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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资格证是从事教师职业的必备证书，地方院校师范专业须改革人才培养路径方

能更好地应对教师资格证“国考”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盐城师范学院体育学院优化体育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采取的路径有：围绕“国考线、技能线、考编考研线”

设置课程，增加教师教育类课程，多维度开展“渗透式”教育见习，突出学生教育教学和教育实

践技能培养；依据“国考”要求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建立“三不两直”平时巡查+期末教考分离

课程考核机制,以提高学生“国考”应对能力；优化课程群师资配备，并实行“一条龙”包干制、

横向化、“国考化”教学,以提高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实行兼职班主任+专项课教师协同的

班级管理模式,以加强学生备考督促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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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er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t is necessary for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reform for new approaches to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in response to the new 

challenge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Teacher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The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has tried to optimize the training model of physic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by taking some measures as follows: Designing courses around 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skills and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with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s added and “infiltration” 

education apprentice practice carried out in multiple dimensions to highlight training students’ educa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skills; revising the curriculum syllabu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by 

establishing a course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Three No and Two Straight” regular inspection plus final 

examination that separates teaching from examinations”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staff for the courses by means of implementing the “through-train” system and 

the horizontal-and-national-examination-based teaching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master and use knowledge; 

implementing a collaborative class management model between the part-time class supervisors and the specialized 

course teachers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of students’ preparation for the examination. 

Key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the National Teacher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Examination；local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talent training 

 

 
  
收稿日期：2021-04-10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8SJZDI201)；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课题“服务健康中国战略的地方院校社会体育指导

与管理专业‘三会三能’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与实践”(2019JSJG130)；盐城师范学院教育教学改革课题(2018YCTUJGY069)。 

作者简介：汪庆波(1980-)，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篮球教学理论与实践，体育教师培养。E-mail：wqb80@163.com  通信作者：戴俊 



 
第 6 期 汪庆波，等：教师资格证“国考”下地方院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99  

 

2013 年 8 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暂

行办法》，规定试点工作启动后入学的师范类专业学

生，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应参加教师资格考试[1]。江苏

省于 2015 年开始实行全国统考(下称“国考”)，师范

生不再直接认定教师资格，均需通过“国考”后方能

获得教师资格证。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

确提出要“完善教师资格考试政策”“严格教师准入，

提高入职标准”[2]。由此可见，教师资格证对于立志从

事教师职业的学生来说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而对于培

养教师的地方院校来说，教师资格证通过率也是衡量

其人才培养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那么在“国考”要

求下，地方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该如何培养才能保

障其教师资格证的顺利获得呢？ 

盐城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下文简称“盐师体教”)

作为首批通过国家师范类专业二级认证的专业，在这

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和探索。虽然教师资格证“国

考”与以往“省考”相比难度有所增加，并有“严格

准入，提高标准”的趋势，但盐师体教专业学生自 2018

年参加“国考”以来，一次性(第五学期)通过率平均

为 70.2%，毕业时最终通过率平均为 98.3%，而其他

师范院校只有 20%~30%的通过率[3-4]。获取教师资格证

的毕业生体育教师编制考取率也一直稳定在 75%以

上。盐师体教专业学生教师资格证通过率和教师编制

考取率能取得如此成绩与培养路径的改革密切相关，

本研究对此进行研究和总结，以期为其他地方院校体

育教育专业提高学生教师资格证“国考”通过率提供

参考，同时也可为其他师范类专业学生培养提供借鉴。 

 

1  教师资格证“国考”对地方师范院校培养

体育教师的挑战和要求 
1999 年国家提出“调整师范学校的层次和布局，

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培

训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探索在有条件的综合性高等学校

中试办师范学院”[5]，标志着我国教师教育已不再是师

范院校独自的领地，同时也为实行教师资格证“国考”

埋下了伏笔。2011 年国家推行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

革和定期注册试点工作，2015 年开始全面推行教师资

格证全国统考，不再区分师范和非师范概念，使教师市

场更趋开放。教师资格证“国考”和定期注册制度的实

施，使得更多人才可以从事教育事业，有效提升了我国

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师资的数量和质量。但同时，教师

资格证“国考”也对地方院校培养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教师培养主体的开放，地方院校师范专业将面临

重点综合性高校教师教育学院的竞争，其办学优势将被

削弱。其次，教师市场的开放，地方师范院校培养的学

生将面临重点综合性高校教师教育学院学生及非师范

专业学生的竞争，其原有的“优越感”将不复存在。 

教师资格证“国考”重视对学生“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考查，重视对学生师德情怀的考查，增

加了教师教育类知识的考查范围、比例以及难度[6]，提

高了对体育学科知识考查的灵活性，所考科目均强调

学生对相关知识的运用能力，面试则更加侧重学生的

体育课教育教学实践技能及其展示能力[7]。这就要求地

方师范院校体育教育专业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课

程设置，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还要求专业任课教师

转变教学理念，领悟教师资格证“国考”相关精神，

调整课程教学大纲，改革课程考核与评价，“吃透”教

师资格证考试所涉及的知识点；更要求地方师范院校

创新学生管理模式，加强对学生全过程、全方位、精

细化的引导和督促，为学生教育教学能力的培养和教

师资格证“国考”的顺利通过保驾护航。 

 

2  教师资格证“国考”下盐师体教专业学生

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指在一定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

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

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

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8]。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是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要求。根据教师资格证“国考”

对地方师范院校培养体育教师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

求，盐师体教专业围绕优秀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培养，

以学生“三会三能”能力培养为中心，即会做、会讲、

会教(教育教学)，能组织课外体育活动、能组织课余

体育训练、能组织运动竞赛，优化了人才培养模式(见

图 1)。该模式在实施过程中以“六大”课程模块为核

心，以“五大”实训平台为助手，以“两套”师资队

伍为支撑，以“两全一精”学生管理机制为保障，采

用平时“三不两直”巡查+期末教考分离课程考核评

价方式，对学生体育教育教学能力进行培养。学生体

育教育教学能力得到有效训练和提升，顺利通过教师

资格证“国考”则成为“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同时，为有效实施该培养模式，盐师体教专业研

制了教学素养和教学能力递增关系图(见图 2)，让学生

明确在各年级需发展的教学能力；细化学生在大学 4

年中每个时间点要参加的重要考试及要获得的职业能

力证书(见表 1)，以考试为抓手，让他们在大学 4 年有

阶段学习目标，给他们施加阶段学习压力，从而让他

们产生持续的学习动力，一步一步朝着优秀中小学体

育教师的人才培养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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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盐师体教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图 2  不同年级教学素养和教学能力递进图 

 

表 1  盐师体教专业学生 4年要参加的重要考试 

年级 考试类型 考试时间 
其他职业技能 
（选考）证书 

一年级 

专业课程考试（教考分离） 
基础体能测试 
普通话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 
英语四级考试（选考） 

学期末 
4 月初 
12 月底、6 月底 
6 月底 

二年级 
专业课程考试（教考分离） 
英语四、六级考试（选考） 

学期末 
12 月底、6 月底 

三年级 
教师资格证考试 
专业技能测试 
英语四、六级考试（选考） 

11 月上旬、3 月上旬（补考） 
11 月中下旬 
12 月底、6 月底 

四年级 

教师资格证考试 
专业技能测试 
教师编制考试 
研究生考试（选考） 
英语四、六级考试（选考） 

11 月上旬、3 月上旬（补考） 
11 月中下旬 
从 12 月开始 
12 月下旬 
12 月底、6 月底 

游泳救生员证、 
健身教练证、 

跆拳道教练证、 
项目裁判证等 

    
    

3  教师资格证“国考”下盐师体教专业学生

培养路径 
3.1  围绕“三线”设置课程 

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直接影响人才

培养的质量[9]。也就是说课程设置直接影响着师范专业

学生教师资格证书的获取情况。因此，盐师体教专业

在设置课程时，围绕“国考线、技能线、考编考研线”

3 条线展开。即所开设课程为教师资格证“国考”服

务，注重学生“三会三能”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教

育教学能力的培养，在第 7、第 8 学期开设拓展类课

程，兼顾学生未来职业发展和部分学生考研需求，其

中教师资格证“国考”所涉及到的课程均在第 5 学期

结束时全部开设。也就是说，教师资格证“国考”所

考查的知识和能力，通过增加相关课程设置，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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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参加“国考”前重点学习和训练。 

1)大幅增加教师教育类课程，突出教育教学能力

培养。 

教师资格证“国考”要求改造传统的教师教育模

式，促进教师教育课程的现代转型，要突出教师教育

类课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0]。并且，通过对“国考”

试点地区学校的调研得知，对教师教育类课程的系统

学习是师范生通过“国考”的最大优势和筹码。因此，

盐师体教专业为培养学生教育教学能力，在各课程模

块中大幅增加了教师教育类课程；既有通用教师教育

类课程，又有专业教师教育类课程，既有理论类课程，

又有实践类课程，总计达 30 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为

18.2%(见表 2)，远超国家师范专业二级认证不少于 14

学分的参考标准。其中，专业教师教育类课程《体育

教学设计与技能训练》《体育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与考

核》以培养学生教学技能为主，从而保障教师资格证

面试技能得以专门性训练。 

 

表 2  盐师体教专业教师教育类课程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教育学基础 3 2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学习 4 2 

平台 
必修 
课 健康教育学 1 3 

书法基础 1 1 
教师口语 1 1 
班级与学校管理 2 4 
教师职业道德与政策法规 1 2 
现代教育技术 2.5 5 
体育课程与教学论 2 3 
中小学体育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 2 4 
中小学体育教学设计与技能训练 1) 2.5  

专业 
必修 
课 

体育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与考核 1) 4 5、7
教育哲学 7 
教育研究方法 3 
教师人际沟通与礼仪 2 
教育社会学 5 
中小学体育课程资源开发 7 
乡村中小学体育基础教育研究专题 7 

专业

选修

课 

生命教育 

至少

修满

4 学

分 

5     
1)表示专业理论+实践课程，偏重学生实践技能训练 

 
课程设置改革后，学生“国考”科目《综合素质》

《教育知识与能力》一次性通过率分别平均为 74.6%、

77.8%。这说明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有效提高了学生

对教师教育类课程知识的掌握，也为学生教育教学能

力的提升夯实了理论基础。 

2)多维度开展“渗透式”教育见习，重视教学实

践能力的培养。 

国家教师资格证考试“重能力”“重实践”“重运

用”，笔试的内容不再是通过记忆知识点就能通过，而

是注重对考生教学实践运用能力的考查，面试则更加

侧重学生的体育课教育教学实践技能及其展示能力[7]，

而师范生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需要通过大量的锻

炼、体验和反思[3]。鉴于此，盐师体教专业构建了贯穿

大学 4 年学习全过程的“感知教学(校内外)—片段教

学体验(校内)—模拟教学(校内)—完整课教学体验(校

内外)—教育实习(校外)”一体化的、校内外相结合的

体育教学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提高教育教学实践的实

效性。在课程设置中提高了实践环节在人才培养方案

中的比例(专业集中实践环节 28 学分，占总学分的比

例为 17.0%)，加大了对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力度。

但按照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进度安排，集中实践环节(教

育实习)在第 6 学期，这样学生在大三第一次“国考”

时(第 5 学期)教学实践能力就会显得比较欠缺。未经

过教育实习的历练不利于教师资格证考试的通过。因

此，教育见习是提高学生教学实践能力以应对“国考”

要求的重要环节。 

盐师体教专业在常规教学实践基础上，多维度开

展教育见习，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教育见习，培养学生

教学实践能力，提高第一次“国考”应对能力。在落

实全程性教学实践能力培养方案时，有效抓住校内可

开展的见习机会，在平时术科教学过程中通过各种课

内见习、课外教学提升小组、平时教学能力考核等方

式初步培养学生“会讲”“会教”能力(讲动作方法和

要领，讲基本教学程序和方法)。充分利用校外资源，

在学校“U-G-S 三位一体”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框架下，

加强与当地中小学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校外见习机会。

通过课内外、校内外多维度开展的渗透式教育见习活

动(见表 3)，循序渐进地提高了学生教学实践能力，为

其在第 5 学期首次参加教师资格证“国考”，尤其是面

试环节积累了一定的能力储备，同时也为第 6 学期的

教育实习、乃至顶岗实习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3.2  根据教师资格证“国考”修订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教学大纲是实施教育思想和教学计划的基本

保证，也是教师实施课程教学的重要依据[11]。因此，

盐师体教专业要求任课教师在修订课程教学大纲时参

考教师资格证“国考”考点选择课程大纲教学内容，

依据“国考”所考查学生的能力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为学生顺利通过教师资格证“国考”提供教学指导和

依据。 

1)依据“国考”修订大纲教学内容，与“国考”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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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盐师体教专业学生教育见习情况 

学期 见习形式 见习地点 组织者 

第 2 学期 带领课堂准备活动 
观摩实习学校校园体育活动 

校内 
校外 

任课教师 
班主任、实习生 

第 3 学期 
带领课堂准备活动 
观摩院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公开课 
观摩实习学校校园体育课 
参与组织实习点学校体育活动 

校内 
校内 
校外 
校外 

任课教师 
教学法老师 
班主任、教学法老师 
班主任、实习学校教师 

第 4 学期 
带领课堂准备活动 
专修课教学片段见习 
观摩中小学校园体育课 
参与市体育教学名师工作室教研活动 

校内 
校内 
校外 
校外 

任课教师 
专修课教师 
班主任、实习生 
教学法老师、校外导师 

第 5 学期 

带领课堂准备活动 
专修课教学片段见习 
校内公体试上课 
校外中小学试上课 
参与市体育教学名师工作室教研活动 

校内 
校内 
校内 
校外 
校外 

任课教师 
专修课教师 
公体教师 
校外导师 
教学法老师、校外导师 

 

回应教师资格证“国考”的要求，盐师体教专业

所有课程教学大纲在修订教学内容时主要在两方面进

行了改革。一是所有课程均融入课程思政，重视学生

立德树人理念的树立，重视对学生师德情怀的培养。

从教师资格证“国考”对学生能力要求的角度来说，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帮助学生牢固树立

立德树人理念，有助于他们理解和认同中小学体育教

师工作的价值，坚定从教信念，从而培养了学生正确

的价值观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助于学生更深刻的

理解、掌握、运用所学各课程知识点，培养学生师德

教育情怀，提高学生教师资格证“国考”应对能力。

二是所有课程教学大纲参照“国考”要求，对教学内

容做“加减法”。任课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时突出“新、

实、用”，与教师资格证“国考”对话，与中小学体育

与健康课程改革相衔接[12]，提高学生对体育课程改革

前沿动态的了解和把握。 

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任课教师都了解教师资格证

“国考”要求，在修订大纲之前，由教学法老师把“国

考”所涉及的各课程要求整理成册，分发给任课教师，

为他们修订课程教学大纲提供重要指导和参考。 

2)建立“三不两直”平时巡查+期末教考分离课程

考核机制，提高“国考”应对能力。 

考核是了解学生学习状况、促进学生掌握所学知

识和技能的有效抓手。为提高学生运动技能展示能力

和“会讲”“会教”能力，以更好地应对教师资格证“国

考”，盐师体教专业对课程考核方式进行了改革，建立

了“三不两直”平时巡查+期末教考分离考核机制。 

体育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施行“不通知、不打招

呼、不定时、直奔课堂、直面学生”的“三不两直”

平时巡查机制，以每学期、每门课不少于两次的平时

随机巡查频次，了解学生学习状态，检查学生运动技

能掌握情况，并作为学生平时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同时还把巡查情况及时反馈给任课教师，以此督促任

课教师在平时加强学生教学能力的培养，督促学生在

平时注重教育教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不定期随机巡

查制度是对整个教学过程的监控和评价，提高了专业

教师的教学责任感，增加了学生自觉积极学习的紧迫

感，也锻炼了学生心理素质。有了平时的不定期随机

巡查，学生运动技能的学习和掌握是“功在平时”，学

期末的定期教考分离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教考分离的教学评价方式能使权力分解与权力制

衡的思想在教育管理中得到体现，在端正学风和教风、

体现教学质量的公平公正性等方面有着天然的积极作

用[13]。盐师体教专业与教师资格证“国考”相关的课

程均实行教考分离，但并不仅仅把教考分离把看作是

对课程的期末考核，而是从学生心理素质提升的角度

看待教考分离。教师资格证面试环节，乃至后续的教

师招聘面试，都需要学生展示运动技能。在那种情境

下，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尤为重要，而这种“不怯场”

的心理素质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成的，需要多次、多

种方式的历练。实施教考分离的目的之一是让学生通

过多门课程的“面试”，练就他们在面试官前自如展示

运动技能的良好心理素质。拥有了这种良好的心理素

质即增加了教师资格证“国考”面试的筹码。 

3.3  实行“一条龙”包干制、横向化、“国考化”课

程群教学 

教师资格证“国考”不仅仅考查的是学生基本知

识的掌握情况，更侧重考查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学生知识和能力是否获得，课程教学的实施是关键。

为便于学生更牢固地掌握基本知识并能学以致用，盐

师体教专业对课程群进行了教学改革，要求任课教师

转变过去“只教会学生做(知)”的理念为“不仅要教

会学生做(知)，更要教会学生教(用)”的理念，实行“一

条龙”包干制、横向化、“国考化”的课程群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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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课程群任课教师配备。 

考虑到教师教育类课程群对学生通过教师资格证

“国考”的重要性，学校层面和学院层面对此类课程

任课教师的遴选尤为慎重。通用教师教育类课程由教

务处在全校遴选教学责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的骨干

教师，并对其进行专门培训，然后统筹安排给各专业

师范生上课。对于《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中小学体育

教学设计与技能训练》《体育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与考

核》《中小学体育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等专业教师教

育类课程，任课教师配备的是校内、校外“两套”师

资队伍。校内师资是遴选有体育教育专业学习经历且

理论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对相关

知识点的讲解会更加符合学情。校外师资是聘请省市

体育教研员、中小学一线体育骨干教师，这样在教学

过程中对相关知识点的讲解更能结合中小学教学实

践。对于运动人体科学类课程群教师，则通过系统培

训、教学研讨、自学等形式，统筹相关知识板块及其

串联和实操运用，改革传统教学模式，以满足教学改

革的需求。 

2)班级实行教师“一条龙”包干制的课程群教学。 

影响大学生学习的因素有很多，但任课教师是影

响课程学习动力和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14]。因此，

盐师体教专业对班级教学实行的是教师“一条龙”包

干制的课程群教学。即同一个班级的通用教师教育类

课程、专业教师教育类课程、运动人体科学类课程等

分别由同一位教师讲授，术科类课程在普修阶段以将

要承担该年级专项教学的教师为主开展教学。实行这

一制度，任课教师能更系统地了解学情，能更好地根

据学情统筹安排这类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

教学，从而实现教学效果与学习效果的最优化。 

3)课程群实行知识横向化教学。 

因实行的是“一条龙”包干制教学，任课教师可

对课程群教学内容根据学情进行统筹安排，这样就可

打破传统以课程为中心的教学内容纵向讲授序列，采

用以知识运用为中心的教学内容横向讲授序列。如运

动人体科学类课程，不再按第 1 学期《运动解剖学》

讲授完了再第 2 学期讲授《运动生理学》，然后再在第

3 学期讲授《体育保健学》的顺序授课，而是打破课

程界限，在讲到某一系统时，结合运动实践先讲这一

系统的解剖结构，接着讲这一系统的生理学知识，再

讲这一系统的保健学技能，以某一系统为载体，把跨

课程的相关知识串联起来，从理论到实操运用，接连

讲授。这样可克服传统以课程为中心，学生学习新课

程时已学基础知识已遗忘的弊端，从而更有助于他们

对相关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同样，教师教育类课程也

可采用这种模式进行教学，从而提高学生体育与健康

课程的教学设计能力。 

4)其他课程开展“国考化”教学。 

关于其他专业类课程的教学，要求各课程任课教

师在平时教学过程中把教师资格证“国考”所考查的

知识和能力作为教学重点，突出学生体育教育教学能

力的培养，同时穿插对“国考”考点的分析和讲解，

并适时用“国考”题型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强化训练。

至于“国考”和中小学体育教学中没有涉及的教学内

容，兼顾学生未来职业发展和部分学生考研需求，在

考虑大学课程学科性特点的基础上向他们做拓展性的

讲解。其中安排在第 4、5 学期的课程《中小学体育课

程标准与教材分析》《中小学体育教学设计与技能训

练》直接对接教师资格证“国考”科目三《体育与健

康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发挥着对科目三进行“系统

复习”的作用，收集往年考试题型和题目并编制成册，

对学生进行“真题”模拟训练，提高学生体育知识储

备和体育教育教学能力。 

3.4  班级实行兼职班主任+专项课教师协同管理模式 

教师资格证“国考”下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培养的

所有改革都“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学习效果产出

为导向。学生的管理，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效果，而对

地方院校来说，这一点更显得尤为重要。地方院校学

生在学习基础、学习动力、学习能力以及学习毅力等方

面与 985、211 等重点高校学生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15]，

但“国考”分数线并没因此而有差异。那么，要想提

高学生教师资格证“国考”通过率，就需要在学生管

理上创新。教师需要更加多费心思，时常激发学生“国

考”动力，坚持培养学生复习毅力，不时鼓励学生复

习信心，经常指导学生复习方法，提高学生复习成效。

盐师体教专业赋予专业课教师班主任角色，增加了专

项课教师的责任，在学生教师资格证备考周期中采用

的是兼职班主任+专项课教师的协同管理模式。在这

一过程中，教师既是对学生全方位、全过程、精细化

的管理，更是以身示范，陶冶学生的师德情怀。 

1)兼职班主任精细化管理学生“国考”备考。 

盐城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学生班主任由专业课教师

兼任，工作重点是引导学生学业学习。因“同为体育

人”，所以相对来说更了解学生特点，学生正经历的各

项运动技能的学习，班主任也曾经历过，并且还有很

多学习策略和技巧可与学生分享，甚至对于学生出现

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也更能“理解”，能以“过来人”的

身份给予分析和指导。有了共同的语言和体验后跟学

生沟通时就更容易。在第 4 学期时教师资格证“国考”

就开始成为班主任班级管理工作的重点，通过主题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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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形式提醒学生关注“国考”信息，激发“国考”

动力；协助购买复习资料，指导制定复习计划；监督

复习计划的落实，培养复习毅力。第 5 学期开学即进

入教师资格证“国考”倒计时周期，也是班主任最为

辛苦的时期。班主任每天都要了解班级学生复习状态，

甚至是陪伴着学生一起复习，随时解答学生复习疑惑，

在这个日常化的陪伴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个别化指导，

实施个性化关怀，从而让班级形成浓厚的备考氛围。

临考前的鼓励也是这阶段的重要工作。笔试成绩公布

后既要指导通过学生的面试，还需做好未通过学生的

安慰和疏导，准备“再战”。事实证明，班主任在学生

备考过程中付出较多的班级，通过率也相对较高。 

2)专项课教师协助管理学生“国考”备考。 

盐师体教专业学生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更愿服从专

项课教师的管理，更看重自己的专项课成绩。学生具

备参加教师资格证“国考”资格的时间是第 5 学期末

段，也是专项课学习阶段，因此，专项课教师在这一

学期对学生的协助管理也尤为重要，同样要承担起对

学生教师资格证“国考”动员和督促的责任，借助每

周两次专项课协助班主任了解、督促学生备考。在管

理策略上盐师体教专业专项课教师采取“国考”成绩

与专项课成绩相关联的做法，这种做法在法理上虽有

“违规”嫌疑，但实践证明确能起到良好的督促效果，

采用此策略管理的篮球、田径、体操等专项课教师，

其专项班学生教师资格证“国考”一次性通过率明显

高于年级平均通过率。 

 

教师资格证是学生毕业后从事教师行业的必备证

书，也是衡量师范专业学生培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教师资格证“国考”对地方院校培养教师提出了新的

挑战和要求，盐城体教专业在学生培养方面迅速做出

了一系列的策略与方法，既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整

体的“显性优化”，注重培养方案的顶层设计，更在学

生培养具体路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显性+隐性措

施”，注重学生教育教学能力内涵式的发展，落实对学

生全过程、全方位、精细化管理。唯有遵循人才培养

规律，坚定优秀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培养目标，把“显

性改革”做全、做实，把“隐性措施”做细、做深，

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教师资格证“国考”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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