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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第九届东北地区高中英语教学研究高端论坛
暨 2017 年东北地区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优秀观摩课评选与展示的通知
为了全面落实“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理念，引领和促进英语教师的发展，推进和深
化素质教育的改革，帮助广大高中英语教师更好地理解和适应以“学生核心素养”为核心的
新的课程体系和评价标准对课堂教学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经研究，学会决定举办第九届
东北地区高中英语教学研究高端论坛暨 2017 年东北地区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优秀观摩课评选
与展示活动。
本次研训会聚焦高中英语课文的阅读教学，引领学生感悟在特定的语境下语言文学的魅
力，启发学生对语言艺术的鉴赏力，进而达到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一、 会议主旨
走向深度与融合的高中英语“新阅读”
二、 组织单位
本次会议由中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指导，东北地区英语教学研究高端论坛和北京市
教育学会学科英语教育研究分会主办，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北京金智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锦州市实验学校、锦州中学协办。
三、 会议主题
主题：高中英语文本解读研究
分议题：1. 如何选择内涵丰富、语言真实地道的文本作为英语教学素材
2. 如何挖掘文本语言中丰富的内涵和语言的美感
3. 如何解剖英语读写文本中情感因素和思想表达
四、参会对象
一线高中英语教师、各省、地市、区县高中英语教研员。
五、会议内容：

时间

23 日
上午

23 日
中午

23 日
下午

24 日
上午

内容

08:30-08:45

开幕式

08:45-09:45

专家学术报告（一）张连仲

09:45-10:30

专家学术报告（二）刘丽艳

10:30-11:10

专家学术报告（三）闫怡恂

11:10-11:20

茶歇、抽奖

11:20-11:50

教育部委托子课题结题报告（四）张丹

12:00-13:00

午餐

13:20-14:00

阅读教学观摩课（一）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二）

14：00-14:15

评课：张连仲

14:15-14:55

阅读教学观摩课（二）辽宁省实验中学 （高一）

14:55-15:10

评课：刘丽艳

15:10-15:25

茶歇、抽奖

15:25-16:05

阅读观摩课（三） 哈尔滨第三中学（高二）

16:05-16:20

评课：闫怡恂

16:20-17:00

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专题报告及综合点评（霍薇薇）

8:30-9:10

阅读教学观摩课（四）吉林市第一中学（高一）

9:10-9:25

评课：周颖

9:25-10:05

阅读教学观摩课（五）沈阳市第二中学（高二）

10:05-10:20

评课：贾书玲

10:20-10:35

茶歇、抽奖

10:35-11:15

阅读观摩课（六）锦州中学（高一）

11:15-11：30

评课：孔军

11:30-12:00

高中阅读写作教学专题报告及综合点评（任雪平）

12:00-12:15

闭幕式及颁奖仪式

地点

渤海大学
音乐楼

渤海大学
食堂

锦州
实验学校
西区小学部

锦州
实验学校
西区小学部

六、拟邀请大会发言、观摩课点评、论文评审的专家和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乔玉全 中国装备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原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信息与高中处处长
张连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教育部基础教
育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教育部委托项目《信息技术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
应用》全国课题组组长
杨义春 北京市教育学会学科英语教育研究分会理事长/原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

闫怡恂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刘丽艳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徐 岩 原吉林省教育学院英语教研员
孙大伟 东北师大附中特级教师/东北地区英语教学研究高端论坛理事长
于兴伟 东北地区英语教学研究高端论坛秘书长
周 颖 东北地区英语教学研究高端论坛副秘书长
七、会议论文评选和继续教育学时证明
为了开展高中英语教学交流，分享英语教学研究的经验与成果，征集能够反映高中英语
教学研究特色的学术论文，并从投稿中遴选优秀论文，会议欢迎各位参会代表积极投稿，详
情如下：
1. 每位作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只能提交一篇论文，论文评审费 100 元/篇。
2. 论文紧密结合会议主题，未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以及未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报
告过的原创性论文。
3. 论文字数以 1200-5000 字为宜。
4. 会议论文仅可通过“京师研训”微信公众号内会议报名平台上传方式接收，pdf 文档格
式，命名规则为“高中会议投稿+姓名+联系方式”
；并须在论文后写清作者简介、工作
单位、电话、电子邮箱、地址及邮编。
5. 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来稿进行评审，并在大会上公布评审结果，部分获奖论文经作者本
人同意后将推荐至《英语阅读与写作教学研究论文集》发表。
6. 本次会议论文征集截止日期：2017 年 11 月 21 日。
7. 所有参会代表将获得一份由主办单位颁发的继续教育 10 课时培训证明。
八、报到及会议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2017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三）13:00—22:00
会议时间：201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四）至 24 日（星期五）
报到地点：喜来登酒店（地址：松山新区科技路 68 号）
会议地点：渤海大学音乐厅，锦州实验学校西区小学部
会议推荐住宿和用餐安排：
（1）喜来登酒店（5 星级酒店）
，标间 330 元/天（每张床 165 元）
，不含早餐，原则上
需刷公务卡。入住喜来登酒店代表两天早餐可由会议组分别安排到渤海大学（23 日）和锦
州实验学校西区小学部（24 日）学生餐厅就餐，每餐每人 20 元，自愿购买。
（2）会务组订房咨询电话：15810638661（张老师）13717798714 （许老师）
以上房间均需参会代表同会务组预订，不预订不保证有优惠价格和房间，保留预订以时
间先后顺序预留，额满为止。
九、会场和酒店步行参考信息

1.喜来登大酒店--渤海大学音乐大厅（主会场）：喜来登酒店位于锦州科技路和昆明街交叉
处，从喜来登大酒店，沿昆明街向南行约 300 米进入渤海大学东门，之后向西行至约 400
米后向南行约 500 米到达渤海大学音乐厅。
2.喜来登大酒店--锦州实验学校西区小学部（高中观摩课会场）：从酒店沿科技路向西行约
600 米至成都街向北行 320 米至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

十、会议交通参考信息
1.锦州火车站至喜来登酒店乘车方式（1）公交路线：116 路至人民保险公司站换乘 8 路在
市政府站下车，沿昆明街步行 500 米至酒店，约 50 分钟；
（2）出租车：价格约 14 元，约
20 分钟。
2.锦州南高铁站至喜来登酒店乘车方式（1）公交路线：锦州南站上车乘公交 205 路至市中
医院下车，沿科技路步行 1000 米至酒店，约 60 分钟；（2）出租车：价格约 24 元，约 20
分钟。
3.锦州机场至喜来登酒店乘车方式（1）公交路线：从锦州机场出发，到丹东街站上车乘坐
133 路，到市府广场站下车，步行 123 米到锦州喜来登酒店，约 30 分钟；（2）出租车：价
格约 60 元，约 20 分钟。

十一、报名及交费方式
1. 本次报名只接受“京师研训”微信公众号或网站 www.seerabj.org 两种报名方式。
报名截止日期：2017 年 11 月 21 日。因场地、会议名额有限，以交费时间为准，报名
人数达到上限后，报名平台关闭，恕不再接受报名。
2. 会议费用：会务费 480 元/人（含 23 日中午午餐）
；住宿及往返差旅费由派出单位承担。
交费方式：
（1）通过扫描京师研训 二维码完成交费

（2）银行汇款
账户名：北京金智塔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账 号：699460419
开户行： 民生银行北京西单支行
【请务必在转账信息中注明参会代表的姓名、报名编号和单位】
（3）现场交费 接受公务卡或其他银行卡汇款，或现金。
3. 发票：本次会议由承办单位北京金智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会议费”发票。
4. 会议代表报到后凭代表证参加会议、听课，否则一律谢绝入内。
十二、联系方式
全国咨询电话：010-86399708，手机：13810191603 （李老师）
锦州会务组咨询电话：010-86399708；15101532218（张老师）
报名方式：与会代表请登录官方微信号“京师研训”下载电子版会议通知、咨询会议详
情及提交报名信息，勿重复报名，官网和微信号均提供电子版会议通知下载。
官方微信：京师研训
官网网站：http://www.seerabj.org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37 号西外学校北楼 513 室（邮编 100037）
十三、其他事宜
1. 继续教育学分证明：由指导单位和主办单位颁发。
2. 会议视频资源：本次会议将全程录像，主办方有权播放、交流及转录，相关视频的
光盘可在“京师研训”公众号内订购。
3. 本次会议议程如有变动，以会务组现场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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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