵 

 

六组培训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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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培训，我收获了很多。聆听众多专家的讲座，观摩

一线教师的课堂教学，学习他们的教学技能，对我来说是一

次思想上的洗礼，心灵的震撼和理念的革新。 ——万鑫 

只有用爱教学和用心的去

教学，我们才能做好教学这门

工作。——陈小燕 

坚持和积累，才会逐渐成

长，感谢老师们的全心付出！         

——羊巨东 

根据高考改革考查形势的改变，结合三年来骨干教师培

训中领悟的精髓，在未来教学中做好以下几点。1.课堂时间

留给学生，我们作好引导者。2.要有勇气“死”在公开课中，

要有兴趣“活”在家常课中。——符月华 

努力勤奋，多写反思！争取在教学中更上一层楼！——

黄辉军 

培训三年，收获颇多，作为骨干教师，工作上带好头，

个人的教学态度，教学方式得到提升，树立了终身学习观，

自主学习！——骆春梅 

尽力钻研教材、潜心研究教法、竭力研习试题，把学校

要求转变成主动提升，创造激情，痴迷于课堂，平等对待每

一个学生。工作与生活的幸福其实就来源于我们认真的地态

度！——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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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专家的指引下，视野更开阔，理论水平得到提升；与

各位同仁交流，懂得如何结合实际，让理念落地生根。 —

—熊连翔 

 

 

 

因为有了学习，所以有了力量；因为有了交流，所以有

了合作；因为有了努力，所以有了成长。通过培训让我明白

了一个道理：一个人面对生活的态度，决定一个人最终的高

度。——吴铮 

三年的培训，我们聆听精彩讲座，感受名师风采，能参

加骨干教师的培训，我们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教师培训中心

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提高的平台。我珍惜这有限的

时间、宝贵的机会。学习期间，我们听课专注，笔记认真，

讨论积极，我非常清楚“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骨干教师，就要努力地提高自身素质，

理论水平、教育科研能力、课堂教学能力等。没有深厚的积

淀，没有长期的浸淫，何来“腹有诗书气自华”，何来纵横

捭阖，驾轻就熟。——陶秀国 

深研高考考纲、考试说明和高考试题，把握高考方向，

并把自己和同事对高考研究作用于平常的教学工作，在平时

的教学中，对一个知识点用近几年高考试题为例题，用高考

教育教学心得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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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或变式为课堂练习，让孩子们能真正灵活运用知识，成

就自己的学业！——石思有 

讲解过程中最大程度的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引导学生对

生物由感兴趣到感到有用再到尽力去学好！——仇杨 

每节课前几分钟，设置情境引人学习内容后，立即让学

生先浏览小节旁栏的“本节聚焦”的问题，带着问题先自主

学习，再突破重难点！——阚宝莲 

牢抓“三基”，注重推理，培养思维，养成科学的探究

习惯。——丁俊松 

通过交流首先让学生从心理认可你的工作，这样教学工

作顺利很多，其次通过交流能了解其学习情况，从而分层次

提出要求，确立目标，让学生更有兴趣参与到教学过程中。

——冯丽娟 

    用智慧启迪孩子的心灵，用行动引领孩子的成长。——

苏云 

情感＋督促＋精练:与学生建立家长与师生感情，讲实事，摆

道理；学生想通后加上强制措施，实行周周清；再加上学习

方法引导，少做题，多研究题，注重做的过程；做到这三点，

会有一定效果！——龙安伟 

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感悟：平等对待学生，把他当作我的

同龄人进行沟通交流，他会因为生物老师的态度而喜欢生物

学科，主动投入到生物学科的学习中来。  ——张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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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去教，真诚对待学生，用激情去感染学生，充分调

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郑红 

    个人认为心态最重要，不卑不亢，不惊不喜，乐观生活.

教书首先是育人，老师心态好，学生就会心态好。多给予自

己一些正能量，关爱学生多一点：对于学习能力很好的学生，

多为他拓展提升，给予多种思维方式。对于差生，多多指导

基础习题的研究。——申柯 

    老师的一次肯定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努力找他

们的亮点，让他们觉得我是受老师关注的，我的每一点进步

老师都看的到，就这么一个小的举措，就会促进学生不断进

步！——潘婷婷 

    本次学习，收获良多，尤其是在生物试题的编制中，本

次郑达钊老师的讲解更是让我耳目一新，让我看到了自己工

作中的优点和不足。为在以后的试题命制中如何增加试题的

信度，效度，贴合实际，做得更好，指明方向。 ——王山 

    利用自习，查寝时间走心，这样能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

存在，做到真正的心里沟通，学生更喜欢这个学科，效果更

好！——杨育明 

    落实每一个教学过程，注重学生双基，循序渐进引导学

生发挥出自己的潜能，爱上生物学科，尽自己最大努力学好

生物学科。——任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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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和学结合起来，多找学生了解学得怎样，进而指导我

们的教学。——袁华 

深挖教材中的素材，如问题探讨、技能训练、课后习题、

小资料……可练习学生的表达能力，可扩展知识，可变换成

考题——张义方 

    我觉得教学的最美艺术就是抓住节点。——赖克武 

对待差班要比对待好班有更多的耐心、爱心、鼓励。我

们应当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待他们，发现他们的优点，如果能

这样做，那么这些差班的学生会更好，会更感激老师。—— 沈

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接着再激发学生激情，让学生用最

大热情学习，不求百分百，只要有进步那都是最棒的。——

石娟 

    对待差班，一定不要带着情绪去上课；一定不要带着批

判的眼光看待他们；一定不要放弃他们，在适度的批评下，

时常鼓励他们，建立学习的信心。——李凤 

给学生介绍最佳的学习方法:听讲是低效的学习方式，

教授才是最高级的学习方式，所以能听懂不是懂，能把别人

教懂才是真正的懂。——吴文兴 

要相信你的学生，但又不能高估了他们。相信学生，

课堂上大胆的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不要担心这啊那的怕他

们不会学，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不能高估了学生，毕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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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孩子，所以该讲的你还是要讲到位，而不是所有的内容

都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重难点，关键词等等，你都必须该

强调的强调，该过手的练习，该拓展的补充。——郑开丽 

课堂教学要动静结合。动手，动脑，静心，尽力。让

孩子们在欢乐的气氛中学有所获。——王雅岚 

与学生的交流是需要有艺术。尤其是与习惯不太好的学

生的交流更需要艺术。交流得到位，教师的幸福感就会更高。

那种心态会更灵动。——杨聪 

高三学习中学校常常要求补差。但补差，我们一定要关

心他的全面发展。——李剑 

爱护学生，可以改变差生；用生物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

问题，可以增加生物课堂的魅力；用好笔记本，可以使学生

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罗小娇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广泛运

用，“教书匠”式的教师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这就要

求教师既不能脱离教学实际，又要为解决教学中的问题而进

行的研究。不是在书斋进行的研究，而是在教学活动中的研

究。必须具有现代教育观念，并将其运用于教育工作实践，

不断思考、摸索，朝着教育家的方向努力。以教师为本的观

念应当转为以学生为本，自觉让出主角地位，让学生成为主

角，充分相信学生，积极评价学生。——刁申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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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快乐幸福的老师，积极努力成长，用温暖和智慧塑

造学生的人格！——杨茜 

   一如既往地进行自主专业研修，与时俱进，大胆革新，

让我的人生继续在学习中快乐、感动。——杨定均 

保持课堂的良好状态，可要求学生齐声诵读课本的重要

知识，设置系列的问题串，设置难度合适的小练习，注意课

堂提问讲练结合，多设置师生互动。教学经验证明，经常变

换教学形式，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复习效率。

——梁婷 

一次学习，一次提升！做一个幸福的老师，才能打造快

乐课堂，成就幸福学生。——陶海燕 

“体会”培训三年，收获颇多，作为骨干教师，工作上

带好头，个人的教学态度，教学方式得到提升，树立了终身

学习观，自主学习！——骆春梅 

课堂是一系列问题串连起来的，而问题的设计十分重要，

十分关键，也十分讲究！问题太浅，达不到启迪学生思维，

提高学生理解应用能力的目的，问题太难，也会增加学生学

习的难度。因此问题的设计要用心用智慧反复斟酌，不断宠

善。最终满足学生需要，提高教学的效率，我将一直努力，

使自已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争取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三年培训，更新了新的教育理念，更新了新的教学方法，

让我增强了自信，教书育人更加得心应手。为我们的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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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注入了源头活水，给我带来了心智的启迪、情感的熏

陶和精神的享受，让我学会了如何面对全体学生，如何因材

施教，也让我更加热爱这份事业！——杨娅娟 

我会努力勤奋，多写反思！争取在教学中更上一层楼！

最后感谢培训我们的老师。——黄军辉 

 

  

 

 

学情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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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高中生物骨干教师培训专家团队    绵阳市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 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