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师联盟·第九届四川省“名师讲坛” 

小学语文、数学教学观摩研讨会 

邀 请 函 
 

                                                 

各地市、县区教育局教研室、教科院、所（教培中心）及各中小学校： 

在核心素养背景下，为贯彻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理念，学习统编版教材的

使用。全面解读“核心素养”的内涵，打造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按照经典案例实践到

理念提升的基本思路，有效提升教师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和实践智慧。应该是“立德树

人”“核心素养”的底色。知识能力——素质教育——核心素养，绝非名词概念的变异

演化，而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目标、教学理念的更新换代。 

为使一线教师抓住转型的前沿信息、先机及更新教育理念，北京百师联盟信息技

术研究院于 2019 年 10 月 18-20 日在成都市举办：第九届四川省“名师讲坛”小学语

文、数学教学观摩研讨会。我们竭诚欢迎各地小学语文、数学学科教师、教研员、教

师培训机构教师前来观摩研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形式： 

1.现场示范课； 

2.说课、评课、议课； 

3.沙龙互动； 

4.学术报告。 

二、活动特色： 

本次研讨会将为课堂教学注入新的理念，最新课堂教学成果的精彩呈现，丰富的

主题内涵。核心素养下教学理论、学术指导和实战教学深度融合观摩活动。 

1．最真的课堂观摩：特级教师现场示范课，全体代表全程听课评课； 

2．最新的专家报告：高效课堂教学理念、有效课堂教学模式专题讲座； 

3．课堂教学实例分享：代表畅所欲言交流，邀请发言，主动发言； 

4．营造和谐的课堂教学氛围提高效率：确立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激发学生主动

学习的兴趣。 

三、主办单位：北京百师联盟信息技术研究院       备考资源网（www.ks750.com） 

http://www.ks750.com/


四、观摩研讨科目：语文、数学 2 个学科（分 2 个会场同时进行）. 

每学科将有 8-10 节观摩课  6 个专题讲座，多位专家评课呈献给参会代表 

五、时间安排及会议地址： 

 2019 年 10 月 18-20 日     地点：成都市 

六、参加对象：  

各市（区、县）教育局、教研室（教科所）、教师进修学校、学科教研员；各小

学校长、分管教学副校长；教务处主任、学科教师等。 

七、报名事项： 

1． 各（州）市、县、区教育局、教研室（进修校、教科所）可统一组织。由于场地

限制，请参会教师务必在会前 3 天报名（额满为止），如超此时间需报名的学校可

来电咨询。 

2．培训费：本着以会养会的原则，每位代表缴资料费、培训费 480 元，交通费、食宿

费自理，回单位报销。所有代表一律凭票入场。 

3．提前一周报名单位可协助安排住宿，费用自理。 

4．会务组电话： 010—57190966     

 移动电话：13911771822 王老师            

电子信箱：bsLm@Lmedu.net                      

 

 

 

 

 

北京百师联盟信息技术研究院 

二 0 一九年八月五日  
 

mailto:bsLm@Lmedu.net


成都市：语文安排表： 

数学安排表： 

 

日期 主讲人 示范课及讲座主题 执教年级 主持+评课 

10月 19日 

上午 

8:10—12:00 

李劲松 执教示范课：统编五上 20《古诗词三首》 五年级 

王红梅 

李劲松 讲座：《谈古诗词教学》 

吴  勇 执教示范课：《小小动物园》 四年级 

吴  勇 讲座：《习作教学新纪元》 

10月 19日 

下午 

13:40—17:30 

王红梅 执教示范课：《比较阅读课》 五年级 

王红梅 讲座：《全脑语文提高学习力》 

李  斌 执教示范课：《写采访提纲》 五年级 

李  斌 讲座：《促进思维发展的写作教学》 

10月 20日 

上午 

8:10—12:00 

诸向阳 执教示范课：《冬阳﹒童年﹒骆驼队》 五年级 

张忠诚 

诸向阳 讲座：《从一篇课文走向一本书》 

李  文 执教示范课：《父亲、树林和鸟》 三年级 

李  文 讲座：《对话策略下，语文课堂教学的生成》 

10月 20日 

下午 

13:40—17:00 

张忠诚 执教示范课：《写清楚一件事》 四年级 

张忠诚 讲座：《从写清楚到写具体》 

日期 主讲人 示范课及讲座主题 执教年级 主持+评课 

10月 19日 

上午 

8:10—12:00 

赵 东 执教示范课：《可能行》 五年级 

许卫兵 

赵  震 执教示范课：《和差问题》 四年级 

赵  震 讲座：《基于思维外显的小学数学学习》 

10月 19日 

下午 

13:40—17:30 

杜海良 执教示范课：《长方体的认识》 五年级 

杜海良 讲座：《新结构性学习的探索》 

许卫兵 执教示范课：《年月日》 三年级 

许卫兵 讲座：《指向整体建构的简约数学教学》 

10月 20日 

上午 

8:10—12:00 

张洪叶 执教示范课：问题解决课《寻找窃贼》 三年级 

席争光 

张洪叶 讲座：《从“解决问题”到“问题解决”》 

顾亚龙 执教示范课：《位置的表示方法》 四年级 

顾亚龙 讲座：《把握小学数学教学设计的“六个度”》 

10月 20日 

下午 

13:40—17:00 

席争光 执教示范课：《举一反三》 五年级 

席争光 讲座：《为理解而教》 



语文专家简介： 
李劲松：中学高级教师，中共党员，义乌公学教师，江苏省名教师，市级学科带头人，中青年骨
干教师，省教学竞赛特等奖，省新课程优秀课例评选一等奖，省春蕾助学活动“爱心教师”，优
秀班主任、模范工作者。 
吴  勇：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南京上元小学副校长，晓庄学院外聘教授。吴老师

执教的习作课《苹果历险记》获得“媒体看课”2012 年中国小学作文教学擂台赛特等奖，习作教

学课多次获得省市优质课评比一等奖。近年来他在全国一百多个地级市执教习作课和写作教学讲

座。他对我国小学写作教学的理论探讨，对我国小学写作教学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是《语文教

学通讯》《小学教学》《小学语文教学》《小学语文教师》《小学教学研究》《教育视界》《新作文》等

杂志的封面人物。 

王红梅：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中学高级教师，全脑语文教学专家，现任南京市文靖东路小学校长，

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科研优秀教师”、“江苏省优秀教师”、“江苏省优秀班主任”、“江苏省 333 工程

培养对象”等称号。在各级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了学生习作、新课程教师教学及培训用书十

余部。在课堂教学中，践行“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学习者”的理念，展示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思想。曾荣获全国示范课一等奖，先后被国家教师发展基金会评为优秀学术研究员、

全国优秀辅导教师，长期致力于“全脑语文”的研究，形成了“以脑科学为依据，还原学生真实语

文”的教学风格，并先后应邀到全国各地讲学。 

李  斌：重庆市特级教师，中学高级教师，重庆市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第四批“教学名师”， 重

庆市名师，全国小学写作教学名师，2017 全国小语“十大青年名师”，重庆市优秀班主任，重庆市

优秀辅导员，教育部“国培计划”培训专家，两江新区“李斌名师工作坊”主持人，重庆市演讲爱

好者协会副会长，现任重庆两江新区星光学校副校长。《语文教学通讯》《新作文•小学作文创新教

学》杂志封面人物，获全国小学作文教学观摩活动特等奖，重庆市第二届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观摩活

动一等奖。近年来，潜心开展习作教学实践研究，应邀到上海、浙江、江苏、福建、深圳等省市执

教习作观摩课，举办学术讲座 150多场。主持、主研全国、市规划办课题 6项，多篇论文在《人民

教育》、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小学语文教与学》、《语文教学通讯》等刊物发表。重庆电视台、《人民

网》《凤凰网》《光明网》《重庆日报》等媒体先后对其习作教学事迹进行了专题报道。 

诸向阳：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浙江大学、苏州大学国培班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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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提出了“从课文走向课程” 的教学主张，研发的“微

课程”在小学语文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在语文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富于情趣、充满睿智”的课

堂教学特色，被《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整版报道。100 多篇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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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的育儿经》。 

李   文：特级教师，2019年全国十大青年名师。安徽省广德县桃州一小党支部书记，校长，安徽

省“中小学特级教师工作室首席负责人”，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名师专业发展研究会学术委员，全国

小学语文名校教研联盟常务理事。曾获全国新体系青年教师作文教学大赛特等奖第一名，多次执教

全国作文、阅读、绘本教学示范课，多篇教学论文、教学设计发表于省级 CN 刊物，2018 年 11 期

全国优秀中文期刊《小学创新作文教学》封面人物。 

张忠诚：江苏省徐州市兴东实验学校教师，任务写作教学的倡导者，江苏省特级教师，中学高级教

师，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特约研究员，扬州大学中国语

文教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商丘师范学院、贵阳学院“国培计划”讲师，徐州市优

秀教育工作者，徐州市优秀教科室主任，徐州市学科带头人，徐州市优秀读书个人。多年来遵循语

文教学的规律，潜心研究，践行师生共生充满活力的语文教学。语文课堂教学，以语言为核心，深

入开展语文学习活动，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为目标，形成了简中求丰的课堂教学特色。曾被

邀请到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公开示范教学、讲座 300多场。在《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师报》等国家级、省级刊物刊物发表论文八十多篇。 

 



 
数学专家简介: 
赵  震：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育翔小学回龙观学校副校长，曾在“全国第七届深化小学数学课堂

教学改革观摩交流活动” 中获得一等奖，并先后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小学数学骨干教师、

首都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赵 东：北京市骨干教师，高级教师，从事小学数学教学工作 23 年，任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铁道北小

学教导处主任。曾获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全国小学数学优化课堂教学录像

课评比一等奖； 京市第八届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现场观摩课一等奖；北京市小学新课程教师教学基

本功比赛数学学科一等奖；“北京市吴正宪小学数学教师工作站”核心组成员，曾获“工作站突出

贡献奖”。 

许卫兵：江苏省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正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首批江苏人

民教育家培养对象，江苏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专家委员，江苏省 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学术带头

人，南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南通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特聘教授。积极倡导简约教学，研究成果荣

获江苏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特等奖、国家教育部教学成果二等奖，收入《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

等著作。著有《简约数学教学》、《成为高度自觉的教育者——写给后课标时代的数学教师》等著作，

主编或参编教材、著作 10多本，在《人民教育》《课程·教材·教法》等有影响力的杂志发表文章

280 多篇。领衔许卫兵名师工作室、全国 12 省 100 所联盟校的简约教学体系资源建设和结构化学

习研究，为全国较有影响力的教学名师，讲学足迹遍布全国。 

张洪叶：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数学教师，“华应龙名师工作室”成员，被教育部基础教育资源

中心聘为网络教研数学组专家，被中央电化教育馆聘为部级评审专家，北京市西城区小学数学兼职

教研员。曾参加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小学数学课程核心内容及其教学的研究”之小学数学学科研究

课例一等奖；北京市课堂教学评比一等奖，北京市教学设计评比一等奖，北京市“京城杯”课堂教

学展示，好评如潮。在《小学数学教师》、《小学教学设计》、《中小学数学》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

多篇论文获国家级、市级一、二等奖。 

顾亚龙：特级教师，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小学数学教研员，上海市徐汇区学科带头人，小学数学

学科基地主持人，全国课堂教学评比一等奖获得者，上海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秉持“为学

生智慧的成长而教”的教育教学理念，先后到三十多个省、市上展示课 300多节，形成了“简约而

厚重”的个人教学风格。个人研究方向：数学文化，个人专著：《以文“化”人——小学数学文化

的育人视界》，近期研究动态：用结构的力量改变课堂；小学数学题组模块教学研究。 

席争光：北京新学道洛阳国际书院执行校长，全国知名数学教师、河南省名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

头人、河南省极具成长力教师、洛阳市首届特级名师、席争光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洛阳市优秀教师、

更美洛阳人十佳百星、洛阳市中小学教育教学专家、洛阳市业务标兵。吉利区建区 30 周年十大优

秀人物。执教优质课多次获省、市、区级一等奖之冠；代表河南省参加全国第七届深化小学数学教

学改革观摩交流会，获大赛一等奖。参与的课题获国家级别成果一等奖。2010 年被选为第 6 期《小

学教学》封面人物。 

 

 

 



百师联盟·第九届四川省“名师讲坛”小学语文、数学教学观摩研讨会 

报名回执表  

 
 
单位简介： 

百师联盟成立于 2006 年，经过多年的发展，现旗下拥有：北京百师联盟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百师联盟（北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等十一家独立法人股份制公司，是集培训研讨、文化

交流、咨询顾问为一体的专业服务商。项目涵盖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各个阶层。

拥有一支由百强名校名师联盟组成的资深专家顾问团师资队伍，保证为学员提供最先进、最及

时、最有效的培训内容和形式，可以为各阶层学校提供广泛的业务合作。 

1、学校在（备考资源网）www.ks750.com 上获取各省名校相关复习资料、模拟试题等； 

2、提供网络在线实时远程教育服务，让老师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全国优质师资及资源支持； 

3、定期在全国各地举办中、高考研讨会和走班教学研讨会； 

4、备考教练、骨干教师、班主任、校领导四大专题培训； 

5、定期在全国各地开展“新课程课堂教学经验”交流会； 

6、提供全套原创高三摸底考、月考、冲刺考、仿真模拟考等试卷及相关教辅材料。 

单位名称  

 

带队人员 

姓 名 职  务 学  科 手  机 邮  箱 

     

 

参 

 

会  

 

人 

 

员 

     

     

     

     

     

     

     

     

培训说明 □ 我单位决定派（    ）名人员参加培训活动。             

□ 申请讲课  □申请担任主持老师  推荐授课名师：          执教课名:__________ 

活动需求 是否住宿：是： □  否：  □(提前一周报名可申请预定房间) 

活动说明 会前一周统一发报到地点、行车路线及日程安排，参会老师请带好身份证，以便

入住酒店使用 

会务组：010—57190966    

移动电话：13911771822    

电子信箱：bslm@lmedu.net  联系人：王老师 

 

 

签  字 

2019年   月   日                           

mailto:bslm@lmedu.net


百师联盟·第九届四川省“名师讲坛”小学语文、数学
教学观摩研讨会 
成都会场地址 

尊敬的参会代表： 

     您好，欢迎参加由北京百师联盟教育信息研究院主办的“百师联盟·第九

届四川省“名师讲坛”小学语文、数学教学观摩研讨会”。现将报到的相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报到时间：2019 年 10 月 18 日全天（8：00—19：00 领取听课证、                 

资料及会议日程表） 

二、报到地点：成都安泰锦云酒店（成都市高新区中和大道二段 99 号） 

(安泰锦云酒店只作为参会代表报到用，所有参会代表住宿会务组根据报名前后安排 

在培训会场附近 3.5 公里住宿。请住宿代表务必带上身份证）。 

三、会议时间：10 月 19--20 日  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 

四、会议地址：中和中学会议室 

五、住宿标准及费用：双人普通标准间：290 元/间/晚（含双早）（50 间） 

双人豪华标准间：350 元/间/晚（含双早） 

就餐费用：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六、会务组联系人：陈老师    电话：18500922807 

北京会务组电话：010-57190966   王老师： 13911771822    

七、乘车路线： 

火车站： 乘坐地铁 1号线经过 16站在天府三街站下车（C2口出），然后乘公交 185路经过 3 

站在化龙社区站下车，步行至酒店（打车约 50元） 

火车东站：  乘坐地铁 7号线经过 5站在三瓦窑站下车（B口出），换乘公交 510路经过 3 

站在新下街站下车，步行至酒店（打车约 40元） 

双流机场：  乘坐地铁 10 号线经过 5站在太平园站下车，然后换乘坐地铁 7号线经过 5 站在 

三瓦窑站下车（B口出），换乘公交 510路经过 3站在新下街站下车，步行至酒店（打车约 50

元） 

八、其它未尽事宜，详见报到当天的会议须知。 
祝您和您的随团一路顺风、如期抵达！ 

北京百师联盟教育信息研究院  
2019 年 09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