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1 届现代与经典全国小学英语教学观摩研讨会
苏州/英语 5月 28 至 30 日 数学 5月 14 日至 16 日 语文 5 月 21 日至 23 日

各地教研部门、有关学校：

现代与经典全国小学教学观摩研讨会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教育盛会之一。活动期间，名师将展示新课，知名

专家介绍前沿学术成果。现将 2021年上半年度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苏州英语 5 月 28 至 30 日,苏州数学 5月 14 日至 16 日，苏州语文 5月 21 日至 23 日。

1、活动正式开始前一天全天办理报到手续。

2、教研部门团体报名或市内学校报名，可提前送票上门。

二、活动地点：报名后，咨询现代与经典 QQ 4006240006 或微信(帐号 xdyjd2019)。

三、报到地点：报名后，咨询现代与经典 QQ 4006240006 或微信(帐号 xdyjd2019)。

四、参加对象：各市县区教研室主任、教研员，各学校校长、主任、教师。

五、英语报告专家与上课名师名单（以姓氏笔画排列，详情请登录现代与经典网站 www.xdyjd.com查询）：

王 超 郑州市经开区朝凤路小学校长 第四届全国小学英语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王劲春 上海市福山外国语小学 上海市十佳外语青年教师

戈向红 江苏省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著名特级教师

叶建军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研室英语教研员 全国小学英语教学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刘宝杰 江苏省常州市局前街小学 全国教学技能展评一等奖获得者

岑振祥 广东省东莞市波利亚外国语学校 全国赛课一等奖获得者

沈 峰 南京市玄武区教育工委书记 著名特级教师 首届全国英语教学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沈国锋 江苏省如东县教师发展中心 全国赛课一等奖获得者

张伊娜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英语教材教法专家

张菊荣 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苏州市特级校长

周亚文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 第九届全国英语教学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顾 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第五届全国英语教学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桂婷婷 南京市江宁区实验小学 第八届全国英语教学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黄 慧 江苏省江阴市实验小学 著名特级教师

崔吉娟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逸夫小学 第五届全国英语教学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六、报名方式：电话：4006-240-006 （全国统一免费电话） 025-52424233 手机：13705161212

QQ: 4006240006 E-mail: 8@xdyjd.com 网站 http:// www.xdyjd.com 微信客服：xdyjd2019

说明：①欢迎教研部门组织学校集中报名。②通过现代与经典网站（www.xdyjd.com）、微信、电子邮件、QQ、

电话、手机短信均可报名。请尽量提前付款，可快速办理报到。

七、付款方式（请尽量银行或微信提前转账，也可现场现金或刷卡缴费，详情现代与经典网站查询）：

银行对公账户转账（汇款时请注明 XX 学校苏州英语听课）。

户名：南京培力文化研究中心 账号：01430 1202 1001 2931 开户行：南京银行大厂支行

八、活动费用：培训费（会务费）680 元/人（不含餐）。食宿、交通等费用回原单位报销。住宿标准每人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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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元至 400元，组委会统一安排。

九、其它事项：1.论文评奖：与会者可提交教学论文，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奖，颁发获奖证书（评审费 50元/篇）。

优秀论文可在公开报刊发表。2.提供学时证明。3.订购光盘：活动将制作成光盘，欢迎订购。

十、主办单位：现代与经典教育研究院、南京培基文化教育研究所、南京培力文化研究中心。

十一、主要活动安排（更多详情，活动前 30天请登录现代与经典网站 www.xdyjd.com查询）：

第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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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培力文化研究中心

2021年 5月

时间 主讲老师 苏州英语内容

5月 28 日

上 午

8:20-8:40 主办单位领导致词

8:40-9:00 张菊荣 报告《为新时代造就“积极生长者”》

9:00-9:40 李勤华 观摩课《What’s the matter?》（四）

9:40-9:50 李勤华 课后分享

10:00-10:40 戈向红 观摩课《Make a money chart》（五）

10:40-10:50 戈向红 课后分享

11:00-11:40 刘宝杰 观摩课《Our dreams》（六）（同课异构之一）

11:40-11:50 刘宝杰 课后分享

5月 28 日

下 午

13:40-14:20 顾 洁 观摩课《Stone Age People》（六）

14:20-14:30 顾 洁 课后分享

14:40-15:20 崔吉娟 观摩课《Color》（三）

15:20-15:30 崔吉娟 课后分享

15:40-16:20 沈国峰 观摩课《Our dreams》（六）（同课异构之二）

16:20-16:40 沈国峰 课后分享

5月 29 日

上 午

8:30-9:10 桂婷婷 观摩课《Mother! Dear Mother!》（五）

9:10-9:20 桂婷婷 课后分享

9:30-10:10 周亚文 观摩课《At the zoo》（三）

10:10-10:20 周亚文 课后分享

10:30-11:50 沈 峰 报告《谈小学英语教学中的问题链设计》

5月 29 日

下 午

13:40-14:20 岑振祥 观摩课《Where we live》（三）

14:20-14:30 岑振祥 课后分享

14:40-15:20 黄 慧 观摩课《Moan,moan,moan》（五）

15:20-15:40 黄 慧 课后分享

15:50-16:30 王劲春 观摩课《What Does Sunlight Do?》（五）

16:30-16:50 王劲春 课后分享

5月 30 日

上 午

8:30-9:30 张伊娜 报告《绘本教学：实现英语学科价值的有效途径》

9:40-10:20 叶建军 观摩课《 Look at the shadow!》（五）

10:20-10:40 叶建军 报告《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10:50-11:30 王 超 观摩课《A Little Nail, a Big Deal》（四）

11:30-11:40 王 超 课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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