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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 中 国 教 师 》 杂 志 社 

  全  国  中  小  学  名  师  巡  讲  团  

  

 

 

各市、县（区）教育局（委）、教研室、教科院、教师进修学校、各中小学 

    追求优质高效的教学，是每一位教师永恒的主题。优质教学就是有思想、有智慧、

有激情、有真情、有个性、有风格、有文化、有品位的教学。从优秀教师到卓越教师，

从骨干教师到名师，最核心的工作就是提炼自己的教学主张，并围绕教学主张开展系统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什么是中小学语文、数学教师的核心素养、如何立德树人追求优质高效的教学，

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是当今中小学语文、数学教师共同关注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助力广大中小学教师探讨语文、数学教师的学科核心素养，研究改进课堂教学，

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加快名师的专业成长，拟举办全国中小学语文、数学名师高峰论

坛。 

一、组织管理 

    1.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师》杂志社 

2.承办单位： 中小学名师巡讲团  全国名师大讲堂 

二、研修目标 

1.深入理解学科核心素养，优化教学设计与教学策略，提高教学与创新能力。 

2.掌握学科教学研究方法，提炼教学经验和特点，提高教学研究能力。 

3.梳理总结自己的教育思想、教学主张，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成就名师。 

三、研修内容 

1.全国著名教育专家，特级教师、教学名师主题报告。 

2.体验式培训:学员能从学生的角度发现如何教才能实现最佳效果。这是一种换位

思考，也是一种切身体会。教师培训后即可实际操作，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3.名师教学课例观摩，教学风格展示，专家点评。  4.专家与参训学员现场对话交

流。 

 5.名校观摩 

四、研修时间、地点 

1.研修时间： 

数学：2017 年 7月 12 日—14 日，共 3 天，7月 11 日全天报到。 

    语文：2017 年 7月 17 日—19 日，共 3 天，7月 16 日全天报到。 

2.研修地点：青岛市黄岛区双语小学 

五、参加人员 

各地教研室、教科院领导，分管教学的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语文、数学两个学科

的教研员、名师、骨干教师。 

六、研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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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费 980 元/人(食宿费、差旅费回所在单位报销。） 

七、研修证书 

    学员完成研修内容并经考核合格者，颁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师》杂志社证书。 

八、交流抽奖 

1. 本次会议鼓励参会教师积极提问，与专家现场对话。会场将设置参会教师提问

的纸条投递箱。凡是现场提问、与专家对话的参会教师，将有机会通过抽奖获得奖品。 

2. 一等奖（3 人）奖品：赠送在国家级、省级期刊《赤子》、《教育》杂志、 

《文存》阅刊、《教研周刊》发表论文。 

 二等奖（3 人）本次会议的光盘一套。 

 三等奖（10 人）带北师大图标的精美书签一个。 

3. 抽奖活动在 7 月 14 日下午和 7 月 19 日下午进行。 

九、论文发表: 

《中国教师》杂志正版做彩页推广、论文发表或者其它国家级、省级期刊发表论文

的请联系会务组老师 。  

十、授课专家简介 

    数学学科（拟邀部分专家） 

    曹培英：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副院长、数学特级教师。 

    周  卫：研究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教师研修

网培训总监、国培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学校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继续

教育学院国培项目顾问，宋庆龄学校顾问，中国教师教育学会学术委员。1994 年享受国

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基础教育专家。长期从事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研

究，为国内知名女童教育、教师教育专家。  

    贲友林，小学特级教师，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课标苏教版小学数学教

材编写组成员，《教育视界》数学教学版执行主编。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2001 年参加全国小学数学优化课堂教学第五届观摩课评比获一等

奖；2012 年应邀在全国小学数学第十五届年会上执教观摩课。先后在全国 29个省、市、

自治区的教育报刊上发表文章 700 多篇，著有《此岸与彼岸》《此岸与彼岸 2》《现场

与背后》《贲友林与学为中心数学课堂》。10 年来致力于研究构建“学为中心”的数学

课堂，先后应邀到全国 30 个省、市上课、讲学。 

钱守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全国优秀

教师，国家级骨干教师，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北师大版小学数

学课标教材分册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培训中心专家组成员，首都师范大学特级教师

工作中心兼职硕士生指导教师。现任北京北京朝阳区课程室主任。 

刘同军，青岛开发区实验中学教务主任，数学特级教师、齐鲁名师。 

潘建明，江苏省特级教师，全国推进素质教育先进工作者，中国基础教育研究所全

国基教优秀教师“园丁奖”，中国基础教育研究所全国基教教育科研先进个人，中国基

础教育研究所江苏省青少年科教先进个人，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优秀青少年科技辅导

员，课题“弘扬数学特色，培养高素质人才”获江苏省数学专业全国一等奖。全国模范

教师：全国推进素质教育先进工作者；全国基础教育优秀教师“园丁奖”;全国基础教

育科研先进个人；教育部“国培计划”首批专家库成员；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

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首批培养对象；江苏省教授级“中学数学”高级教师；江

苏省“中学教师”特级教师；江苏大学，常州工学院兼职教授，硕导；全国“全通在线

教育”先进个人；全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与学科融合指导专家;江苏省初中教学名师发

展共同体领衔人；江苏省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主持人；常州初中教学教育名师工作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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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人。 

语文学科（拟邀部分专家） 

窦桂梅，从教于清华附小，现任清华附小党总支书记、校长。全国著名特级教师，

博士。北京教育学院兼职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特

聘专家、专题课程主持专家。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

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小学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小学教师培

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提名全国中小学中青年“十杰教师”，先后获得全国模范教师，

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被评为“建国六十年来从课堂里走出来的

教育专家”之一。 

赵谦翔   清华大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荣获“全

国中小学中青年十杰教师”称号。首都师范大学特级教师工作中心硕士生指导教师、北

京中教市培教育研究院中学委员会主任、中国教师教育视频网首席专家、全国中语会第

九届学术委员。代表专著有《赵谦翔与绿色语文》、《赵谦翔·绿化语文》《赵谦翔讲

语文》等。 

关景双，上海市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知名教研专家。语文特级教师，“师

之蕴工作室”领衔者，教育学会理事。 

苗文芝，现任黄岛区双语小学校长助理，主管教师服务中心工作，分管信息服务中

心工作。全国百佳语文教师，山东省特级教师、山东省优秀教师，淄博市教学能手、优

秀教师、骨干教师，张店区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十佳青年教师、优秀教师、师德标

兵、名教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曾经获得第七届“语文报”杯全国中青年教师

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张店区、淄博市、山东省语文优质课评选一等奖；多次执教区级、

市级、省级公开课；著有《苗文芝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实录精选》等。 

杨世臣，先后荣获全国创新名校长、全国优秀校长、全国十佳科研创新校长、全国

百名德育专家、齐鲁名校长、山东省 2011 年度十大教育创新人物、山东省优秀教育工

作者，山东省特级教师等荣誉称号。双语小学在杨世臣校长的引领下，坚持和悦教育体

系，以“培养厚德乐学、自主合作、具有国际视野的卓越少年”为育人目标，秉承 “让

学生站在学校正中央”的教育理念，创新学生发展课程撬动学校跨越式发展，着力打造

童心悦读、“六爱三雅”德育课程、足球、英语四大特色品牌，四者有机融合，形成合

力，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推动学校跨越式发展，提升教师团队专业化发展水平，为学

生的和谐发展、健康发展、终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李素香, 1965 年 11 月出生，山东省滨州市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中学高级教师，

山东省特级教师。2004 年至 2011 年任滨州清怡中学校长，2011年 7 月起出任青岛经济

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校长。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卓越校长、山东省优秀教

师、山东省特级教师、山东省创新校长提名奖、齐鲁名校长、滨州市名师、滨州市巾帼

建功标兵、滨州市学科带头人、滨州市教学能手、滨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滨城区十佳校

长等 20 多项荣誉称号，被聘为第 15 届全国和谐教学法研究会理事。 

十一、参观学校 

1.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 

    是一所年轻的学校，它成立于 2011 年 7 月，坐落于美丽的青岛西海岸，占地面积

4.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实验初中又是一所充满活力的学校，它是黄

岛区政府投资 1.5 亿元着力打造的一所高起点、高品质的现代化中学。 

   建校五年多来，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十佳创新学校、全国课改名校、全国创新教育示

范校、全国优秀家长学校、山东省规范化学校、青岛市首批现代化学校等 120项荣誉称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6825&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8635596&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3785396&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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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学校先后在“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首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教育部

全国教育厅局长教育信息化专题培训班”等有影响力的会议上推广教育经验 60 次，李

素香校长先后 4 次受教育部邀请为全国教育厅局长进行信息化培训，学校 600余人次教

师在各级比赛中斩获大奖，3400 余名学生在各级活动中崭露头角。2015 年 7 月，《新

闻联播》报道了学校教育信息化改革举措，在教育界反响热烈。 

2.黄岛区双语小学 

    黄岛区双语小学于 2014 年 9 月正式投入使用，学校占地 42 亩，总建筑面积 1.7

万平方米，运动场面积 7719 平方米。学校绿化环境优美、布局合理，设计为和悦楼、

童悦楼、福悦楼、悦读园、明德园、国际园、悦味厅、悦动馆的三楼三园一厅一馆校园

模式，并配有高标准的足球场、篮球场和排球场。 

一流的课程 

学校基于教情、学情、校情，开展国家课程校本化研究与探索，形成了国家课程校

本化，校本课程特色化，特色课程精品化的“微信企业号+和悦教育”国家课程校本化

思路。按照课程的任务分为基础类课程、拓展类课程、创新类课程三大类。 

    

   

全国中小学数学名师高峰论坛课程表 

     时间 专题 方式 拟请专家 

7月 12日 

主持： 

曹培英 

上午 8:30—8:50 开班式 开幕校长致辞 

 

青岛黄岛区双语小学杨世臣校长 

 

上午 

08:30-11:30 

《数学课堂教学发

展趋向》 

  专题讲座 
曹培英：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副院长、

数学特级教师               （已确定） 

下午 

 

 

14:00——17:00 

《我的成长之路—

—做一位有思想的

教师》 

    

   

专题讲座 

贲友林，1973 年生，江苏省小学数学特

级教师，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江苏省

“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现任教于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参与课标苏教版

小学数学教材编写与修订。  （已确定） 

7月 13日 

主持： 

曹培英 

上午 

08:30-11:30 

《混合式培训和校

本研修》 

专题讲座 

周  卫：研究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师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教师研修

网培训总监、国培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

学学校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国培项目顾问，宋庆龄学校

顾问，中国教师教育学会学术委员。1994

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基础

教育专家。长期从事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

区基础教育研究，为国内知名女童教育、

教师教育专家。            （已确定） 

下午 

 

 

《几何画板在数学

 

 

钱守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中学高

级教师，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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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的应用》 

观摩一节初中数学 

名师说课 

讲座 

体验式培训 

专题讲座 

 

师，国家级骨干教师，中国教育学会小学

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北师大版小学

数学课标教材分册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培训中心专家组成员，首都师范大学特

级教师工作中心兼职硕士生指导教师。现

任北京北京朝阳区课程室主任。（已确定） 

刘同军：青岛开发区实验中学教务主任， 

数学特级教师、齐鲁名师。 

7月 14日 

主持： 

曹培英 

 

上午 

 

《立足本质教学，

培育核心素养》 

体验式培训。说课、

讲座 

 

体验式培训。说课、 

专题讲座 

 

潘建明：江苏省特级教师，全国推进素质

教育先进工作者，中国基础教育研究所全

国基教优秀教师“园丁奖”，中国基础教

育研究所全国基教教育科研先进个人，中

国基础教育研究所江苏省青少年科教先

进个人，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优秀青少年

科技辅导员，课题“弘扬数学特色，培养

高素质人才”获江苏省数学专业全国一等

奖。全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与学科融合指

导专家;江苏省初中教学名师发展共同体

领衔人；江苏省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主持

人；常州初中教学教育名师工作室领衔

人。                       （已确定） 

7月 14日 

 

下午 

 

14:00——16:00 

校长讲座：李素香

学校参观、交流 

 

 

名校观摩 

 

青岛黄岛区实验初中：建校五年多来，学

校先后荣获全国十佳创新学校、全国课改

名校、全国创新教育示范校、全国优秀家

长学校、山东省规范化学校、青岛市首批

现代化学校等 120 项荣誉称号。学校先后

在“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首届

中美智慧教育大会”、“教育部全国教育

厅局长教育信息化专题培训班”等有影响

力的会议上推广教育经验 60 次，李素香

校长先后 4 次受教育部邀请为全国教育

厅局长进行信息化培训，学校 600 余人次

教师在各级比赛中斩获大奖，3400 余名

学生在各级活动中崭露头角。（已确定） 

注：以上课表为已确定课表，如因专家时间原因顺序可在本时间段内相互调换，如因特殊原因需调

整课程的我们将调换同等级别的专家为学员授课。如因学校原因，我们将调换同等级学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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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学语文名师高峰论坛课程表 

     时间 专题 方式 拟请专家 

7 月 17 日 

 主持 

苗文芝 

 
上午 
 

8:30—8:50 开班式    开幕致辞 青岛黄岛区双语小学杨世臣校长 

上午 

8:50—11:50 

《课例研修的观评

写课方法》 

 

讲座专题 

关景双：上海市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副院

长，知名教研专家。语文特级教师，“师

之蕴工作室”领衔者，教育学会理事。 

                          （已确定） 

下午 

 

14:00——16:00 

观摩初 中语 文课

例、名师说课 

主讲：关景双 

讲座《让琅琅书声

回归》 

主讲：苗文芝 

 
 
讲座专题、观摩课例、
名师说课 

关景双：上海市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副院

长，知名教研专家。语文特级教师，“师

之蕴工作室”领衔者，教育学会理事。 

苗文芝，现任黄岛区双语小学校长助理，

主管教师服务中心工作，分管信息服务中

心工作。全国百佳语文教师，山东省特级

教师、山东省优秀教师，淄博市教学能手、

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张店区教学能手、

学科带头人、十佳青年教师、优秀教师、

师德标兵、名教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专家；曾经获得第七届“语文报”杯全国

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张店

区、淄博市、山东省语文优质课评选一等

奖；多次执教区级、市级、省级公开课；

著有《苗文芝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实录精

选》等。                  （已确定）                 

7 月 18 日 

 主持 

苗文芝 

 

上午 

选四十位小学语文
老师当学生，上初
中语文的课 
说课、讲座 

体验式培训 
专家说课、讲座 
赵谦翔老师说:为何要
参加体验式培训？我
曾经给哈尔滨的小学
老师讲过一次初中诗
歌鉴赏课，反响极佳！
他们能从学生的角度
发现如何教才能实现
最佳效果。这是一种换
位思考，也是一种切身
体会。教师培训后即可
实际操作，可以收到立
竿见影的效果。 

赵谦翔： 清华大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荣获

“全国中小学中青年十杰教师”称号。首

都师范大学特级教师工作中心硕士生指

导教师、北京中教市培教育研究院中学委

员会主任、中国教师教育视频网首席专

家、全国中语会第九届学术委员。代表专

著有《赵谦翔与绿色语文》、《赵谦翔·绿

化语文》《赵谦翔讲语文》等。（已确定） 

 

下午 

14:00——17:00 

培养专家型教师的

实践探索 

李素香校长主旨报告、

开发区实验初中名校

观摩 

青岛黄岛区实验初中：建校五年多来，学

校先后荣获全国十佳创新学校、全国课改

名校、全国创新教育示范校、全国优秀家

长学校、山东省规范化学校、青岛市首批

现代化学校等 120 项荣誉称号。（已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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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 

 主持 

苗文芝 

上午 

选四十位小学语文
老师当学生，上小
学的课 
说课、讲座 
 

体验式培训 
 
专家说课、讲座 

 

窦桂梅，从教于清华附小，现任清华附小

党总支书记、校长。全国著名特级教师，

博士。北京教育学院兼职教授、东北师范

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

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

副所长。教育部“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

计划”特聘专家、专题课程主持专家。教

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

委员。教育部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

委员会小学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

高等学校小学教师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提名全国中小学中青年“十杰教

师”，先后获得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师德

先进个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被评

为“建国六十年来从课堂里走出来的教育

专家”之一。             （已确定）                

下午 《语文主题教学的

深度实践发展 

讲座专题 窦桂梅，同上。           （已确定） 

注：以上课表为已确定课表，如因专家时间原因顺序可在本时间段内相互调换，如因特殊原因需调

整课程的我们将调换同等级别的专家为学员授课。如因学校原因，我们将调换同等级学校考察。 

  

 

 

全国中小学语文数学名师高峰论坛回执表 

 

单位全称 （发票抬头） 姓名 性别 职务 学科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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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余老师  电话：18511084525  邮箱：bjjyys@126.com 

注意事项： 

1．会务组将根据报名表发报到通知，告知具体会议地点、乘车路线、食宿及日程安排等具体事宜； 

2．欢迎各地教育局、学区、学校组团参加和洽谈当地办会。 

3. 培训结束后，我们将给每位学员颁发北师大中国教师杂志社 32 学时证书。 

4．本次培训由北京市整全教育科技研究院协助承办并出具会议发票。 

5.有意愿打造北京师范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实验区（暨名师名校长工程），或者有意愿加盟北京师范

大学实验区、实验校及北京师范大学新标准体系幼儿园的，或者有意愿加盟全国双语教育实验学校

联盟的，请联系余老师                                    

            《中国教师》杂志社 

                                                     中小学名师巡讲团 

                                                      二零一七年五月                   

需要安排住宿的代表请填写：住宿日期 7 月___ 日到_____日共_____晚    标间（）  单间（）            

注：食宿费用自理  填写“√” 不安排住宿（   ） 

缴费方式：  1.转账____2. 公务卡_____3.个人卡_____4.现金______   

汇款事项： 如须转账请联系会务组老师,提供汇款账号。请将培训费用提前转账,转账请注明您的单位及

名字及参加的什么时间、地点的培训. 

mailto:bjjyys@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