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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工总〔2017〕28 号

关于举办首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大赛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总工会、教育局，省属中职学校、中

小学校、幼儿园：

为提升我省中小学（含幼儿园、中职学校，以下简称中

小学）青年教师的专业水平，夯实青年教师的教学技能，促

进我省中小学教师专业水平的整体提升，广东省总工会、广

东省教育厅决定联合举办首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

能力大赛（以下简称大赛）。大赛由广东省教育研究院（以

下简称省教研院）和广东省教科文卫工会具体承办。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范围

本省普通中小学校、中职学校、幼儿园中 40周岁及以

文件
广东省总工会
广东省教育厅



- 2 -

下（1977年 9月 1日以后出生）且具备相应教师资格的在岗

专任教师（含民办学校教师）。

二、大赛组别

大赛分设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普通高中教

育和中等职业教育 5个组别。其中学前教育组别由幼儿教育

1个专业组成、小学教育组别由 10个学科组成、初中教育组

别由 14个学科组成、普通高中教育组别由 15个学科组成、

中等职业教育组别由 10个学科（专业）组成，大赛共计 50

个学科（专业）。

三、赛事安排

大赛分为初赛、决赛、总决赛三个阶段进行，具体安排

详见附件 1。

初赛阶段：2017年 9月 1日至 10月 15日，由各地级以

上市及顺德区教育局与总工会联合组织开展辖区内所属学

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初赛，省教研院负责组织省属学校青年

教师教学能力初赛，具体由各地各单位自行安排。通过初赛，

由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省教研院按照各学科（专业）推

荐不超过 1名选手参加决赛。

决赛阶段：2017年 10月 20日至 11月 20日，由省教研

院和省教科文卫工会组织实施，具体安排另行通知。通过决

赛，学前教育选出 10 名代表，小学教育、初中教育、普通

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各学科（专业）分别选出 1名代表

参加该组别总决赛。

总决赛阶段：2017 年 12月 1日至 5 日，由省教研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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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科文卫工会组织实施，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奖项设置

各组别各学科（专业）决赛各评出一等奖 4个，二等奖

6个，三等奖 13个。各组别总决赛第一名获得者将按程序授

予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教学竞赛开展过程中，活动覆盖面

大、教师参与度高、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若

干。

五、工作要求

（一）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组织，

充分发动广大青年教师踊跃参加教学能力大赛，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选拔推荐选手参加决赛。

（二）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决赛、总决赛评委会

专家及工作人员的交通费、食宿费、劳务费及其他费用由承

办单位承担。参加决赛、总决赛教师的交通费、食宿费回所

在单位报销。

（三）各地各单位请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前将各组别

各学科（专业）参加决赛教师选手汇总表、推荐表（电子版

和 PDF扫描版）、身份证、选手参赛承诺书、公示材料、地

市比赛有关文件及方案（PDF扫描版）等资料统一发到省教

研院工作邮箱。

普通中小学教育类邮箱：gdjsjnds2017@126.com。联系

人：胡军苟，电话：020-83196886。

学前教育类邮箱：liyingsir@163.com。联系人：李英，

电话：020-83332773。

mailto:gdjsjnds2017@126.com
mailto:liyingsi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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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教育类邮箱：496680793@qq.com。联系人：黄

文伟，电话：020-37650366。

省教科文卫工会联系人：胡建钢，电话：020-83871095；

徐喜溶，电话：020-83801378。

附件：

1．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方案

2．推荐参加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决赛

的选手汇总表

3．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决赛选手推荐表

4．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决赛选手承诺书

广东省总工会 广东省教育厅

2017年 8月 30日

mailto:49668079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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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方案

为了提升我省中小学（含幼儿园、中职学校，以下简称

中小学）青年教师的专业水平，夯实青年教师的教学技能，

促进我省中小学教师专业水平的整体提升，经研究，2017年

举办首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活动（以下简

称大赛），并制定方案如下。

一、大赛目的

通过举办全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建构优秀

青年教师教学展示交流平台，有效引领青年教师的专业发

展，提升我省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发现优秀教师，打造教学

骨干，为我省中小学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奠定坚实基础；正

确引导广大教师钻研课堂教学，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

法，优化教学过程，形成良好的教研氛围。

二、大赛内容

（一）大赛包括普通中小学各学段各学科、中职教育各

学科（专业）和学前教育，共计 5个组别 50个学科（专业），

具体如下：

各组别学科（专业）列表

组别

序号

学前

教育
小学教育 初中教育 高中教育 中职教育

1
幼儿

教育

小学道德

与法治

初中道德与

法治
高中思想政治 语文德育

2 小学语文 初中语文 高中语文 数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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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学数学 初中数学 高中数学

体育艺术

（体育、公共艺术公共基础

课程、文化艺术类专业）

4 小学英语 初中英语 高中英语

信息技术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及信

息技术类专业）

5 小学科学 初中物理 高中物理
财经商贸

（财经商贸类专业）

6 小学音乐 初中化学 高中化学
加工制造

（加工制造类专业）

7 小学美术 初中生物学 高中生物

交运土建

（交通运输类、土木水利类

专业）

8
小学体育

与健康
初中历史 高中历史

医药农林

（医药卫生类、农林牧渔类、

轻纺食品类专业）

9
小学信息

技术
初中地理 高中地理

教育旅游

（教育类、旅游服务类专业）

10
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
初中音乐 高中音乐 其他综合

11 初中美术 高中美术

12
初中体育与

健康

高中体育与健

康

13
初中信息技

术
高中信息技术

14
初中综合实

践活动
高中通用技术

15
高中综合实践

活动

（二）普通中小学各学科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的内容

包括学科专业技能、教学通用技能，主要通过课堂教学方式

来展示。

（三）中职学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的内容包括说

课、教学绝活展示（专业技能表演、演讲、板书、视频、作

品介绍等）及现场答辩。

（四）学前教育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比赛的内容包括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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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含游戏、一日生活、环境创设等）、说课、活动展示

与点评，以及才艺展示等。

三、大赛组织

（一）大赛主办单位为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为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广东省教科文卫工会。

（二）成立大赛组委会，负责领导、协调、仲裁、奖励

与处罚等工作。组委会下设各学科（专业）大赛委员会，具

体负责各学段学科（专业）大赛的组织工作。

四、参赛人员要求

（一）本省普通中小学、中职学校、幼儿园 40周岁（1977

年 9月 1日以后出生）及以下且具有相应教师资格的在岗专

任教师（含民办学校教师）。

（二）普通中小学各学科、幼儿园、中职学校各学科（专

业）参赛选手应在选拔的基础上产生。推荐参加省决赛的选

手应是各地级以上市、顺德区比赛的一等奖获得者。

（三）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推荐参加省决赛选手名额

为每组别每学科（专业）1人；省属学校每组别每学科（专

业）推荐选手 1人。省属学校各组别各学科（专业）推荐参

加省决赛选手由省教研院组织选拔。

（四）各地报送参加省级决赛选手时，须提交以下材料：

1.各组别各学科（专业）参加决赛教师选手汇总表、推

荐表（电子版和 PDF扫描版）、身份证、选手参赛承诺书、

公示材料、地市比赛有关文件及方案（PDF扫描版）。

2.中职学校提交课堂教学实录光盘（视频像素为 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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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格式为 wmv）、教学设计、说课课件、微课。

3.其他相关资料。

（五）大赛组委会对各地推荐报送参加省决赛选手资料

进行审核，确认选手参赛资格。选手在参加省决赛时不得泄

露本人的真实姓名、地区、学校等信息。

五、大赛程序

（一）普通中小学各学科大赛程序

1.初赛。由各地市组织实施。

2.决赛。决赛按组别学科分别举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比赛主要内容为各学科基本功展示，成绩前 10

名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比赛主要内容为 40 分钟的课堂

教学。

决赛成绩中，学科基本功展示占 50%，课堂教学占 50%。

各组别各学科决赛成绩第一名进入总决赛。

3.总决赛。总决赛分为小学、初中、高中组别分别进行。

总决赛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为 8分钟教育理念演讲

与 5分钟答辩；第二环节为 5分钟教育教学即兴演讲。

总决赛成绩中，教育理念演讲与答辩占 50%，即兴演讲

占 50%。

（二）中等职业教育大赛程序

1.初赛。由各地市组织实施。

2.决赛。包括 10分钟说课和 6分钟教学绝活展示。说课

占决赛成绩的 60%，教学绝活展示占决赛成绩的 40% 。

3.总决赛。包括 6分钟教学绝活展示（内容可与决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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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 4分钟现场答辩。教学绝活展示占总决赛成绩的 70%，

现场答辩占总决赛成绩 30%。

（三）学前教育大赛程序

1.初赛。由各地市组织实施。

2.决赛。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比赛内容为说课与才艺展示。

第二阶段为答辩，从游戏、一日生活、环境创设等方面

考察。

说课占决赛成绩的 40%，才艺展示占 30%，答辩占 30%。

决赛总成绩前 10名选手进入总决赛。

3.总决赛。分为活动展示（上 1节公开课或组织 1个游

戏活动）和活动点评（点评 1节课或 1个游戏活动）两个环

节。

活动展示占总决赛成绩的 30%，活动点评占总决赛成绩

的 20%，决赛总成绩占总决赛成绩的 50%。

六、评审、监督与仲裁

（一）决赛各组别各学科（专业）的评委由大赛组委会

在省教育厅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总决赛评委原则上应在

决赛评委中抽取产生。决赛、总决赛评委原则上应具备副高

级以上专业职称。

（二）决赛各组别各学科（专业）评委数应为 5人或 7

人。各组别总决赛评委数应为 7人或 9人。

（三）决赛、总决赛设监督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由主

办方和相关领域资深专家组成。监督委员会、仲裁委员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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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不得担任决赛、总决赛评委。

七、评分规则

（一）决赛、总决赛各组别各学科（专业）比赛项目评

分细则、记分方法由大赛组委会确定，并提前向参赛选手公

布。

（二）决赛、总决赛各组别各学科（专业）的所有比赛

项目均按百分制评分。选手每项目中的得分为本组别本学科

（专业）所有评委给出的分数中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

分后的平均分，项目最终得分为平均分与该项目权重的积。

（三）参赛选手未能全程参加比赛，即视为自动放弃。

八、其他事项

（一）选手报名参加比赛即表示已同意并接受本方案及

组委会制定的赛程安排、评分规则等全部规定。

（二）比赛期间，组委会有权对所有选手的比赛过程进

行录音录像。比赛结束后，组委会有权使用参赛选手在比赛

中完成的教学设计、制作的课件以及比赛过程的录音录像等

资料。

（三）组委会在赛后将组织部分获奖选手，通过电视、

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进行大赛的集中展示、宣

传。

（四）对在比赛中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不当行为

的选手或评委，组委会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罚。

（五）本方案内容的最终解释权归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

师教学能力大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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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推荐参加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决赛选手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联系人姓名： 电话： 时间：2017年 月 日

序号 组别 学科（专业）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学校 联系方式

注：请按大赛方案中的组别学科（专业）顺序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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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省首届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决赛选手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最高学历

贴

照

片

出生年月 职称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专业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 邮箱

所属地市 学校 QQ号

参赛组别 学科 微信号

学习简历

（从大学

开始）

工作简历

教育教学

荣誉

所在学校

审查意见

盖章

2017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地方教

育局、总

工会或省

教育研究

院）的意

见

盖章 盖章

2017年 月 日 2017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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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广东省首届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选手参赛承诺书

1.严格遵守比赛规程。如有任何违反大赛安排的行为或给大赛造

成有形、无形损失，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2.理解并同意赛事组委会享有以下权利：（1）检查承诺人的身

份证明文件。（2）在承诺人违反本赛事规则或本承诺书时，有权取

消承诺人的参赛资格。（3）若有选手弃权，赛事组委会有权按顺序

提前后面选手的比赛时间。

3.在承诺人比赛前，不观摩其他选手的比赛。

4.在提交给评委的教学设计及课堂教学节段PPT 等文字材料中

和比赛过程中不透露所在地区、单位及本人姓名。

5.承诺人在参赛中出现的语言、文字和录像资料（包括教学设计

方案、讲课语言、授课录像、教学幻灯片、教学反思等内容），主办

单位享有出版权和文本影像使用权。

6.大赛组委会可合理使用承诺人姓名、肖像及提交大赛的个人信

息。

7.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由于侵犯知识产权引起的任何法律责

任，由承诺人自行承担；由于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引起大赛损失的，愿

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8.报名及在赛事过程中填写的任何资料及呈交的相关资料与文

件由赛事组委会保留，不再索回。

承诺人： 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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