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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英语中高考研讨及教学技能培训会”

会前通知

各中小学英语教师、教研员：

“第一届英语中高考研讨及教学技能培训会”将如期举行，其中 2018

年 9 月 25 日至 28 日举办高考研讨及教学技能培训会，9 月 27日至 30

日举办中考研讨及教学技能培训会。关于报到和培训地点等信息通知如

下：

一、报到时间和地点

（一）英语高考研讨与教学技能培训会

会议日期：9月 25日至 28日，其中，25日报到，26-27日会议，28

日自我总结反思及离会。

会议地点：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行政礼堂。

报到时间：9月 25日上午 9:00-晚上 8:30。

报到地点：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文科楼（华师地铁站 E出口，具

体位置见附件 3）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七楼外语培训中心。

或

报到时间：9月 26日上午 7:30-8:30。

报到地点：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行政礼堂一楼正门。

（二）英语中考研讨与教学技能培训会

会议日期：9月 27日至 30日，其中，27日报到，28-29日会议，30

日自我总结反思及离会。

会议地点：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行政礼堂。

报到时间：9月 27日上午 9:00-晚上 8:30。

报到地点：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文科楼（华师地铁站 E出口，具

体位置见附件 3）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七楼外语培训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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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报到时间：9月 28日上午 7:30-8:30。

报到地点：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行政礼堂一楼正门。

二、缴费须知

（一）“英语高考研讨与教学技能培训会”和“英语中考研讨与教学技

能培训会”的培训费分别收取，各为 980元/人。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由学

员回所在单位报销。

（二）已完成公对公转账的学校请在 9月 20日前将转账凭证拍照或

扫描发至邮箱：sfstrain_hs@163.com, 邮件主题：XX（学校）转账凭证，

邮件正文：转账单位、转账账号、转账时间及转账金额。

（三）关于发票，如在 9月 20日前完成公对公转账或 9月 27日及

之前刷卡缴费的学员，可以在培训结束前发放发票。其余学员需邮寄发

票。发票的具体发放事宜请听大会现场通知。

三、温馨提示

1.请佩戴好培训证，凭证进入会场。

2.由于华师校园停车位有限，请各位老师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

达校园。如需乘坐大巴过来报到，请在校方保安指定的区域停车后，再

步行到报到地点办理报到手续。

3.关于本次培训如有疑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衷心感谢您的支持

与参与。联系人：文老师，电话：（020）85211407。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2018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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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高考会议议程

时 间 内 容 主 讲/出 席

9月
25日

09:00-20:30 会议报到 会务组

9月
26日
上午

7:30-8:30 会议报到 会务组

8:30-9:00 开幕式
华南师大外文学院

院长谷红丽教授

9:00-9:50
主旨发言：Educational testing: For the benefit and
growth of the learner

张连仲

9:50-10:40 主旨发言：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高考新题型分析 夏谷鸣

10:50-11:40
主旨发言：基于高考大数据的考生英语综合运用能

力现状分析
徐曼菲

9月
26日
下午

14:00-15:00
基于语篇分析的阅读教学微技能与高考试题命制的

关系
周 燕

15:05-16:05 高考读写题型分析与考试策略 葛炳芳

16:15-17:15 高考听说题型分析与考试策略 刘晓斌

9月
27日
上午

8:30-9:10
高考教学经验介绍与交流 林佩华

9:15-10:25 高三英语阅读课教学展示+评课 王卫华、吴 欣

10:30-11:40 高三英语写作课教学展示+评课 雷传利、李秀芳

9月
27日
下午

14:00-15:10 高三英语听说课教学展示+评课 马 旭、颜倩雯

15:15-16:25 高三英语语法课教学展示+评课 廖明生、林良达

16:30-17:20
高考备考策略体系的构建

--- 基于近五年试题的实证研究
黄丽燕

17:20-17:30 闭幕式
华南师大外文学院

院长谷红丽教授

9月
28日 全 天 自我反思总结；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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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会议议程

时 间 内 容 主 讲/出 席

9月
27日

09:00-20:30 会议报到 会务组

9月
28日
上午

7:30-8:30 会议报到 会务组

8:30-9:00 开幕式
华南师大外文学院

院长谷红丽教授

9:00-9:50 主旨发言：通过“任务”考查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龚亚夫

9:50-10:40 主旨发言：如何开展语篇层面的中考英语复习教学 蒋京丽

10:50-11:40 主旨发言：国内英语中考现状分析与改革思路 黄丽燕

9月
28日
下午

14:00-15:00 中考阅读题型分析与考试策略 黄志红

15:05-16:05 中考书面表达题型分析与考试策略 温爱英

16:15-17:15 中考听力题型分析与考试策略 刘晓斌

9月
29日
上午

8:30-9:10
中考教学经验介绍与交流 王文琛

9:15-10:25 初三英语阅读课教学展示+评课 张小燕、李 艾

10:30-11:40 初三英语写作课教学展示+评课 李 宇、吴少华

9月
29日
下午

14:00-14:40 中考教学经验介绍与交流 李 睿、徐承辉

14:50-16:00 初三英语语法课教学展示+评课 曾苗青、王武骥

16:05-17:15 初三英语听力课教学展示+评课 祝智颖、周莹之

17:15-17:30 闭幕式
华南师大外文学院

院长谷红丽教授

9月
30日 全 天 自我反思总结；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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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专家及名师团队简介

龚亚夫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教育战略学会儿童教育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张连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专家组核心成员。

夏谷鸣 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工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修订组核心成员。

谷红丽 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丽燕 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曼菲 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刘晓斌 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黄志红 原广东省教育厅教研室英语科主任、正高级/特级教师、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特聘教

授。

周 燕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教研员、正高级/特级教师、教育部一优一师优质课评审专家。

蒋京丽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小学外语教研室主任，特级教师、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

中心常务理事。

葛炳芳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教研员、特级教师、浙江省教育学会外语教学分会秘书长、教育部

“国培计划”培训专家、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导师。

温爱英 江西省教育厅教研室教研员、国家新课程远程研修专家组成员、教育部中考评价英语学

科组专家成员、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雷传利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教研员、高中英语教材《新标准》修订版核心编委、教育部“一师

一优课”评审专家、西南大学硕士生导师。

李 宇 湖南省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湖南省督导评估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祝智颖 上海市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教研员、上海市初中英语学科中心组成员。

王卫华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全国外语教师园丁奖、首届全国外语教师名师。

李 睿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英语教研员，华南师范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全国中小学外语教

师名师，教育部“国培”项目授课专家，获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园丁奖

廖明生 佛山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高级教师。

张小燕 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名师、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教学能手。

马 旭 广州市越秀区教育发展中心英语科组长、教研员、广州市优秀教师。

曾苗青 广州市越秀区教育发展中心教研员、广州市基础教育系统“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导师。

林佩华 广州市执信中学高级教师、首届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名师和教学能手

王文琛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初中英语科组长、广州市英语中心组及天河区英语中心组成员。

李秀芳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高级教师、双流区学科带头人、成都市高中英语学科中心组成员。

徐承辉 深圳市南山实验教育集团南海中学英语教研组长。获深圳市南山区优秀教师、南山区优

秀班主任、南山区百名特色班主任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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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华南师范大学平面图

华师大西门

地铁：华师站 E出口

公交：师大后门站

华师大正门

BRT：师大暨大站

饭堂：陶园

饭堂：沁园

饭堂：雍园

文科楼（外

文学院）

粤海酒店（华师大厦酒店）

行政礼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