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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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核心素养下的全国小学英语自然拼读与绘本阅读

示范课线上观摩研讨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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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6月17-18日于线上召开“2022核心素养下的全国小学英语自然拼读与绘本阅读示

范课线上观摩研讨会”。本次会议将邀请全国14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一线名师

联手展示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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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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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专家教授现场评分并给予细

致点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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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教才通文化发展中心

四、评审专家（按姓氏顺序排名）

孙晓慧，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应用语言学博士后，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英文系副主任，中国英语阅读教育研究院专聘研究员。主要从事外语

教育与教师教育、二语习得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及教材，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北京师范大学文科自主科研项目1项，发表多篇学

术论文，并多次参加以“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英语绘本阅读”、“行动研究”

和“课例研究”为主题的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国培计划等培训活动。

张金秀，北京教育学院外语与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

中小学英语教育教学研究、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与教学工作，担任教育

部“国培计划”示范性项目英语教师培训者培训项目首席专家、北京市卓越教师

工作室主持人等多个项目的首席专家。著有《以学习为中心的中学英语课堂教学》

等专著，在《课程教材教法》、《中小学外语教学》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

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在中小学英语分级阅读、

整本书阅读、读写结合、单元教学等领域均有丰厚的研究和实践积淀。

郄利芹，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小学英语教研室主任，北京市中小学英语骨干教

师培训项目负责人，“国培计划”英语学科首席指导教师。 发表《基于主题意义

探究的绘本阅读教学改进实践》等多篇中小学英语教学论文，主编《核心素养背

景下英语教师关键能力提升策略》、《小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工具箱》等专著。

褚金丽，英国奇切斯特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加拿大UBC大学TESL专业硕士研究生获

北美英语语言教学证书；全国知名英语语言教学及语音教学培训专家；国家教育

部首批中小学英语教师国培专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山东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外聘教授，贵州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外聘教授，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语音协会理事会理事，全国基础教育外语教育研

究培训中心培训专家，北京市教委高级教师资格认证评审专家；教育部考试中心

社会英语考试命题专家；具有40余年国内外中小学和高校英语教学的丰富经验。

长期致力于中小学英语教师培训，获18年度国内最受英语教师欢迎十大英语讲师。



刘宝胤，深耕基础英语教育领域20余年，英国约克大学教育学硕士，曾任VIPKID

学术和教研负责人，北外国际教育集团学术部主任，《英语爱“拼”才会赢——

聊聊自然拼读那些事儿》的作者。

五、示范课一线名师

1. 湖北

李娟娟，小学高级教师，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任职于武汉大学第一附属小

学。从事小学英语教育18年，多次参加省、市、区级英语优质课竞赛，先后荣获

市级比赛第一名、区级教学设计一等奖，2019年参加湖北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

竞赛，被评为“湖北省教学能手”。2009年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英语教学交流，

2019年赴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进修三个月，被评为“优秀学员”。撰写的多篇

论文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并获国家级一等奖。多次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指导多

名教师荣获市、区级各项表彰。

2. 辽宁

那雪，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东胜小学教师，英语专业八级，近十年小学英语教学

工作经验。曾荣获本溪市优秀教师称号、本溪市骨干教师、本溪市英语核心团队

骨干成员。曾在本溪市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多次参加省市级教学大

赛 并取得优异成绩，曾获得辽宁省英语绘本素养教学观摩大赛一等奖。

3. 浙江

祝敏，杭州江南实验学校英语教师。教研组长，杭州市教坛新秀，滨江区优秀人

民教师，区教坛新秀，区优秀教师。曾荣获全国新技术与英语课程有效融合大赛

特等奖，杭州市小学英语优质课比赛一等奖。多次开设区级，市级，省级和国家

级公开课。其教授的《This is the puppet》荣获杭州市微课大赛一等奖并拍摄

微课示范课。多篇论文获区级以上荣誉，并发表于全国核心期刊。

4. 广东

马欢欢，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英语教师，佛山市优秀青年教师，佛山市顺德

区骨干教师，第 二届广东省青年教师技能比赛一等奖获得者；曾获顺德区“教坛

新秀”、“优秀教师”；江门鹤山市“优秀青年教师”、“十大教学能手”的称

号。在广东 省教育研究院“粤教研”平台的名师课堂开设“跟小马老师学英语板

书设计”个人专栏；在 江门市小学英语教师基本功比赛中荣获一等奖第一名；在



大良街道，顺德区以及佛山市的小学英语教学技能比赛中均荣获一等奖；在佛山

市小学英语青年教师教学素养展示交流活动中 荣获特等奖。多次受邀参与全国、

省市级教学研讨活动并上展示课。主持中国阅读院“十三五”规划一般课题研究，

参与了省市级的课题研究，多个课例获得省级优课，多篇论文获得省市一等奖。

5. 江西

苏欣，南昌经开区新庐小学英语教师，中共党员。曾获得全国教师教育教学信息

化交流活动基础教育组微课二等奖；全国“学创杯”智慧教室创新应用大赛案例

二等奖；全国“一师一优课”活动江西省二等奖;参与省教研室组织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送教下乡活动；南昌市“班班通”教学资源应用成果展示活动一等奖；

南昌市“探究杯”优质课二等奖；南昌市“一堂好课”说课活动二等奖；南昌市

“园丁杯”教学比赛三等奖、笔试三等奖；指导学生获得全国第十五届少年儿童

英语风采江西总展示大赛省一等奖；主持省级课题，撰写的多篇论文获得省市一

等奖。

6. 重庆

高铎月，重庆渝北区巴蜀小学英语教师, 硕士研究生。参与重庆市本土教材编写，

渝北区小学英语中心组成员之一。积极参与区级磨课团队以及课题研讨等活动，

指导青年教师参加说课、讲课等比赛。2017年荣获校级青年教师说课比赛一等奖，

2018年在重庆市小学英语教学研讨会展示经典绘本阅读课，荣获2018年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市级优课，2019年荣获渝北区小学英语赛课一等奖第一名，荣获“展

望未来教育 培育核心素视频课大赛一等奖”，2021年指导本校教师参加区级赛课

荣获一等奖。

7. 山东

张颖，济南市舜耕小学英语教研组组长，从教15年，在学校生态化理念的引导下，

勇于创新，先后与老师们一起总结出小学英语单元整体“4+1”英语教学，中小衔

接课程的基本模式，“英语戏剧教育”特色课程等教育成果，鼓励学生全面发展，

积极参各种活动，成绩优异。教科研方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课题研究与教育教

学创新。曾获得“市中区优秀教师”，“市中区教学能手”等称号，执教课例获

得第十四届全国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优秀课展评一等奖，“一师一优课”教育部部



级优课等。撰写论文获得市区一等奖，并参与市级课题《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小

学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实践研究》，顺利结题。

8. 陕西

宋戈，陕西师范大学金泰假日花城小学英语教师，西安市雁塔区教学能手。从事

小学英语一线教学8年时间。以其标准流利的英语口语和幽默风趣的教学风格深受

学生和家长们的喜爱。从教期间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区，市，省级以及全国的优质

课，精品课展示。

9. 北京

崔嵬，小学高级教师，大学英语六级，诺丁汉大学硕士研究生，西城区小学英语

学科带头人、兼职教研员。任宣师一附小英语组教研组长，曾多次参加市、区级

教学展示，教学设计曾获全国教学设计一等奖；三节录像课在“一师一优课”活

动中被评为教育部部级优课；课例入选为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优质教学课例；

在“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堂教学设计评选”和“首都原创课程辅助资源征集活

动”中获一等奖；“西城杯”说课及现场课一等奖；2019年担任西城区首届“风

采杯”评委，同年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2020年-2021年担任西城

区五、六年级英语学科网课录制备课指导及审核教师。致力于阅读教学的研究，

在市级阅读课题中多次作现场课。

10. 安徽

余丽丽，合肥市少儿艺术学校教师。曾获2020年瑶海区首届绘本与主教材融合大

赛一等奖；2020年合肥市绘本与主教材融合大赛一等奖；2021 年合肥市优质课大

赛一等奖，代表合肥市参加安徽省优质课大赛。

11. 河南

王真，中共党员，郑州市郑东新区永平路小学老师。2011年参加工作，2016年执

教英语课《How can I get there?》获得郑州市优质课三等奖；2018年，执教英

语课《Last weekend》获得郑东新区优质课一等奖；2019年，执教英语课《The

Foolish Fox》获得郑州市优质课一等奖；同年获得“郑东新区优秀教师”荣誉称

号；2020年，执教英语课《Mike’s happy days》获得河南省信息技术融合课一

等奖；2021年，执教英语课《The Foolish Fox》获得河南省优质课一等奖。课题

研究成果：2018年，主持课题《新课程标准下小学中段生活化作业设计探究》获



得河南省优秀教科研成果二等奖，郑州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20年，所参与

课题《小学高年级英语写作教学中的问题及策略》获得郑州市优秀教科研成果二

等奖。

12. 海南

何超禹，海南省文昌市迈号中心小学教师，2020年度省小学英语教学能手，文昌

市教坛新秀。荣获2020年度海南省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现场课评比一等奖，2019年

度文昌市小学英语课堂教学评比一等奖。

13. 河北

张聪，石家庄市绿洲小学英语教师。曾在2018年及2019年第十一届IAP综合素质评

价应用展示活动河北省测评中，获得“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2019年裕华区

年度工作突出贡献奖。2020年被评为裕华区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称号。2020年

荣获裕华区希沃杏坛计划三星导师称号。2020年荣获裕华区教育局“先进教育工

作者”荣誉称号。

14. 江苏

李娟，中小学高级教师，镇江市骨干教师。曾获区小学英语基本功竞赛一等奖、

区小学英语优质课评比一等奖。主持省级课题《基于主题语境的小学英语课外阅

读指导与区域推进的策略研究》和市级课题《核心素养导向下小学英语课外阅读

指导实践与研究》。多次开设市区级课堂展示课、教材培训及讲座，多篇论文获

奖并发表。

六、时间安排

会议时间：2022年6月17-18日，具体课程安排请见附件1，最终是以当日日程为准。

七、会议费用及报名

参会老师培训费每人480元。由南京教才通文化发展中心开具会务费或培训费发票。

1.费用微信报名时直接支付。扫描下方二维码，完成报名及缴费（扣款成功即报

名成功）。



（微信报名二维码）

2.费用提前对公转账。户名：南京教才通文化发展中心；开户行：南京银行南京

研创园支行；帐号：0192230000000722。

八、联系方式：

电话： 4006-240-006 （全国统一免费电话）

025-52424233

QQ：4006240006

E-mail：bm@xdyjd.com

手机：13705161212（可加微信）

九、观看方式

本次活动采取线上参与方式。一个微信对应一个帐号学习，手机端和电脑端

均可观看（可回看）。

十、证书获取

参会老师可获得研修证书。证书会邮寄到老师报名时填写的地址，对会前报名

的老师，将于会后 30个工作日内邮寄证书；对会后报名收看回放视频的老师，将

于报名缴费后 30个工作日内邮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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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附件 1：

时间 日程安排 主讲人

6月 17 日

上午

8:20-8:40 开幕式及领导致辞

8:50-9:30 丽声分级阅读教学法解析 待定

9:30-10:10 自然拼读示范课 待定

10:15-10:55 自然拼读示范课 待定

11:00-11:40 自然拼读示范课 待定

11:40-12:10 专家评课 待定

6月 17 日

下午

13:30-14:10 自然拼读示范课 待定

14:20-15:00 自然拼读示范课 待定

15:10-15:50 自然拼读示范课 待定

16:00-16:40 自然拼读示范课 待定

16:40-17:10 专家评课 待定

6月 18 日

上午

8:20-9:00 丽声自然拼读教学法解析 待定

9:00-9:40 分级阅读示范课 待定

9:45-10:25 分级阅读示范课 待定

10:30-11:10 分级阅读示范课 待定

11:15-11:55 分级阅读示范课 待定

11:55-12:15 专家评课 待定

6月 18 日

下午

13:30-14:10 分级阅读示范课 待定

14:15-14:55 分级阅读示范课 待定

15:00-15:40 分级阅读示范课 待定

15:40-16:00 专家评课 待定

16:00-16:20 专家总结发言 待定

16:20-16:30 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