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京 外 国 语 大 学 

全 国 基 础 外 语 教 育 研 究 培 训 中 心 

外 语 教 学 与 研 究 出 版 社 

 

2019 核心素养下的全国小学英语自然拼读与绘本阅读 

示范课观摩研讨会通知 

 

各有关教育局教研室、教师进修学校、小学、培训机构和高校研究者： 

 

为了深入理解和落实《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提出的英语教育新理念，探索

以学生为本培养英语核心素养的教学模式，交流与分享小学英语自然拼读与绘本阅

读教学的经验，呈现英语自然拼读、绘本阅读与主教材融合的优秀成果，兹定于2019

年11月28-29日，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2019核心素养下的全国小学英语自然拼读与

绘本阅读示范课观摩研讨会”，邀请全国13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一线名师联手

展示14节异彩纷呈的示范课。具体通知如下： 

 

一、会议目标 

通过对核心素养及新课标的解读，交流自然拼读与绘本阅读教学的经验；通过

优秀课堂教学成果的展示分享，聚焦课堂、直面问题。围绕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教师知识得到更新，能力得到提高，不断改进教师教学行

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更新专业知识，提升教学能力。 

二、会议特色 

1. 聚焦英语阅读素养，专注自然拼读与绘本阅读教学。 

2．来自全国13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一线名师以赛课形式同台竞技，联手

展示异彩纷呈的自然拼读和绘本阅读示范课，知名专家现场评分并给予细致点

评。 



 

 

3．另外特别邀请两位绘本阅读教学名家展示示范课。 

4. 呈现自然拼读与主教材融合、绘本与主教材融合的多种模式，为英语课时

不足等教学实际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三、会议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承办单位：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现代与经典教育机构 南京培力文化研究

中心  

四、参会名额 

因受场地限制，请各地提前汇总参会人数，报给会务组。各地教研部门可统一

报名，各学校也可直接向会务组报名，额满为止。 

五、评审专家（排名不分先后） 

钱小芳 

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外语教育与教师教育、外语测

试与评价、社会语言学，曾主持过教育部项目，并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在

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我国基础外语教育，参与

多个中小学英语教师合作行动研究、小学英语阅读教学课堂改进、中小学英语戏

剧教学、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研究等课题研究。中国英语阅读教育研究院专项

课题“绘本阅读教学与主教材融合的教学研究”负责人。 

旷丹 

贵州省英语教研员，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理事，中国教育学

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周力平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英语教育研究所所长，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中国语言教

育协会理事。美国波士顿大学访问学者和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访问学者，英国领

事馆教育文化处英语教师培训项目顾问，重庆“国培计划”项目专家，多次担任

“国培计划”示范项目专家，研究领域为二语习得与教师发展。全国基础外语教

育研究培训中心十三五重点课题“阅读能力培养为导向的自然拼读教学体系研究”

负责人。 

于海艳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外语研培部副主任，黑龙江省小学英语教研员，国家基础教育

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王琳珊  

英语正高级教师，中国教科院访问学者，现负责广东省教育研究院义务教育阶段

英语教研。主要研究项目：小学英语作业设计、小学英语学业评价、小学英语单

元整体设计。编写专著4本，发表论文多篇，其中5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

心全文转载。 

六、示范课一线名师 （排名不分先后） 

1.北京市  黄莹 

西城区教育系统骨干教师，二级教师，英语专业八级。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英语

教育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小学英语教育工作。执教的课例获得北京市“听说能

力培养”主题研讨活动一等奖，北京市首届科研课题研究录像课二等奖，北京市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典型案例，北京市西城区第四届“全纳杯”课堂教

学评优活动一等奖，教育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优秀课例。撰写的

教学设计收录于《北京市小学英语听说案例研究》一书，多次获得北京市西城区

小学英语教学设计评选一等奖。 

2. 广东省 彭雅茹 

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曾荣获全国小学生英语竞赛“全国优秀指导老师”，

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活动省级“优课”，深圳市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深圳市优秀录

像课例一等奖，深圳市优秀课本剧剧本一等奖，深圳市南山区优秀教师等。 

3.山东省  李静 

山东省济南市育贤小学英语教师。从教12年来，热爱英语教育事业，勤于思考，

勇于突破，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教育教学评比活动。曾荣获2017年“一师一优课 ，

一课一名师”活动部级优课，山东省教育科研优秀论文二等奖，第28届四省十三

校课堂教学评比一等奖，市中区英语教师素养口语比赛一等奖等荣誉。 

4. 湖南省  李娴静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滨江学校课程教学处主任，英语教师。2004年毕业于湖南师范

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年取得翻译硕士学位，英语专业八级，中小学一级教师，



 

 

湖南省青年精英教师，长沙市首届卓越教师，长沙市优秀英语教研工作者，岳麓

区十佳师德标兵，长沙市、岳麓区两级英语名师工作室名师，岳麓区小学英语理

事会理事。多次获得国家、省、市、区教学比赛一等奖，在省级刊物发表论文多

篇，辅导学生参加全国、省、市、区各类英语比赛多次获奖。 

5. 黑龙江省  王晓杰 

高级教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从事英语教学20年，王晓杰EAT乐思小学英

语工作室主持人，优秀市级英语骨干教师和区级科研骨干教师。获哈尔滨市小学

英语“烛光杯”课堂教学大赛特等奖；荣获第三届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名师称号，

作为名师代表在第三届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名师大会上做先进事迹报告，2016年

在全国英语教师基本功大赛中获得现场说课一等奖以及最佳语音语调单项奖，

2018年参加第十二届全国英语教师基本功大赛获得一等奖和最佳教学设计奖。  

6. 浙江省 郑程橙 

杭州市胜利小学英语教师，江苏省翻译协会会员。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

院，曾获全国中小学创新课堂教学评比一等奖、全国中小学英语学科信息化高效

课堂优质课一等奖、浙江省智慧教育典型案例、浙江省精品教学空间、浙江省微

课程开发活动优秀教师案例、CCTV希望之星杭州市优秀指导教师称号、杭州市青

年教师英语优质课评比二等奖、上城区教育教学信息化评比一等奖等。多次承担

区、市级公开课，主持或参与多个区、市、省级课题，多篇论文获奖或发表，指

导多位学生在区、市、省级英语类比赛中获奖。 

7. 江西省  赵莹 

江西省南昌市定山小学英语教师，区骨干教师。曾获市“园丁杯”教学竞赛一等

奖，课例“一师一优课”获省级优课，市优质录像课评比一等奖，多篇论文获市

级一等奖。在教育路上用心经营，坚持与学生共学习共成长。 

8. 重庆市  陈小赟 

重庆市巴南区融汇小学英语教师。荣获2019年重庆市小学英语优质课竞赛一等奖，

“一师一优课”部级优课，二十一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微课全国一等奖，

2017年重庆市小学英语教师优质课展评比赛市级一等奖，2015年巴南区小学英语

优质课竞赛一等奖，论文全国一等奖两篇，市级一等奖三篇。 

9. 陕西省  花美娜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中小学一级教师。国培计划聘用导师，陕西省教育信息

化应用名师,荣获教育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部级优课”，第十二

届全国小学英语课堂优秀展评一等奖，优秀指导教师奖，第六届全国“绿色课堂

杯”小学青年教师优质课观摩展示活动一等奖，多篇论文和课例获国家级，省级

一二等奖及校级“教学能手”。 

10. 内蒙古自治区  王芳芳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小学中级教师。曾获2009年红山区青年教师基本功一等奖；

2010年红山区政府嘉奖，2011年红山区青年教师基本功一等奖，2012年红山区政

府三等功，2013年红山区青年教师基本功一等奖， 2014年赤峰市青年教师基本功

一等奖，2014年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师优质课展评一等奖，2015年自治区教学基本

功三等奖，2016年赤峰市“一课一优师”活动一等奖，2017年荣获红山区教学能

手称号，2018年全国名师工作室优质课一等奖，2019年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师优质

课展评一等奖。 

11. 安徽省  汪小燕 

合肥市骨干教师，瑶海区学科带头人，长淮新村小学英语教研组长。2013年获区

英语口语风采大赛一等奖和“澳视杯”电子白板教学应用大赛一等奖。2014年获

全国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优质课大赛一等奖。2016年获合肥市优质课评比一等奖，

获安徽省优质课评比三等奖。多次获得教学设计及微课评比市一等奖，先后获得

教育部、省级、市级“优课”荣誉。2015-2016年,被聘为“国培计划”安徽省特

岗教师短期培训项目的授课教师和跟岗实践指导教师。 

12. 河南省  张潜龙 

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学院，现为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学英语老师。曾获郑州市观摩

课基本功一等奖，希望杯一等奖。担任郑州师范学院初教学院本科生指导教师，

荣获希望中国英语戏剧优秀指导老师，所率领戏剧社团连续四届蝉联全国特等奖。

河南少儿英语口语培训专家，多次奔赴其他地市送课，上课风趣幽默，自成一格，

深受师生欢迎。 

13.江苏省 刘凌  

江苏无锡南长街小学优秀青年教师 

七、特邀示范课名师 （不参与评比） 



 

 

戈向红 

英语特级教师，苏州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英语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苏州大学

研究生导师。国培特聘专家，教育部中小学骨干教师远程培训项目专题课程专家，

省教育厅公派赴澳洲留学教师，曾任人大复印资料编委，电视台英语新闻主持人

等。集20多年教学实践提出“意趣英语”教学思想，广泛应用于英语教学领域。

2005开始研究绘本，2015年为全国中小学继续教育网录制名师课程《小学绘本英

语阅读教学解码》，标志着其绘本教学课程的完整建构。 

八、会议及报到地点 

报到地点：无锡君来梁溪饭店（梁溪区中山路177号、近八佰伴） 

会议地点：蓓蕾影剧院（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槐古新村53号贤章楼） 

九、时间安排 

会议时间：2019年11月28-29日 

报到时间：2019年11月27日8:00-20:00 

十、会议费用 

1. 参会老师培训费每人780元，费用可提前对公转账或现场支付（现金或刷

卡均可）。建议尽量采用提前对公转账方式支付培训费（户名：南京培力

文化研究中心，开户行：南京银行大厂支行，账号：01430 1202 1001 2931）。

会务组代办食宿，食宿费及往返交通费由派出单位解决。 

2. 由南京培力文化研究中心开具会务费或培训费发票。 

十一、报名方式 

通过现代与经典网站（www.xdyjd.com）报名系统直接报名。 

电话：  4006-240-006 （全国统一免费电话）  

025-52424233   

QQ：   4006240006   

E-mail：bm@xdyjd.com 

联系人：吴老师  13390900054（可加微信） 

bm@xdyjd.com（会务组，负责参会人员报名及食宿安排） 

十二、研修证书 

本次研讨会提供研修证书，会后凭代表证到会场服务台领取。 

mailto:bm@xdyjd.com


 

 

十三、活动安排 

 

  

 

北京外国语大学   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年 10月 

时 间 无锡英语活动安排 

11 月 28日 

上  午 

8:20-8:40   开幕式及领导致辞 

8:50-9:30 鲍  丹 报告：丽声英语分级阅读教学法解析 

9:30-10:10 郑程橙 示范课《The New Teacher》（五年级） 

10:15-10:55 陈小赟 示范课《Things with Wings》（四年级） 

11:00-11:40 汪小燕 示范课《Tortoise and His Friends》（四年级） 

11:40-12:10   专家评课 

11 月 28日 

 

下  午 

13:30-14:10 李娴静 示范课（第三级）《A Long Wait 》（六年级） 

14:20-15:00 王晓杰 示范课《Tortoise and His Friends》（四年级） 

15:10-15:50 黄  莹 示范课《Fire Fire》（五年级） 

16:00-16:40 花美娜 示范课 《Mimi the Superhero》（五年级） 

16:40-17:10   专家评课 

11 月 29日 

上  午 

8:20-9:00 鲍  丹 报告：丽声英语自然拼读教学法解析 

9:00-9:40 戈向红 示范课《The Closed Door》（四年级） 

9:45-10:25 赵  莹 示范课《Frog in the Fog》（三年级） 

10:30-11:10 李  静 示范课《The Trunk and the Skunk 》（五年级） 

11:15-11:55 张潜龙 示范课 《The Joke》（四年级） 

11:55-12:15   专家评课 

11 月 29日 

下  午 

13:30-14:10 彭雅如 示范课《Fat Cat》（四年级） 

14:15-14:55 刘  凌 示范课《The Upside-down Browns》（五年级） 

15:00-15:40 王芳芳 示范课《Dig, Dig, Dig!》（三年级） 

15:40-16:00  专家评课 

16:00-16:20  专家总结发言 

16:20-16:30  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