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 东 省 东 南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院
东南讲堂-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小学英语
基于语篇主题意义探究下的教学活动设计观摩研训会（广州站）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市、县教育局、教研室、中小学：
为了充分发挥粤港澳地区在英语教育方面的独特优势，促进港澳与内地英语教育的优势互补与协同创
新发展，推动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均衡化，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和明师国际教育研究院特邀英语教育
专家、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安徽等地区一线名师，兹定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22 日在广东广州举
办“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小学英语基于语篇主题意义探究下的教学活动设计观摩研训会”。
此次会议聚焦主题意义探究下教学活动设计。基于科学设计与有效实施探究主题意义和内涵的教学活
动设计深入研讨，帮助学生在承载主题意义的语篇中开展对主题的深度学习，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创造性地表达观点和态度的能力。
现将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主办单位】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
【学术支持】广东省教师继续教育学会

明师国际教育研究院

方直科技（方直金太阳）

中国英语教师协会

【参会对象】一线小学英语教师，各省（直辖市）、地市、区县小学英语教研员，分管教学副校长，
培训机构主管及英语教师
【参会时间】2019 年 3 月 21-22 日（3 月 20 日 9:00-18:00 报到）
【参会地点】北大附中为明广州实验学校（光大校区：广州市海珠区沙渡路 131 号）
【会议内容】
模块一：专家讲座——主题意义下的语篇教学及多模态语篇教学；
模块二：示范课例——多种教材版本、不同的语篇类型、港澳新颖的教学方式；
模块三：评课辩课——展示课例分析，课堂活动设计指导，指引深度看课。
【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3 月 20 日

09:00-18:00

3 月 21 日

会议安排

主讲人

参会教师报到

08:30-10:40

【主旨报告】基于整本书阅读的主题
意义探究

鲁子问
教育部《英语课程标准》
专家组成员

10:50-11:30

文本语篇主题意义探究课例

澳门圣保禄学校

11:30-12:00

【圆桌论坛】析课辩课

吴青梅/授课教师

3 月 22 日

14:00-14:40

语篇主题教学（素养阅读）

查桂芳
马鞍山市山南小学

14:40-15:10

【圆桌论坛】析课辩课

吴青梅/查桂芳

15:20-16:00

对话式语篇主题教学（广教版教材）

黄颂平
广州市东山培正小学

16:00-16:30

【圆桌论坛】析课辩课

温爱英/黄颂平

16:40-17:20

语篇主题教学

北大附中为明广州实验学校

17:20-18:00

【圆桌论坛】析课辩课

温爱英

08:30-10:00

【专题讲座】从纯文本到多模态语
篇——信息时代的阅读素养培养

刘晓斌
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
英语系主任

10:10-10:50

多模态语篇教学课例 1

香港圣保禄学校
（小学部）

11:00-11:40

绘本教学 The smartest giant

李蕾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外国语小学

11:40-12:20

【圆桌论坛】析课辩课

刘晓斌/戈向红/李蕾
授课教师

13:30-15:00

名师工作室联盟成员线下沙龙

注：具体内容安排以实际为准。
【会议特色】
1.国内权威专家云集、港澳名师齐聚。既有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听说教学策略解读，又有区域风格
各异的名师智慧碰撞；
2.优质课例展示。来粤港澳自一线优秀教师团队，精心打磨出的优质课例，为参会教师提供可学习、
可模仿、可借鉴的范本；
3.析课辩课。小切口全方位深度解剖现场课例，指导课堂教学全过程；
4.好课征集和展示。参会教师可免费参与英语好课征集活动，请专家进行评审，课例一旦征用，主办
单位颁发优质课例证书，有机会入选东南教科院和明师优秀教师团。（详情参考附件 1）。
【拟邀专家】（排名不分前后）

鲁子问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成员、国家教师教育资源专家、
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国民族师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先后担任湖北省秭归县陕西营中学教师、华中师
范大学教授、加拿大卡尔顿大学访问教授、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授，并任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大学兼职教
授、伦敦三一学院中国首席学术代表等；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与省部级项目和委托项目 30 多项，出版学
术著作 10 多部、教材 10 多套，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200 余篇，国内讲座 3000 多场次，在中小学课堂进行
展示教学 2000 多节，在国际会议发言、国外大学和机构讲座 30 多场次
刘晓斌 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主任，华南师范大学外语教育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研究
生导师，副教授，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持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及全
国首届百门“最美慕课”《英语教学与互联网》，2017 年获华南师范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两项。主
要研究兴趣包括：英语教师教育、外语教育技术、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CALL）、应用语言学、技术支持
的教师专业发展等
温爱英 江西省教育厅教研室英语教研员，特级教师，英语学科带头人。国家新课程远程研修专家组
成员，教育部中考评价英语学科组专家成员，人民教育出版社特聘教材培训专家，江西师范大学兼职硕士
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理事。长期从
事基础教育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先后主持完成 4 个国家级重点课题、2 个省级课题；在全国中文核心期
刊发表论文 30 多篇，主编著作 4 部，参与 2 部著作的编写；教学成果“中考英语测试与教学相互促进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吴青梅 福建省普通教育教学研究室教研员
戈向红 著名英语特级教师，江苏省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实力型专家，苏州大学研究生导师，在小学
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方面颇有建树，首创性地提出“意趣英语”教学思想，苏州都市网等媒体做了《戈向
红：意趣教学炼成“魅力教师”》的专题报道，先后主持和参与了八项全国、省、市级科研课题的研究，
公开发表教育教学研究论文若干篇，并出版个人专著
李

蕾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外国语小学英语教师，福田区小学英语学科核心组成员，广东省陈凤葵名

师工作室成员。曾获福田区小学英语阅读教学优质课比赛特等奖，教学单元设计一等奖。多次承担与外省
市交流展示课
查桂芳 马鞍山市山南小学英语教师，2017 年全国小学英语教师基本功大赛现场授课一等奖，最佳语
音语调奖
黄颂平 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培正小学英语科组长，广州市优秀教师，广州市基础教育系统新一轮百千
万小学名教师培养对象，广州市越秀区小学英语名教师，5 篇论文先后发表在《东山教育》、《广州教
研》、《信息技术》、《广东教学》及《校园英语》。获“全国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竞赛”二等
奖，第七届全国小学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优质课大赛二等奖，基础教育跨越式创新探索试验项目第八届全
国研讨会综合课例一等奖，广东省多媒体教育软件评比一等奖。参与全国教育技术研究重点课题、广东省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等多项课题研究

香港圣保禄学校（小学部）
香港圣保禄学校（小学部）(St. Paul's Convent School (Primary Section))是位处于湾仔区的一
所私立小学。学校是一间天主教的女校，创校于 1864 年，校训是「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办学宗旨：
以基督精神之价值观为本，为学生提供美好的教与学气氛，帮助学生达到全面发展其智能及品德的成长。
学校校风良好，设施齐全先进，活动大部分由学生举办，内容多样化。比起学习成绩和体育项目，学校更
加关注学生们在多元化发展方面的成就。
学习和教学策略:透过课程统整，采用连堂时间表。多元化活动及同辈分享学习。主题式教学：各学
科设计互相配合课程。四个关键项目的发展:1.设有中、英文阅读课、专题研习、德育及公民教育课。2.
在各学科中，运用资讯科技教学。3.午膳后设有故事时间及游戏，以提高阅读兴趣。
澳门圣保禄学校
圣保禄学校于一九七一年九月落成启用，由澳门天主教教区交予慈幼会会士余佩麒神父管理。为了感
念已故澳门教区主教──保禄·戴维理对本校所作出的贡献，余神父将学校定名为「圣保禄学校」。启发
学生成为富有爱心和同情心，藉著天主教的传统的和精神，尊重別人尊严的 21 世纪领导人。
教学理念：在初小阶段学校致力培养学生个人成长、认真负责的态度；高小阶段更著力強调建立学生
自主学习、批判思考的能力，让学生「从做中学」。因此在教学方面透过电子化教学结合活动、探究的方
式，提升学生的探索研究的精神，让学生能探索更多课本以外的知识，让学生能透过批判思考自己所学的
知识，培养学生作理性思考，提出个人的见解，发挥创意及建立自信。学校亦透过 Mschool app 让家长可
以了解子女的在校情況，加強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及联系，进一步促进家校协作教育。
英语学科教学，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素质，编辑不同的教材来施教。不管在听、说、写各方面皆由老
师们编纂一套适合学生的材料。在不断改革教案中，务求教学焦点明朗清晰，让学生在活泼互动的环境中
学习语言，是我们的教学目标。
【会务费用】会务费：680 元/人（包含培训费与培训资料，费用不包含食宿、交通费，请与会代表回
原单位报销。）
1.汇款账户：
账户名称：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西丽支行
账

号：4420 1622 6000 5251 2309

2.东南教科院微信扫码支付（见右图）
3.支付宝转账：账号 450190837@qq.com
汇款时请注明：XX 学校广州英语培训费。为了避免混淆，转账后请把付款截图或凭证发到“东南教科
院”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或直接加微信号：18820470488，发截图给工作人员。需开发票单位请提供单位
名称及税号（发票内容：培训费），为了便于报销，建议会前公对公进行转账，到账后可立即提供电子发
票。
【报名方式】选取以下任一种方式均可报名

1.微信公众号：关注“东南教科院”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活动报名”即可；
2.扫码报名（见右图）
3.报名咨询

电

话：18820470488

客服微信号：18820470488

4000637288

QQ：3049119530

扫码报名

邮箱：dnjky520@qq.com

下载带公章邀请函：①东南教科院官网:https://www.dnjky.cn/

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二日

明师国际教育研究院

②微信公众号:东南教科院

中国英语教师协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二日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二日

广东省教师继续教育学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二日

附：关于开展 2019 年全国“英语好课”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教科研部门、学校、名师工作室及教师：
为促进核心素养下的课堂教学改革，提升中小学教师的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进一步丰
富中小学英语优质课程资源，实现优质课堂资源共建共享，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和明师国际教育研
究院特面向全国开展 2019 年全国“英语好课”征集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征集对象】各教研室、名师工作室、一线英语教师、英语培训机构、其他英语教育研究者
【征集时间】2018 年 12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1 日
【作品要求】
1.作品形式：
课堂实录+相关资料（教案、课件、课堂练习等）
课件教案+相关资料（课堂练习、补充学习材料等）
2.格式要求：
（1）课堂实录为视频格式，应展现课堂教学的完整过程(最低不少于 30 分钟)，画面清晰，MP4 格
式。
（2）课件统一使用 PPT 格式，可从现行中小学英语教材或国外原版教材中自选内容行程完整的教学
课时内容。
（3）提交完整教案（教学设计、说课稿）。
3.其它要求：应征作品须符合新课标核心素养的要求，科学严谨，具有原创性、完整性、创新性、首
发性，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杜绝抄袭。

【投稿方式】稿件请以邮件形式发送至 dnjky520@qq.com。邮件请以“姓名+英语好课+2019 广州会”
命名。
作品中请注明：作者简介（姓名、省市、学校）、联系方式。
【评审办法】主办单位将组织专家对提交作品进行评审，具体好课评审标准如下：

评审内容要求

序号

1

核心素养牵引

体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要求，渗透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意识、学习能力
培养。

2

创新教法实施

教学方法创新、高效，能够灵活运用信息技术为佳，能够体现新时代教师的创
新思想。

3

学生深度参与

学生参与度高，课堂设计活动均紧紧围绕教学目的，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4

优先评选

获得近三年内县级以上优秀公开课荣誉。

【奖励办法】作品一经采用，做课教师将获得：
1.明师国际教育提供的优秀课例录用证明；
2.课标组专家及各地省级教研员等专家评课机会；
3.精美礼品一份;
4.有机会在主办单位举办的全国巡回教研会上说课或展示公开课；
5.优秀课例将集结出版，全国发行。
【咨询方式】

王老师

18820470488

400-063-7288

QQ：3049119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