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东 省 东 南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院 函 件

儿 童 阅 读 进 校 园

——走进江苏省苏州市盛泽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因为儿童，我们走在了一起；因为阅读，我们相约结伴而行；因为儿童阅读，我们行走在探究的征程

中！为更好地持续推进儿童阅读课程研究，为更多的儿童阅读课程实验学校提供服务，为一线儿童阅读研

究的老师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儿童阅读课程研究中心决定举办“儿童阅读进校园”专题活动，2017 年 10

月将走进儿童阅读课程实验基地——苏州市盛泽实验小学，零距离体验名校儿童阅读课程，深入探究名校

儿童阅读进课程、进课堂、进评价的成功经验！

儿童阅读课程研究中心的专家和名师将在本次活动中携手全国各地的阅读推广人、领路人和一线骨干

教师，分享儿童阅读课程的成果和阅读推广的经验。活动将从单篇阅读、群文阅读、绘本阅读和整本书阅

读四大板块进行引领、示范和交流。

欢迎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积极组织老师参加活动！我们以未来的名义，与您相约在人间天堂、丝绸之

乡——苏州·盛泽。

【主办单位】儿童阅读课程研究中心 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

【承办单位】江苏省苏州市盛泽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学术支持】《语文教学通讯 C》 《小学语文教学》 《小学教学设计》 《教师论坛》

【活动时间】2017 年 10 月 27-29 日（26 日全天报到）

【活动地点】苏州·盛泽

【参加对象】各级语文教研员，校长，广大语文老师，儿童阅读推广人等

【活动内容】

1.深入体验和探究苏州市盛泽实验小学儿童阅读课程；

2.一线名师现场示范儿童阅读多种课型（王文丽单篇阅读，李玉贵台湾儿童阅读，李怀源整本书阅读

蒋军晶群文阅读等）；

3.儿童阅读专家现场报告（崔峦 朱自强 吴福雷等）；

4.各地实验学校经验交流和成果共享。

【课程团队】（按姓氏笔画排列，详情请登录官网 http://www.dnjky.cn/查询）

干国祥 新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新教育实验副理事长

王文丽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研修学院语文教研员，特级教师，北京市学科带头人

朱自强 著名儿童文化学者，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

李玉贵 台湾著名语文教育专家

李怀源 特级教师，现任清华附小商务中心区实验小学（一校区）执行校长

沈玉芬 江苏省小学语文特级教师，盛泽实验小学副校长，苏州市吴江区小学组块教学研究室研究员

张学青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实验小学，特级教师

吴福雷 安徽省教科院小学语文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

崔 峦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全国小语会名誉理事长

蒋军晶 2015 年全国教育改革创新教师，浙江省教坛新秀，特级教师

薛法根 江苏省苏州市盛泽实验小学校长，中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



【拟定日程安排】

【培训费用】会务费（培训费）680 元/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回单位报销，需开发票单位请提供

单位名称及税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请您务必了解学校报销流程。）

付款方式:转账、现金、刷卡均可，转账时请注明 “XX 学校苏州活动”

户 名: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西丽支行

账 号:4420 1622 6000 5251 2309 支付宝转账：13632668001@qq.com

【报名办法】（请在官网下载报名表和正式通知，下面几种方式均可报名）

官网:http://www.dnjky.cn/ 邮箱：dnjky@qq.com QQ：425062374

电话：400 063 7288 0755-28773933 28761887 13802573588 13802237528

微信号：15019223922 公众号:东南教科院（dongnanjiaoke) 监督电话：13632668001

【优惠名额】继续推出对西部地区免费优惠听课名额，详情请关注官网。

【特别说明】

1.精品课程，控制参会人数，确保深度参与，请提前报名；电话报名如果占线，请直接把报名表发到

指定邮箱。报名成功后，会务组会及时联系各单位领队电话或微信，敬请保持畅通。欢迎各地教育部门组

织学校集中报名，大型团体报名电话 13802237528，可提前送票上门。

2.酒店及交通：需要统一安排接送及住宿单位，请联系 13802237528，有专人为您订做一站式服务。

3.颁发继续教育学分卡。

4.活动将制作成光盘，会前订购按 8 折优惠。

5.报到地点、行车路线、会议学习资料等相关资讯会及时在官方公众号“东南教科院”发布。

儿童阅读课程研究中心 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日期 时间 内容和主讲 主持人

27 日

上午

09:00-09:20 开幕式

张学青

09:20-10:00 薛法根：盛泽实小教育集团儿童阅读主题汇报

10:10-10:50 沈玉芬：学校阅读成果展示

11:00-11:40 王晓奕：单篇课堂教学展示

11:40-12:00 崔 峦：专家点评

12:00-12:50 午餐、午休

27 日

下午

12:50-13:30 王霞芬：学校班级阅读活动展示

张学青

13:40-14:40 李玉贵：名师儿童阅读课堂展示

14:40-15:40 各实验区代表：阅读经验交流

15:50-17:00 干国祥：名家阅读论坛

28 日

上午

08:30-09:30 王文丽：名师课堂展示（单篇阅读）

薛法根09:40-10:40 蒋军晶：名师课堂展示（群文阅读）

10:50-11:50 李怀源：名师课堂展示（整本书阅读）

11:50-13:00 午餐、午休

28 日

下午

13:30-15:00 朱自强：专家报告
薛法根

15:00-16:00 吴福雷：专家报告

29 日 校园文化考察（自愿参加）

http://www.dnjks.com/
mailto:360019085@qq.com


附件 1：关于报送儿童阅读课程研究优秀课例和经验的函

附件 2：报名回执表

附件 1：

关于报送儿童阅读课程研究优秀课例和经验的函

全国儿童阅读课程研究中心实验学校及各中小学校：

为进一步贯彻中央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精神，推动当今语文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我

们在成功举办两届儿童阅读课程推进大会的基础上，为持续推进儿童阅读课程研究，为更多的儿童阅读课

程实验学校服务，给基层学校广大老师提供新鲜教学改革经验，儿童阅读课程研究中心特向各地学校征集

儿童阅读课程研究优秀课例和成功经验，并择优在儿童阅读课程大会上展示。欢迎各学校，尤其是儿童阅

读课程研究中心实验学校踊跃参加。具体事项如下：

一、报送材料要求：

1.上报形式：优秀课例的上报形式是教学设计、视频；经验介绍的上报形式是以文字、图片、PPT 和视

频等；建议最好都用视频形式，视频时间 15 分钟以内，<500MB；

2.文件命名格式：单位名称+类型名称；（类型名称从优秀课例、经验介绍选择一项）

3.报送方法：邮箱 dnjky@qq.com；材料内容如过大请直接上传百度云盘，用户名：13530428980 密码：

13530428980，发送邮件同时联系下面电话告知；

4.报送时间：2017 年 10 月 10 日之前。

二、联系电话：400-063-7288 0755-28773933 13802573588 周老师

三、报送材料使用：组委会将选择有代表性的部分成果在儿童阅读课程大会上展示，部分在“儿童阅

读课程研究中心”微信平台上及相关媒体上分享与展示。

儿童阅读课程研究中心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件 2：

儿童阅读进校园活动报名回执表
填好请发邮箱：dnjky@qq.com

住宿起止时间
入住: 月 日 点

退房: 月 日 点

联系人

手机

住宿标准 ( )A. 250-300 元/天/间 ( )B.300-350 元/天/间 ( )C. 350-450 元/天/间

需房间数量 标单（ ）间 标双（ ）间

参会人员信息登记表

姓名 职务 手机 QQ 住宿（填写单间或标间，

不住宿者不填写此项）

单位名称 包括：开发票名称、税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职务 办公电话

QQ 号码 邮箱 手机号码

订票数量 （ ）套 付款方式

1. 提 前 转 账

（ ）

2. 现 场 支 付

（ ）

订购光盘 会前订购 400 元/套，会上及会后购买 500 元/套 订购数量:（ ）套

住宿 是否需要主办方协助联系:是（ ） 否（ ） 要住宿单位需填写住宿登记表

mailto:dnjks00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