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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 

二、参评内容 

（一）评选内容 

从小学语文、数学、英语、科学、思品（道德与法治）、综合实

践（信息、劳技）等小学学科现行教材中选择一个作为展示的主题

和内容。 

（二）参评方式 

本次评选主要展示和评比学生的教学设计能力、说课能力和面

授教学能力，主要包括提交教学设计（文本）、说课和面授教学三方

面内容。 

1. 教学设计方案（文本）：根据所选主题，撰写 1 课时的完整

的教学设计方案（教学设计方案模板见附件 1）。 

2. 说课(5 分钟视频)：围绕展示内容说明教学目标、学情分析、

教学策略等方面的设计思路，以及实际教学中有关展示内容的教学

反思。 

3. 面授教学（10 分钟视频）：面授教学展示环节不是整节课的

压缩，而是能够突出展示教学能力的一个片段；面授教学展示环节

应尽量体现教学互动。 

三、评选规程 

评选分为分部初评和总部评选两个阶段。分部初评由各分部自

行组织，总部评选由国家开放大学总部组织。 

（一）分部初评 

分部应积极动员所属各教学中心组织学生参加评选活动，由各

分部组成专家组，完成分部初评。评选标准参照附件 2。分部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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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际情况采用现场评选，也可通过视频进行评选。分部根据初评

情况，推选优秀教学案例参加总部评选，每个分部推选的优秀教学

案例不超过 3 个。为提高工作质量，分部在初评前期可以组织相关

的培训。 

（二）总部评选 

总部评选阶段，说课和面授教学采取双向视频方式，参加总部

评选的学生在分部云教室进行现场说课和面授教学展示。参加总部

评选学生的出场顺序将于 10 月 31 日前公布。由国家开放大学总部

成立组委会，组织专家在国家开放大学总部云教室进行现场评选。 

四、奖励设计 

（一）奖项设置 

本次评选设综合奖和单项奖。 

综合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其中，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5 名、三等奖 30 名和优秀奖若干名。 

单项奖设最佳教学设计奖 3 名，最佳说课奖 3 名，最佳教学风

采奖 3 名，最佳组织奖 5 名。 

评选结果在国家开放大学门户网站公示。颁奖安排详见后续通

知。 

（二）课程免修免考奖励 

凡进入总部评选的专科学生可免修免考小学教育专科专业规则

中综合实践环节课程“毕业作业（小教）”，4 学分；凡进入总部评

选的本科（专升本）学生可免修免考小学教育本科专业规则中综合

实践环节课程“教学实践（小教）”，4 学分。 

五、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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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总部成立评选组委会，主任由国开总部校领导担任。组委

会负责部署评选各项活动、决定评选重要事项。组委会下设小学教

育专业学生优秀教学案例评选委员会，由学科专家、远程教育专家

组成，负责具体的评选组织和评审工作。 

评选组委会秘书处设在国开总部教育教学部办公室，负责协调

委员会相关工作。分部成立评选工作组，由分部分管教学工作的校

领导担任组长，成员可由教学部门、技术支持部门、学生学习支持

服务部门、教务处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工作组的职责是根据总部

评选工作要求，组织与部署各教学点评选工作，完成分部初评。分

部确定专门的部门承担本校及所属教学点评选的组织和联络工作。 

六、时间安排 

1.分部初评时间截止到 2019 年 10 月 15 日。 

2.总部评选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 

3.请各分部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前填写分部联系人登记表并发

至指定邮箱（见附件 3）。 

2019 年 10 月 15 日前，各分部完成初评，向总部邮寄推荐参加

总部评选的学生汇总表（见附件 4）、学生简况表（见附件 5）和参

评材料。其中，参评材料包括每名参评学生的教学设计方案（电子

版应为 WORD 文本）、5 分钟说课视频和 10 分钟面授教学视频（说

课视频和面授教学视频可以合成为一个视频，总时长不超过 15 分

钟，双机位拍摄为佳，以 MP4 格式存入 U 盘邮寄）。分部同时将

上述材料的电子版（说课视频和面授教学视频除外）发送到指定邮

箱。 

材料邮寄地址如下：国家开放大学教育教学部薛晓燕收，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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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开放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学生优秀教学案例评选 

教学设计方案模板 

教学课题  

学科  年级  时长 1 课时 

教学背景分析  

教学目标  

教学方式与策略  

教学活动设计 

活动内容 活动意图 时间分配 

   

   

   

教学特色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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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国家开放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学生优秀教学案例评选指标 

维度 指标 要素描述 

教学设计 

方案 

30 分 

教学背景分析（8 分） 

1．深度分析教材，准确把握学习内容的内涵、核心 

2．学情分析具体、明确，有一定证据支持 

3. 分析课程标准等相关文件的理念、要求 

教学目标确定（6 分） 

1．目标定位准确 

2．教学目标描述具体 

3. 教学目标可检测 

教学方式与策略（4 分） 
1. 教学方式与策略适合教学内容 

2. 教学方式与策略有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 

教学活动设计（12 分） 

1．教学活动目的与意图明确,与教学目标一致 

2．教学活动之间逻辑结构清晰 

3. 教学活动突出“大问题”或“问题链” 

说课 

(5 分钟) 

20 分 

语言表达（6 分） 
1．说课语言清晰、准确、流利 

2．适当得体的肢体语言 

内容明确、重点突出（8 分） 

1. 教学理念、目标、内容明确 

2. 教学活动意图清晰 

3. 教学重点、难点精准，教学方法和策略恰当 

实践与反思（6 分） 
1. 对教学实践中的“真问题”（优缺点）有思考 

2. 概要描述教学的特点、特色 

面授教学

展示 

(10 分钟) 

50 分 

板书设计（2 分） 
1. 板书设计突出教学的重点、难点 

2. 板书设计美观大方、结构清晰 

提问技能(12 分) 

1．提问内容明确、具体、恰当 

2．提问时机适当，提问方式多样 

3．对学生的回答有反馈、引导、提炼 

讲解技能(24 分) 

1．讲解目标明确 

2．讲解内容清楚、有明确的结论 

3．讲解方法符合学生认知规律，有学生参与与思考 

4．讲解过程有板书、媒体、肢体语言等的配合 

整体表现(12 分) 

1．发音准确、清晰，音量适中，张弛有度 

2．术语准确，语言精简，无科学性错误 

3．教态端庄、大方，有适当的走动，具有亲和力 

4．教学媒体使用恰当 

5. 时间把握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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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家开放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学生优秀教学案例评选 

分部联系人登记表 

 

分部名称  

联系人  座机  

手机  邮编  

通讯地址  

E-mail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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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国家开放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学生优秀教学案例评选 

参加总部评选学生汇总表 

 

分部名称：单位公章： 

序

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在学院或

学习中心 

所学 

专业 

学历

层次 

学籍是

否通过

审核 

参评课程 

指导教师

（不超过 2

名） 

指导教

师专业 

初评

成绩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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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国家开放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学生优秀教学案例评选 

参加总部评选学生简况表 

分部名称：所在学院或学习中心： 

参赛课程  

照片 
课程教学设计

方案名称 
 

参赛学生 

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所学专业  学历层次  

学号  电子邮箱  

手机  微信号码  

QQ 号码  邮编  

通讯地址  

声明及 

约定事项 

 

1. 参赛者保证参赛作品确由报名者原创，绝无侵害他人著作权或违反其它法律事

宜，如有抄袭或仿冒情况，经评审专家组裁决认定后，除取消其获奖资格外，并在系

统内给予通报。若有第三方对作品版权问题提出声明或异议，参赛者应对作品可能引

发的法律事务负全部责任，国家开放大学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2. 参赛者同意无偿授权主办单位，在与比赛相关的一切活动中重制、出版或发表

作品，同意国家开放大学在保证本人对作品享有署名权的前提下无偿将该作品用于教

学活动（包括编辑、出版、发行相应的教学资源等）,同意国家开放大学在使用过程中

不通知本人而对该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加工。 

3. 参赛者对上述各项声明及约定，均无任何异议。 

 

 

参赛者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评议意见 

 

 

 

 

 

 

             分部（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