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第七届基于统编教材的 

“ 12 岁以前的语文” 教学论坛邀请函 

【主办单位】郑州市航空港区教育局、教研室 

全国“12 岁以前的语文”联盟协会 

【承办单位】 郑州市航空港区桥航路小学 

“12 岁以前的语文”是童年的语文，积累的语文，种子的语文，经典的语文，

为孩子一辈子奠基的语文。 

经过十一年的实践与研究，“12 岁以前的语文”课程研究硕果累累，2017

年荣获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2018 年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时至今日，

参与“12 岁以前的语文”课题研究、教材实践的联盟学校全国已达 26 个省市 200

余所。为了促进对《12 岁以前的语文》这套教材的深入研究，提升教师使用教

材的能力，让更多的学生受益，联盟协会决定举办“基于统编教材的‘12 岁以

前的语文’ 第七届全国论坛”活动。此次活动将展示“12 岁以前的语文”课程

最新研究成果，引领儿童语文教育改革最新方向，内容更丰富，课堂更精彩，研

讨更高端。 

我们真诚邀请您的参加！ 

【活动主题】 练好语文童子功 

【活动时间】 2019 年 12 月 12 日—12 月 13 日 

【活动地点】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桥航路小学 

【报到地点】郑州裕鸿富荟酒店（机场店） 

【活动形式】 版块一：桥航小学研究专场 

版块二：联盟校优质课展示 

版块三：特级教师示范课堂 

【活动安排】 

日期 时间 活动安排 地点 

12 月 11 日 08:30—19:30 全天报到 桥航路小学 

12 月 12 日 

上午 

08:20—08:40 开幕式 
 操场 

08:40—09:00 千人诵读展示 

09:10—09:30 
桥航路小学主题报告：《怎么练好语文童

子功》 

 

 桥航路小



09:40—10:00 
展示：《天净沙·秋思》 

执教：桥航路小学 王兴华 

学报告厅 

  

  

  

10:00—10:10 专家点评 

10:10—10:50 
展示：《笠翁对韵·五歌》 

执教：桥航路小学 卢敏 

10:50—11:00 专家点评 

11:00—11:40 
展示：《书戴嵩画牛》部编版六上 

执教：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 叶峰亮 

11:40—11:50 专家点评 

12 月 12 日 

下午 

13:30—14:10 
观摩：《合欢树》四上 

执教：安徽宿州埇桥区祁县中心学 邱截截 

14:20—15:20 

观摩：《山居秋暝》（60 分钟） 

执教：重庆沙坪坝区 

名校联合外语小学校  刘娟、胡琦 

15:30—16:10 
观摩：《儿童诗》二年级 

执教：江苏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吴倩 

16:20—17:00 
观摩：《带刺的朋友》部编版三上 

执教：全国著名特级教师 诸向阳 

12 月 13 日 

上午 

08:30—09:10 
观摩：《司马光》部编版三上 

执教： 江苏盐城市滨海实验二小 吴素红 

09:20—10:00 
观摩：《王戎不取道旁李》部编版四上 

执教： 江苏苏州枫桥中心小学  程子桐 

10:10—10:50 
观摩： 《狐狸分奶酪》部编版二上 

执教： 全国十大青年名师 鱼利明 

11:00—11:40 
观摩：《山居秋暝》部编版五上 

执教： 全国著名特级教师 孙双金 

12 月 13 日 

下午 

13:30—14:10 
观摩：《西门豹治邺》部编版四上 

执教：山东青岛市大名路小学  宋轶玮 

14:20—15:00 
观摩：《跳水》部编版五下 

执教：江苏省江阴市教学名师  费洁  

15:10—15:50 
观摩：《儿童组诗赏析》  

执教：河南省潢川县实验小学  时玉琴 



16:00—16:40 
观摩：《长相思》部编版五上 

执教：全国著名特级教师  吴建英 

【报名及缴费方式】 

1.缴费说明 

全国第七届基于统编教材的“ 12 岁以前的语文” 教学论坛活动，收取会

务费每人 400 元。会务费发票将在报到时发放。住宿费、差旅费由参会人员回单

位报销。 

2.为了妥善安排食宿等事宜，请参会者务必于 12 月 7 日前报名，也可各单位集

体组织报名（以下任意一种方式均可报名）。 

会务组联系方式：电话 025-52424233 

邮箱 8@xdyjd.com 

手机与微信：18951930809（郭老师） 

微信公众号：现代与经典（xdyjd2015） 

参会教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现代与经典”（xdyjd2015)，具体报到地点、

日程表，以及会议文件 PDF 版，将在公众号发布。 

3.住宿安排：会务组安排会场周边性价比高的酒店。联系电话（可加微信）：

18951930809（郭老师）。 

4. 交费：提前交费或现场交费均可（建议参会老师提前交费，以免报到时拥挤）。 

汇款方式： 

户名：南京培基文化教育研究所；开户银行：南京银行大厂支行；银行账号

01430 1202 1001 1506； 

汇款后请务必与会务组联系确认。 

【论坛简介】 

2011 年 5月 27 日，全国首届“12 岁以前的语文”高层教育论坛在南京市北

京东路小学圆满举行，此次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省内外兄弟学校纷

纷来电来函，请求加入“12 岁以前的语文”联盟协会。《中国教育报》就此专

门采访论坛发起人、江苏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北京

东路小学孙双金校长，并撰文《孙双金：找到了人文教育的大石块》系统阐述孙

校长的教育实践、理念、思想。 

2012年 4月 13日全国第二届“12岁以前的语文”高层教育论坛在牡丹之乡

河南洛阳成功举行。 



2014 年 11月 27 日，全国第三届“12 岁以前的语文”高层教育论坛在古城

南京举行，“儿童与诗歌”的研究主题，深受老师们的青睐，大家一起互相碰撞、

交流，为诗歌教学研究注入了一汪清流。 

2016 年 12月 1 日，在美丽的玄武湖湖畔举行了“儿童与国学”为主题的全

国第四届“12 岁以前的语文”高层论坛，古代经典，文言教学走进了小学课堂，

走进了孩子们的内心世界，走遍了大江南北。 

2017 年 12月 18 日，全国第五届“12 岁以前的语文”两岸三地教学论坛在

北京东路小学再次举行，两岸三地的炎黄子孙共同演绎精彩纷呈的语文课堂教学，

共同的目标，不同的路径，殊途而同归。 

2018 年 12 月，为了促进对《12 岁以前的语文》这套教材的深入研究，提升

教师使用教材的能力，让更多的学生受益，联盟协会举办了“基于深度学习的‘12

岁以前的语文’ 第六届全国论坛”活动。 

【专家介绍】 

孙双金，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校长。首批正高二级（二级教授），全国小语

四大名师之一，著名特级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南京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

导师，江苏小语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南京市人大常委。 

吴建英，正高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人民教育

家培养对象，江苏省“333 工程”培养对象，“南通市中青年名师工作室”领衔

名师，国培班导师，江苏省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优秀主持人，海门市东洲小学

教育集团总校长。《小学语文教学》《江苏教育》《中国教师报》等报刊杂志封面

人物或专刊人物。曾两次在全国赛课中获最高等级奖，赴各地执教公开课、做

讲座 300 余次；有 200 余篇文章发表，著有《情意课堂展现母语之美》《给孩子

们上的阅读课》《母语教育：从美出发》《整本书共读：为童年播下美妙的种子》

等书。《“中国风·母语美”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探索》获 2018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情意课堂教学范式及情意课程的构建》《儿童书香课程群的构建与实施》

均获 2013、2017 年江苏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诸向阳，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无锡市南长街小学副校长。《小学语文教师》

《小学教学》封面人物，100 多篇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近年来，提出了“从

课文走向课程”的教学主张，研发的微课程在小语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版教

育专著《心中的语文》《诸向阳讲语文》。应邀赴全国各地讲学 500 多场，广受好

评。 

费洁，中学高级，江苏省江阴市教师发展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员，无锡市名教

师。《小学语文教师》《小学语文教学》《小学作文创新教学》《小学教学设计》等



专业杂志封面人物，在《小学语文教与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上海教育科研》

等刊物发表文章百余篇，多次参加各类赛课活动获一等奖，被多家单位聘为“国

培计划”授课专家，主持江苏省重点资助课题并获江苏省优秀教育研究成果奖。

被评为江苏省教科研先进个人等二十多个荣誉称号，出版个人专著《给小学语文

教师的 101 条新建议》。 

鱼利明，新疆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员，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市小语会会长，新疆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统编教材培训专家；《语文教学通讯》

《小学语文教学》《小学语文教师》《小学教学》等中文期刊封面人物；第七届全

国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2016 年度全国小学语文“十大青年名师”获得者；

近年受邀至北京、上海、深圳、马来西亚等地讲学 200 余场；出版了《经典百字

文诵读课》《主题阅读》《青少年成才之路》等读物。 

叶峰亮，现任教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中小学一级教师。从教以来，

致力于语文课堂教学，努力创设轻松和谐的课堂氛围，形成扎实、轻松的教学特

色。所执教优质课《西风胡杨》《少年闰土》分别获得河南省第七届、第十二届

优质课比赛一等奖。所撰写的多篇论文获得河南省一等奖；主持参与的多项省级

课题圆满结题。先后被评为河南省模范教师、河南省名师、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省语文骨干教师。 2018 年 9 月，参加全国第三届小学青年教师语文教学观摩活

动，获得“示范课”奖。 

 

 

 

                                          第 29 届现代与经典 

全国小学教学观摩研讨会组委会 

                                        南京培基文化教育研究所 

                                              2019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