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函件 

 

关于举办“田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学技能大赛决赛的通知 

教指委发〔2021〕09号 

 

各相关培养院校： 

为进一步做好“田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

技能大赛组织工作，现就决赛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时间 

本届大赛决赛采取现场形式，暂定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至 7 日在

浙江师范大学校本部（金华）进行（如疫情防控等原因无法进行，再

另行通知时间）。 

11 月 5 日 16:00 前，各院校领队与选手入住宾馆、报到、领取材

料； 

11 月 5 日 14:00-21:00，进行熟悉场地； 

11 月 5 日 18:00-19:30，进行参赛学校领队会议； 

11 月 6 日 6:25-21:00，进行第 1-5 场次决赛； 

11 月 7 日 6:25-18:00，进行第 6-9 场次决赛。 

详细日程安排以报到发送的参赛手册为准。 

二、竞赛环节 

1.检录环节 

参赛选手根据自己的参赛场次，佩带参赛证并携带研究生证、身

份证入场参赛，以便核实参赛者身份。 

2.抽签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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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场次选手检录完成后，由选手在抽签处抽签生成各

自组内参赛顺序。 

3.备课环节 

各参赛选手在指定等待室候场，根据竞赛时间表依次进

入准备室（机房，无网络）登录竞赛系统抽取试题，在 90分

钟内完成 1课时的教学设计，同时依照完整的课堂教学环节

流程选取知识点进行 15分钟模拟讲课准备。制作的课件、教

学设计等备课材料通过竞赛系统上传。 

职业技术教育赛项不备课，直接使用初赛作品展示。现

代教育技术赛项备课时可使用该赛项执委会统一提供的资

源库。 

4.模拟讲课和现场答辩环节 

各参赛选手根据竞赛时间表依次进入竞赛室完成模拟

讲课和现场答辩两项内容，共 25分钟时间。选手依照完整的

课堂教学环节流程，针对其中某一知识点进行模拟讲课，讲

课用时不超过 15分钟。模拟讲课完成后，选手先介绍教学设

计 5 分钟，然后回答评委提出的 1-2 个与所讲内容密切相关

的问题 5 分钟。现场答辩总用时不超过 10分钟。 

其中职业技术教育赛项为说课和现场答辩。说课用时 8 

至 10 分钟；现场答辩内容为回答评委提问，用时不超过 15

分钟。 

5.退场环节 

因疫情防控需要，比赛采取闭环式管理。选手比赛结束

后，需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到指定候场地点统一乘坐班车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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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返回各酒店。 

三、评分标准 

评分采用评委背靠背打分的方式，评价标准详见大赛第

二轮通知公布的相关决赛参考评价量表。 

四、注意事项 

1.学科教学（历史）要求参赛选手自行携带人民教育出

版社出版的部编版义务教育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科学与

技术教育决赛的学段从小学到高中均可，参考使用的教材以

通过教育部审定的版本为准。心理健康教育决赛的内容均取

自教材中高中学段。学前教育的决赛内容为综合主题活动。

其它学科决赛的内容均为高中学段。 

2.报到当天参赛学校领队会议上，通过电脑随机抽取确

定比赛场次，抽签结果即时公布于竞赛管理系统，参赛院校

管理员和选手自行查看。 

3.参赛选手根据自己的参赛场次，佩带参赛证并携带学

生证、身份证入场参赛，参赛人员不得携带手机、移动存储

设备等入场，不得将书籍等资料（教科书除外）带入准备室

和竞赛室（可带入等待室），违规带入将取消比赛资格。 

4.比赛期间，选手不得通过语言、服饰等任何途径暴露

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参赛学校、指导教师等）。各竞赛环节

任何文档、模拟讲课、现场答辩的表述以及板书，只能标明

参赛选手的组别和序号，不能出现选手姓名和学校信息。违

反上述规定，取消比赛成绩。 

5.比赛期间，模拟讲课环节不安排场内配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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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到要求 

1.为保障本次大赛顺利有序进行，组委会事先联系建议

酒店名单（附件 1）供参赛院校师生入住（费用自理），参赛

高校于 10 月 20 日前自行预订住宿（逾期酒店不再保留预留

房源）。 

2.报到期间，凭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直接前往

各预订住宿酒店报到处报到。组委会对所有参赛选手及领队

老师的健康码和行程码进行查验。 

3.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各参赛学校仅限选派一名领队，

谢绝其他人员现场观摩。 

4.各校参赛选手及领队老师须做好赛前 14 天每日健康

状况监测，并提交健康打卡记录和疫情防控承诺书（附件 2）。 

5.参赛期间，参赛选手及领队须乘坐组委会统一安排交

通工具由入住酒店进入校园，不得自由进出。 

6.属地防控需要管控地区人员或有发热症状人员不得参

加此次现场决赛。 

 

附件： 

1.参赛院校师生入住酒店信息一览表 

2.健康打卡记录和疫情防控承诺书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附件 1. 

参赛院校师生入住酒店信息一览表 

备注： 

应酒店要求，所有房间最晚预留至 10 月 20日 24:00，逾

期将不再保留预留房源，请各院校在此之前完成房间预订。预

订联系时，请告知酒店是参加教育硕士大赛的师生，如需报酒

店预订人，请报浙师大吴波老师。 

序

号 
酒店 酒店地址 

酒店经理电

话 

预订电话 

（区号

0579） 

标间 单间 是

否     

含

早 

价

格 

预

留

量 

价格 

预

留

量 

1 
伟达雷

迪森广

场酒店 

金华市婺城区宾

虹西路 2888 号 
姚经理

15257977975 
姚经理

15257977975 
340 153 340 97 含 

2 国际交

流中心 

金华市婺城区迎

宾大道 688 号 

曹经理 

13616891386 

曹经理 

13616891386 
268 62 308-340 53 含 

3 世贸大

饭店 
金华市婺城区八

一北街 737 号 
谢经理

13735667810 
82588882 340 78 340 

7

7 
含 

4 
望江饭

店 

金华市婺城区中

山路 112 号 

郭经理

13957967319 
82336683 180 100 180  15 含 



附件 2： 

疫情防控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 

1．本人在从本日起之前 21 天之内，未曾去过境外和疫

情重点地区（中高风险地区）。 

2．本人在从本日起之前 14 天之内，没有与来自境外或

疫情重点地区（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 

3．近 14 天内，本人周围没有聚集性疫情发生。 

4．本人没有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无症状

感染者密切接触。 

5．本人所提供的每日自我健康检测结果真实可靠，在 

从本日起之前 14 天之内，未出现发热（≧37.3℃）、乏力、

干咳、鼻塞、流涕或腹泻等不适。 

本人对以上提供的健康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应信息不

实，引起传播或扩散，由本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人： 

                         承诺日期：2021 年  月  日 



 

14 天内健康打卡纪录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所在单位  

日期 

是否有干咳、乏

力、喷嚏、鼻涕、

咳痰、咽痛、呼

吸不畅、腹泻、

结膜炎等症状 

是否去过中

高风险地区 
体温 健康码信息 

10月 22日 是□   否□ 是□   否□  红码□  绿码□  黄码□ 

10月 23日 是□   否□ 是□   否□  红码□  绿码□  黄码□ 

10月 24日 是□   否□ 是□   否□  红码□  绿码□  黄码□ 

10月 25日 是□   否□ 是□   否□  红码□  绿码□  黄码□ 

10月 26日 是□   否□ 是□   否  红码□  绿码□  黄码□ 

10月 27日 是□   否□ 是□   否□  红码□  绿码□  黄码□ 

10月 28日 是□   否□ 是□   否□  红码□  绿码□  黄码□ 

10月 29日 是□   否□ 是□   否□  红码□  绿码□  黄码□ 

10月 30日 是□   否□ 是□   否□  红码□  绿码□  黄码□ 

10月 31日 是□   否□ 是□   否□  红码□  绿码□  黄码□ 

11月 1日 是□   否□ 是   否□  红码□  绿码□  黄码□ 

11月 2日 是□   否□ 是□   否□  红码□  绿码□  黄码□ 

11月 3日 是□   否□ 是□   否□  红码□  绿码□  黄码□ 

11月 4日 是□   否□ 是□   否□  红码□  绿码□  黄码□ 

11月 5日 是□   否□ 是□   否□  红码□  绿码□  黄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