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
东南讲堂-全国中小学英语听说教学观摩研训会（西安站）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提出：要通过英语学习使学生行成初步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促进心智发展，提高综合人文素养。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建立在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
和文化意识等诸多方面整体发展的基础之上，其中英语听说能力作为重要的语言技能，对建构与发展英语
教师的核心素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当前的听说课教学设计，还是存在着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如忽视
学生听力学习中的语言体验；缺乏对学生听力策略的培养；语言学习未能切实落实到语用等。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 号）文件要求，帮助一
线教师掌握英语听说教学的有效课堂教学策略，提升教师的听说教学能力，以适应当前普通高考改革趋势
下义务教育阶段英语与高考英语的有效衔接，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明师国际教育研究院和中国英
语教师协会定于 2019 年 4 月 3 日-4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
“2019 年全国中小学英语听说教学观摩研训会”，
届时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和一线名师，共襄盛举。
【主办单位】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 明师国际教育研究院
【参会时间】2019 年 4 月 3-4 日（4 月 2 日 9:00-18:00 报到）
【参会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第一学校
【学术支持】中国英语教师协会
【参会对象】一线中小学英语教师、各省（直辖市）、地市、区县中小学英语教研员、分管教学副校
长、培训机构主管及英语教师
【会议特色】
1.顶级专家引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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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粤港澳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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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多样评辩课。采取多种形式，小切口全方位深度解剖现场课例，指导课堂教学全过程；
4.好课征集与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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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入选明师优秀教师团。（详情参考附件 1）。
【拟邀专家】（以下均为拟邀请专家，排名不分前后）
杨晓钰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英语教育系主任，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首批成
员，重庆市教育专家资源库中学和小学培训专家，重庆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西南大
学“国培计划”英语学科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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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兴趣包括：英语听说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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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技术
与教育。
曹群珍 浙江省第二批正高级教师，浙江省优秀教研员，近年来致力于滨江区青年教师培养。她基于“初

中英语读写结合”研究，成立青年教师研究团队，编写相关教材《初中英语读写结合实用教程》。
曹

群 江苏省英语特级教师,南通市初中英语学科基地业务负责人、英语基地专家组组长，中国教育

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教指委”委员。先后获得首届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教学能手、首届全国中小学
外语教师名师、全国“十一五”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江苏省教学名师、南通市第十届园丁奖、通州区首
届名师等称号。
阳韶晖 甘肃省兰州市教科所英语教研员。担任国家基础教育部外语教学研究中心兼职教研员、中国英
语阅读教育研究院专聘研究员、甘肃省中小学外语教学学会理事。曾获第二届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名师、
省级教学能手、市级骨干教师、县区杰出和优秀教师。曾经 7 次获得全国小学英语教师各类竞赛特等奖、
一等奖和多次省、市、区各类奖项。
庄

力 西安市第十九中学，陕西省特级教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省、市两级“教学名

师工作室”主持人，参与人教版中学《英语》教材编写工作。荣获“全国优秀教师”“陕西省教学能手”
等称号，以及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黄雪祥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初中英语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业指导委员
会学科组成员，浙江省优秀教研员，衢州市名师，北外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培训专家，曾获 2009
年浙江省课堂教学评比一等奖。
李

书 四川都江堰北街小学实验外国语学校英语高级教师、英语名师，四川省智慧课堂优秀教师，明

师国际示范课指导教师，外研社杯英语技能大赛优秀教师，执教省市研究课获好评，多篇教学专题、论文
在省市级评选中获奖并发表。
叶

恒 获美国美中教学服务机构 ESEC IBI 项目证书，剑桥大学 TKT 教学能力认证，英国 TEFL 国际英

语教师资格认证，英国文化协会认证，幼儿早期语言学习和潜能开发，担任剑桥国际儿童英语考级考官，
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市级总决赛评委，国家人力资源和保障部认证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中国青少年研
究会认证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
更多示范课名师……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4月2日

09:00-18:00
08:30-08:50

4月3日

08:50-10:30

模块

理念引领

10:30-11:50
11:50-12:00

14:00-14:40
14:50-15:30

课堂观摩
与评价

内容

主持人/主讲人

参会教师报到
开班仪式
【主旨报告】走向深度与融合的
小学英语“听说教学改革”
【专题讲座】指向核心素养的英
语听说教学策略
【颁奖】全国好课颁奖
午餐/午休

明师国际教育研究院院长
杨晓钰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刘晓斌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颁奖嘉宾/获奖教师

【示范课】听力策略培养
【示范课】英文歌曲、歌谣示范

李书
江堰北街小学实验外国语
学校
甘肃名师

会
场

主
会
场

小
学
分
会

课
15:40-16:20

【示范课】听说练习课/复习课
【圆桌评辩课】说课、评课、辩
课

16:20-17:30

陕西名师
李书/阳韶晖/示范课名师

【示范课】听说练习课/复习课
【圆桌评辩课】说课、评课、辩
课
【双师课堂】四年级听说示范课

曹群珍
浙江省优秀教研员
叶恒
国家人力资源和保障部认
证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
陕西名师
曹群珍
/叶恒/庄力/示范课名师
北京名师

评辩课

授课教师/评课专家

【双师课堂】六年级听说示范课

天津名师

11:20-11:40

评辩课

授课教师/评课专家

09:00-09:50

【双师课堂】初一听说示范课

北京名师

评辩课

授课教师/评课专家

【双师课堂】初三听说示范课

江苏名师

评辩课

授课教师/评课专家

14:00-14:40

【示范课】听说语境示范课

14:50-15:30

【示范课】英文歌曲、歌谣示范
课

课堂观摩
与评价

15:40-16:20
16:20-17:30
09:00-09:50
10:00-10:20
10:30-11:20

10:00-10:20
10:30-11:20

课堂观摩
与评价

课堂观摩
与评价

11:20-11:40
4月4日

场

14:00-14:40
14:50-15:30

课堂观摩
与评价

15:40-16:30
14:00-14:40
14:50-15:30

课堂观摩
与评价

午餐/午休
【同课异构】五年级听说教学示
范课
【同课异构】五年级听说教学示
范课
分组互动评课
专家总结点评
【同课异构】初二听说教学示范
课（同课异构）
【同课异构】初二听说教学示范
课

15:40-16:30

分组互动评课
专家总结点评

陕西名师
曹群
江苏省英语特级教师
曹群/示范课名师
陕西名师
黄雪祥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初中
英语教研员
黄雪祥
示范课名师

初
中
分
会
场
小
学
分
会
场
初
中
分
会
场

小
学
分
会
场
初
中
分
会
场

注：具体内容安排以实际为准。
【会务费用】
会务费（培训费）680 元/人（包含培训费与培训资料），食宿、交通费自理回单位报销，需开发票单
位请提供单位名称及税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请您务必了解学校报销流程。
【付款方式】
1.银行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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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英语西安站会务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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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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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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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微信公众号:东南教科院

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明师国际教育研究院

中国英语教师协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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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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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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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评审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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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核心素养牵引

2

创新教法实施

3

学生深度参与

4

优先评选

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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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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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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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