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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何为创新

1.创新概念（从不同角度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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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指以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环境中，改造和创造新事物（包括
但不限于各种方法、元素、路径和环境等等），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
。

从社会学：指人们为了发展的需要，运用已知信息，不断突破常规，发现或产
生某种新颖、独特的社会价值或个人价值的新事物、新思想的活动。（例：互
联网、一带一路思想、项目式教学、工作过程系统化、MOOC）

起源   美籍经济学家熊比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提到：创新是指
把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5种情况：（1）
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
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例：企业以产品事业部
作为组织形式）。

创新包含内容：包括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和创新工具的总称。
具体体现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工艺创新、方法创新、物质创新、市场创
新、管理创新等。 



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　　洪亮　　hongliang@mail.tsinghua.edu.cn 3

2.  创新级别 ：
u简单创新：在对原有教学内容和形式进行少量变更，不影响教学的整体架构
。该类创新不需要任何领域的专门技术和知识，教学领域的专家依靠个人的专
业知识都能做到这类创新。例如：通过安排学生写学习日志督促学生认真学习
、并可以了解教学过程中的情况；采用微课提升教学效果。
u小型创新：教学的部分内容和形式发生了质变，通过与同类活动的类比可找
到解决方案，经常采用组合、合并的方法。如：在破冰活动中加入多个拓展训
练项目，可以锻炼团队的配合与默契 ，尤其是集体的荣誉感。
u中型创新：教学过程某个方面可能出现全面变化，而其它方面只发生部分变
化。这种变化需要领域外的知识，但不需要其它学科知识。例如：采取开展项
目式教学，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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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创新：指创造新培训形式，需要对培训的组织形式全面加以改善的
情景，一般要引用新的科学知识而非科技信息，该类创新需要得到其它
学科领域知识的启发才找到解决方案。例：慕课、以工作过程导向的教
学理论。

课程开发过程：

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理论

岗位
分析

学习
领域

典型工作
能力分析

典型
工作

学习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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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风暴：由美国人奥斯本于1938年提出

综摄法：由美国人戈登于1944年提出

TRIZ理论：由前苏联人阿奇舒勒于 1956年提出。

TRIZ理论的创始人 阿奇
舒勒

3.创新思维与创新方法

从20万个发明专利，整理出4万个创新发明专利。发现
40个发明原理。与此同时发现技术系统要往更理想方向
发展，需要通过：克服内部矛盾、客观法则驱动技术系
统的演变、工程系统进化趋势促进技术系统进一步发展
等。

找到矛盾就找到进步的机会，也就是创新的机会。

在真实的世界里，只有少部分时候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　　洪亮　　hongliang@mail.tsinghua.edu.cn 6

德国国防军之父赛克特培养人才案例：年轻
军官模拟上位；摩托车作为坦克）

大连福录电子厂引进松下录像机案例；

4.  新旧技术与现有技术的S-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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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创新方法案例

例1手机提高用户数量：最早电台明码呼叫；1953年摩托罗拉马丁.库帕
发明世界上第一部商业化的移动手机，采用不同频率与不同用户通讯；第
二代GSM采用数字调制技术,在每个时隙下接收载频（采取时分多址），
采用3频方式。CDMA采用码分多址，比GSM增加4至5倍。运用了解决物
理矛盾的分离原则（时间、空间和系统分离原则）。

例2 国家对外贸易实行一带一路政策。运用解决物理矛盾的分离原则。

例3 重大工作采取设立领导小组、工作小组、项目办公室和落实部门等来
推进。（运用系统完备化原则、进化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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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创新思维

o 思维

o 思维定式

o 常见创新思维方法

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　　洪亮　　hongliang@mail.tsinghua.edu.cn 9



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  　洪亮   　hongliang@mail.tsinghua.edu.cn 10

2.1 思维
     思维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复杂精神活动。具有主动性和主观性，
是基于客观世界的主观经验对事物进行认识的过程。

例：穿衣顺序；
       选课思维；
       选购时装；
       组织活动；
       回答问题；

      思维过程包含：分析和综合、比较和概括、抽象和具体、迁移
、判断和推理、想象。     

       2.2 思维定式
        随着人脑对环境等外界事物的认识与掌握，就会在头脑中形成一
些对已有事物的某种固有认识。
        例：结交朋友；
               消费观（储蓄与借贷）、（阿布扎耶夫恐怖组织小头目）；
        思维定式对创新有害。



2.3 常见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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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试错法

        尝试一种方法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就会就进行第二种方法
尝试，然后是第三种、直到第N种方法终于得出解决方案。
        具有随机性。效率低。
        
        实践：
        用5条直折线连接9点；
        用4条直折线连接9点；

        对1、2级简单发明有效，可能的解决绝方案不超过100个。对于
3级以上的发明，可能的解决方案可能有上千种，其中许多都是无效
的方案。

         （我单位一教师悄悄用夫人管理的银行卡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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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屠呦呦在在1971年10月4日，在第191次实验(先后筛选方药200余种
)中成功提取青蒿素，获得了青蒿抗疟发掘的成功。

案例2：爱迪生发明灯泡，实验1600种不同耐热材料，发现白金丝性能良好
，价格昂贵。转向碳丝，实验了6000种植物碳化的灯丝，发现了竹碳丝。

案例3：培训教师遴选原则

1.  无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2.  从事相关专题的研究（无研究，不培训）。 

3.  具有授课经历和很好的教学效果

4.  具有很好的师德、师风。

5. 在行业内有很好的口碑。

6. 遵守学校和中心有关培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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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头脑风暴法（Brain Storming）
       由一些善于表达新思想的人员组成小组，最大限度地提出可能的解决
方案。
       由美国人奥斯本1938年提出。源自精神病学。
       尽可能提出多的解决方案。
       鼓励产生意想不到、幻想式的或滑稽的想法（学生银行、诚信无人值
守商店、关老助残小组） 。在提方案时禁止对发表的意见进行批评。
       案例：对校长班学员培训哪些方面内容和采取什么形式？
       内容还包括：学习领会国家文件精神;理论联系实际谈工作问题;运用
口头笔头表达意见观点。
       奇思妙想：采取记者招待会的形式让教育部领导集体接受校长们征询
和意见。
       当所有的方案出来了，对这些方案进行综合分析，选出可能的解决方
案。
       主持人：在讨论前要宣布规则，不允许对成员所提的方案品头论足。
      
       “635头脑风暴法”又德国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

       



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　　洪亮　　hongliang@mail.tsinghua.edu.cn 14



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　　洪亮　　hongliang@mail.tsinghua.edu.cn 15

2.3.3综摄法（Synectics Method）
       
       以不寻常的观点看待研究的对象，将熟悉的事物当做不熟悉的事物看待。
       由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威兼∙戈登1944年提出。
       
一、综摄法的具体操作步骤：
1、准备阶段
1）确定会议室和会议时间；
2）确定参加人员约十名，参加者可以为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但须是内行；
3）指导人员应具备使用本方法的一切常识及细节问题，如两大思考原则、四
种模拟技巧、实施要点等。 　
2、实施阶段
4）主持人向与会者介绍本方法的大意及实施概要以及四种模拟技巧、两大思
考方式等；
5）主持人先不公开议题，而介绍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更广泛的资料，引导与会
者进行讨论，启发他们的灵感；
6）当讨论涉及到解决问题时，主持人再明确提出来，并要求参加者按两条原
则和四种模拟法积极构思解决问题的方案；
7）整理综合各种方案，寻找出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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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考方式
1．异质同化
异质同化简单说来是指把看不习惯的事物当成早已习惯的熟悉事物。在发明没有成功前或问题没
有解决前，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异质同化就是要求我们在碰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事物或问
题时，要用所具有的全部经验、知识来分析、比较，并根据这些结果，作出很容易处理或很老练
的态势，然后再去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南非卡拉哈里土著人找水源；人造血）
2． 同质异化
所谓同质异化就是指对某些早已熟悉的事物，根据人们的需要，从新的角度或运用新知识进行观
察和研究，以摆脱陈旧固定的看法的桎梏，产生出新的创造构想，即可熟悉的事物化成陌生的事
物看待。（带橡皮的铅笔；保温杯；钻地火箭；开展游戏通过随机出现人脸，实现点名的功能）

三、模拟技巧
1．人格性的模拟
这是一种感情移入式的思考方法。先假设自己变成该事物以后，再考虑自己会有什么感觉，又
如何去行动，然后再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挖掘机；人形机器人）
2．直接性的模拟
它是指以作为模拟的事物为范本，直接把研究对象范本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提出处理问题的方
案。（轮船头部形状改进，潜泳脚蹼，借用中小学晨读形式提升培训班学习气氛）
3．幻想性的模拟
它是指充分利用人类的想象能力，通过童话、小说、幻想、谚语等来寻找灵感，以获取解决问
题的方案。（凡尔纳的小说；特斯拉提出互联网、电视、激光等）
4．象征性的模拟
是指把问题想像成物质性的，即非人格化的，然后借此激励脑力，开发创造潜力，以获取解决
问题的方法。（真龙烟广告，裘皮时装与杀戮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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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同化美术创意中运用



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　　洪亮　　hongliang@mail.tsinghua.edu.cn 18

同质异化在艺术创意中的运用



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　　洪亮　　hongliang@mail.tsinghua.edu.cn 19

Ø汽车有时改变一下车身的颜色，就会增加汽车的美感，从而增加销售量。

Ø通过作出集体承诺来强化学生的学习态度（守纪律；克服困难；运用从众心理）。

Ø根据飞机航行灯（闪烁），在高层建筑上安装了航空警示灯（闪烁红灯）。

Ø雨伞从普通伞派生出：两折折叠伞、三折伞、情侣伞等，满足消费者需求。

Ø校长采取记者招待会的方式集中解答学生代表的问题，体现校长对学生关心。

Ø为提高游泳成绩，运动员穿上类似鲨鱼皮的游泳衣（直接）。不允许使用，强调了

奥运精神（异质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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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六顶思考帽法（Six Thinking Hats ）
       六顶思考帽是英国学者爱德华·德·博诺（Edward de Bono）博士开发的一种思维训练
模式，或者说是一个全面思考问题的模型。强调的是“能够成为什么”，而非 “本身是什
么”，是寻求一条向前发展的路，而不是争论谁对谁错。
       所谓六顶思考帽，是指使用六种不同颜色的帽子代表六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任何人都
有能力使用以下六种基本思维模式：

白色是中立而客观的。戴上白色思考帽，人们思考的是关注客观的事实和数据。

绿色代表茵茵芳草，象征勃勃生机。绿色思考帽寓意创造力和想象力。它具有创造性思考
、头脑风暴、求异思维等功能。
 
黄色代表价值与肯定。戴上黄色思考帽，人们从正面考虑问题，表达乐观的、满怀希望的
、建设性的观点。
 
戴黑色帽要有否定、怀疑、质疑的看法，合乎逻辑的进行批判，尽情发表负面的意见，找
出逻辑上的错误。
 
红色是情感的色彩。戴上红色思考帽，人们可以表现自己的情绪，人们还可以表达直觉、
感受、预感等方面的看法。

蓝色思考帽负责控制和调节思维过程。它负责控制各种思考帽的使用顺序，它规划和管理
整个思考过程，并负责做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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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及原则：

单独使用 组合使用

不同颜色帽子发言作用 主持人戴蓝色帽

该思维属于水平思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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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演练：

     用六顶思考帽法，以小组形式提出“避免仙桃市委书记被撤职的具体措施” 
。
背景：仙桃市已经决定建设垃圾焚烧厂，请学员思考作为市委领导班子要如何
避免因群众反对而形成的群体事件（链接）。

时间：25分钟

形式：小组讨论

主持人：小组推荐其中的一名同学作为主持人（蓝色帽）；

讨论方法：主持人根据议题让组员戴不同颜色的帽子，发表意见。主持人把大
家的意见记录下来。

注意：当组员戴某种颜色的帽子，只能按照该颜色的帽子要求提出见解，不能
提出其它颜色帽子规定的见解。（如：使用黄色帽子时，不能提否定、质疑和
可能风险等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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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形态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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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小知识：德军巡航导弹的技术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情报部门探听到法西斯德国正在研究一种巡航导弹，
但费尽心机也难以获得有关技术情报，瑞典火箭专家茨维基博士却在自己的研究室里

轻而易举的搜索出德国正在研制并严加保密的正是带脉冲发动机的巡航导弹。

    茨维基在对当时可能的技术水平上，分析了火箭的主要组成要素和各种可能的技术

形态，见下表：

组成要素 状态

使发动机工作的媒介物 真空 大气 水中 地底下

推进燃料的工作方式 静止 移动 推动 旋转

推进燃料的物理状态 气体 液体 固体

推进的动力装置的类型 没有 内藏 外表

点火类型 自己点火 外部点火

做功的连续性 持续的 断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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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教师工作情况

考核项目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教学评价（A） A1 A2 A3 A4

学生考核成绩（B） B1 B2 B3 B4

发表论著（C） C1 C2 C3

获奖（D） D1 D2 D3

科研经费（E） E1 E2 E3

教师甲：A1B2C3D2E2
教师乙：A2B1C3D2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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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态分析法原理：

        把研究对象或问题，分为一些基本组成部分，然后对某一个基本组成部
分单独进行处理，分别提供各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方案，最后形成解决整个
问题的总方案。

        形态分析法具体步骤

        瑞典的茨维基把形态分析法分为五个步骤：(1)明确地提出问题，并加以
解释。(2)把问题分解成若干个基本组成部分，每个部分都有明确的定义。并
且有其特性。(3)建立一个包含所有基本组成部分的多维矩阵(形态模型)，在
这个矩阵中应包含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4)检查这个矩阵中所有的总方案是
否可行，并加以分析和评价。(5)对各个可行的总方案进行比较，从中选出一
个最佳的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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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学生对一线教师课程的评价。

通过8个维度的不同分数形
态来衡量教师授课效果（橙
色多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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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奥斯本检核表法

       奥斯本的检核表法是针对某种特定要求制定的检核表，主要用于新产品的研制开
发。奥斯本检核表法是指以该技法的发明者奥斯本命名、引导主体在创造过程中对照
9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思考，以便启迪思路、开拓思维想像的空间、促进人们产生新设
想、新方案的方法，主要面对9个大问题：
        1.有无其他用途
        现有的东西（如发明、材料、方法等）有无其他用途？保持原状不变能否扩大用
途？稍加改变，有无别的用途？
        2.能否借用
        能否从别处得到启发？能否借用别处的经验或发明？外界有无相似的想法，能否
借鉴？过去有无类似的东西，有什么东西可供模仿？谁的东西可供模仿？现有的发明
能否引入其他的创造性设想之中？
（电灯在开始时只用来照明，后来，改进了光线的波长，发明了紫外线灯、红外线加
热灯、灭菌灯等等。 ）
        3.能否改变
       现有的东西是否可以作某些改变？改变一下会怎么样？可否改变一下形状、颜色
、音响、味道？是否可改变一下意义、型号、模具、运动形式？……改变之后，效果
又将如何？（如汽车，有时改变一下车身的颜色，就会增加汽车的美感，从而增加销
售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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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能否扩大
        放大、扩大。现有的东西能否扩大使用范围？能不能增加一些东西？能否添加部件，
拉长时间，增加长度，提高强度，延长使用寿命，提高价值，加快转速？……（ “能使之
加固吗？”——织袜厂通过加固袜头和袜跟，使袜的销售量大增），（我单位一名教师对
喝酒的体验） 。
        5.能否缩小
        缩小、省略。缩小一些怎么样？现在的东西能否缩小体积，减轻重量，降低高度，压
缩、变薄？……能否省略，能否进—步细分？……
        6.能否代用
        能否代用。可否由别的东西代替，由别人代替？用别的材料、零件代替，用别的方法
、工艺代替，用别的能源代替？可否选取其他地点？
        7.能否重新调整
        从调换的角度思考问题。能否更换一下先后顺序？可否调换元件、部件？是否可用其
他型号，可否改成另一种安排方式？原因与结果能否对换位置？能否变换一下日程？……
更换一下，会怎么样？
        8.能否颠倒
        从相反方向思考问题，通过对比也能成为萌发想象的宝贵源泉，可以启发人的思路。
倒过来会怎么样？上下是否可以倒过来？左右、前后是否可以对换位置？里外可否倒换？
正反是否可以倒换？可否用否定代替肯定？……
        9.能否组合
        从综合的角度分析问题。组合起来怎么样？能否装配成一个系统？能否把目的进行组
合？能否将各种想法进行综合？能否把各种部件进行组合？（把几件材料组合在一起制成
复合材料，把几个企业组合在一起构成横向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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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STC算子（尺寸-时间-成本）

      人们对某个对象一般会想象成定型对象，尤其是时间、空间和成本都
固化，因此影响到人们的创新想法。

分析过程
（1）明确研究对象的现有尺寸、时间和价值；
（2）想象对象尺寸无穷大，再想想尺寸无穷小
，分别会遇到什么问题和益处，如何建立这样
的系统。
（3）分别再对时间和价值按照（2）的要求进
行分析。

采摘苹果问题：现有一颗苹果树，平均
高度2米，采摘苹果要1天，成本100美
元。需要爬梯子，方便性不够，劳动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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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Cost

Size

注：该方法主要用于开阔思路

用机器人采摘

摇晃树

压缩
空气
吹落

等到自然下落

思考：企业一位经理动手打伤了一名员工，该员工向企业投诉没得到及时解决，
职工中出现不满情绪。（站在企业角度进行STC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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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金鱼法

    将异想天开的想法分成两部分：现实部分和非现实部分，非现实部分与已有资源结
合可否转变为现实部分。接着再把非现实部分分成现实部分和非现实部分，再将非现实
部分与已有资源结合可否转变为现实部分。直到非现实部分微不足道为止。

案例：
飞毯
第一步 把幻想分成现实部分和非现实部分
现实部份：毯子
幻想部分：毯子飞起来
第二步 幻想为什么不现实
毯子比空气重，而且它没克服地球重力。
第三步  在什么情况下，幻想部分可变为现实
（1）施加到毯子向上的力超过毯子的重力。
（2）毯子的重量小于空气的重量。
第四步   列出可利用资源
（1）超系统：空气；风；地球引力；阳光；地球重力。
（2）系统：毯子的形状；毯子的重量。
（3）子系统：毯子中交织的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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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 利用已有的资源，基于第三步考虑可能的方案
（1）毯子的纤维与太阳释放的微中子流相互作用可使毯子飞起来。
（2）毯子比空气轻。
（3）毯子在不受地球重力的空间。
（4）毯子安装了反作用力发动机。
（5）毯子由于下面的压力增加而悬浮在空气中。
（6）磁悬浮。
（7）……
第六部构想中不现实的方案，再次回到第一步
如：毯子比空气轻。

思考题：
1. 如何把空气卖出去？

 2. 将邯郸的楼盘卖到北京的价格？

 3. 使自己成为伟大的人物？           



2.4  设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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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移情（同理心）

2.4.2定义问题

2.4.3创想

2.4.4原型实现

2.4.5测试

Herbert A Simon于1969年出版的书的《人工制造的科学》；
Robert McKim 1973年出版的书《视觉思维的体验》。
Rolf Faste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时，扩大了Mckim的工作成果，把“设计思维
”作为创意活动的一种方式，进行了定义和推广；
David M Kelley得以被IDEO的商业活动所采用；
Peter Rowe 1987年出版的书《设计思维》；
1992年， Richard Buchanan发表了文章，标题为“设计思维中的难题”，表达了更为宽广的设计思
维理念。

演练：同学们在学校日常生活有哪些不便？ 如何在学校方便就餐？



2.5 因果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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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因为轴承的润滑不够

五个为什么的方法  由丰田公司前副社长大野耐一创立。  

 案例1 有一次他发现机器总是停，大野耐一问工人：

        问：为什么机器会停？

          答：因为超过了负荷，保险丝断了。

          问：为什么机器会超负荷运转呢？

          问：为什么轴承的润滑不够呢?
          答：因为润滑油泵吸不上油。
         问：为什么这个油泵抽呢？

        答：因为油泵轴承磨损了。

2.5.1 因果分析

单个原因分析；

多个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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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为什么油泵轴承磨损了？

        答：因为没有安装过滤器，混进了铁削和杂质，让它的轴承损害过度。

        经过这五次连续不断地问工人为什么，才找到了问题的真正原因和解决方
法。最后在油泵轴上安装了过滤器后，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案例2  杰佛逊纪念堂：酸性液体擦洗、墙体脏、鸟多、蜘蛛、虫子



2.5.2.因果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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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发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2）发现问题产生和发生链中的“薄弱点”。

为解决问题寻找合适的入手点。

因果轴



因果轴分析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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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原因轴分析
Ø 结果轴分析
Ø 因果轴的规范化图示
Ø 选择解题的入手点
为解决问题寻找合适的入手点。

1.原因轴分析：
目的：了解事件的根本原因，确定解决问题的最佳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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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写字楼着火为例
请给出因果链。



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　　洪亮　　hongliang@mail.tsinghua.edu.cn 39

检修费用太贵

物业维修费不足

传感器已过使用寿命

火灾原因链



2.6 资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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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指个人和国家拥有或可以使用的财富、货源、原材料等。（牛津

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指一切能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源和信息的总称。

        从使用角度看，资源有可以分为：直接资源、间接的资源和派生

资源；静态资源和动态资源。

        静态资源与动态资源案例（全歼74师）

         信息的资源案例（马陵道之战）



第三部分  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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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爷的故事：土地爷外出，让儿子值守。来了渔夫、果农、菜农和商人。

果农：祈祷别刮风，避免果实损失；
渔夫：祈祷刮风，尽快出船；
商人：祈祷不下雨，好运货；
菜农：祈祷下雨，播种种菜；

刮风莫到果树园；
刮风河边好行船；
白天天晴好走路；
夜晚下雨好润田。

如何解决自相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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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离案例：海军衫、路口立交桥、穿针器、食堂制作间、高速路行车道
、继续教育规模扩大。

时间分离案例：十字路口红绿灯、鱼竿、高价卖菜、培训按功能或作用分成不
同阶段。

系统分离案例：加油机、停车场电动车车位充电、总部经济、培训的企业实
践部分。

条件分离案例：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教师培训根据当地条件设置培训项目（
中草药种植、手工印染）。

思考：
1.生产企业销售产品采取渠道销售（解决销售人员不足问题）、电商销售（
降低销售场地成本）等模式。
2.苹果公司没有大规模制造企业，实现很高的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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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南部某山区种植柑橘，每到结果时受到山上猴群的袭扰和采食。果农
想了很多办法：住在果园看守，轰赶猴群；或制造噪音，效果都不佳。如何解
决这个问题？

当某事物对另一事物有害。
解决办法：加入其它事物或作用。

猎犬、电围栏。

如何趋利避害

案例：使土鸡之间和平共处。

四川通江县广纳镇金堂村赵
前程养殖土鸡。

案例：利用学员维护小组荣誉、组员宣誓和小组自治等形式对不遵守纪律的学
员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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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施加有效的作用与影响

案例：国家的扶贫工作

当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作用不足。

采取换、加、减法。

学生会的作用。
圆珠笔的笔芯长度确定。
如何提高教学效果。（增加教学时间、改变教学方法、降低课程难度）
如何避免食堂就餐浪费（整份与半份、改善饭菜味道、改变饮食种类等）。
培训前期通过小组间的比赛游戏加速培养小组成员的团队精神。
通过奏国歌提升培训班上的正能量（习近平七常委在一大会址宣誓）。



通过学习体验提高培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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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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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日，湖北省纪委一纸问责通报，再次警醒领导
干部坚守责任担当：
　　因在处置仙桃市重大群体性事件中领导不力、工作
失职，造成恶劣影响，湖北省委决定，免去仙桃市委书
记冯云乔（副厅级）职务，终止其提拔任用程序，另行
安排工作。同时，对仙桃市长周文霞和市委秘书长郑章
均作诫勉谈话处理。

      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项目从立项到施工偷偷摸摸进行，从没有不进行大范围的
公示和说明。该项目毗邻居民区和学校、食品加工企业，离人口密集的市区有数
里之遥。6月25日民众关切自身健康安全，纷纷走上街头，未经批准的游行，政府
则强力回应，武警涌上街头，随后一段段警民冲突的微视频刷爆朋友圈，引爆自
媒体，仙桃深陷舆论漩涡。

      冯云乔本拟提拔为正厅级领导职务，公示期在6月24日到期。“他麻痹大意
，没有真正履职尽责。”执纪人员表示。直到事发15个小时后，事态恶化，冯云
乔才从武汉家里赶回仙桃现场处置。而他在事件处置过程中，还存在未检查督办
应急处置措施落实情况、不按规定报送紧急信息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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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湖北仙桃市部分群众抵制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点工程，事件引发广泛关
注。（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