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YECC青少年英语能力展示活动

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为伟大祖国七十年喝彩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研学

暨“2019 第十届 CYECC 青少年英语能力展示

与英语新课程改革教学成果交流活动”

活动细则

一、 活动宗旨

1.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助力我国基础英语教

育改革，落实教育部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标准》的理念和具体要求，提升学生英语学科素养，使“培养

具有祖国情怀、国际视野，能够用英语进行有效国际交流的人才”的英语教育目标落到实处；同时，根

据教育部等 11 部委《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精神，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2019 第十届

CYECC 青少年英语能力展示活动以“主题研学+研学成果的英语表达能力展示”、“地区主题研学与展示、

全国主题研学与展示”的方式进行，帮助学生将书本知识与生活经验深度融合，发展用英语整合信息、

思考、交流、合作完成真实语言任务的实践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2. 2019 年是我们伟大祖国建国七十周年，七十年风雨兼程，七十年的发展巨变，正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梦的真实演绎。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配合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2019 年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研学与展示，顺延并丰富 CYECC 青少年英语能力展示活动的理念和操作，以“我

和我的祖国”为主题，包括：“我的家庭”、“我的学校”、“我的家乡”、“我的祖国”等子话题。

以“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为视角，引导学生认识和热爱自己的家乡、祖国，尝试用英语向世界介绍

中国，介绍自己的家乡，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讲中国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讲清中国道理，生动展现

我们国家其实年来取得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等各方面的辉煌成就，培养其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开

放精神，用英语与世界平等交流的能力和素养。

3.以富含语言技能、语言文化和语言思维等多层面的丰富多样的形式，基于主题、语境和学习任务

的三维语用研学活动与展示，推动中国青少年学生提升运用英语思考、协作、探究等解决问题的能力，

展现他们在英语学习中个人的成长和风采；以研学促进英语能力提升，以英语能力发展促进研学成果，

多方位提升青少年英语综合素养，英语语言能力、学习能力、思维品质、文化意识等都得到全方位发展。

同时展示优秀英语教师的英语素养和运用先进理念进行英语教学的风采和成果。

二、活动口号

英语沟通世界，激情放飞梦想！

Fly Your Dream，Fly With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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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与对象

基础教育各学段学生、各学段英语教师

四、组织机构

主 办 单 位：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承 办 单 位：博瑞教育集团

特别支持单位：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剑桥大学出版社）、台湾何嘉仁国际文教集团、青

岛出版集团、苏州弛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仁人教育、北京迈瑞科教育、清睿教育（口语 100）、

北京欢乐赢国际教育、北京银海金韵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组委会：

名誉主任：

顾明远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陈 琳 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理事长、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

主 任：

龚亚夫 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

副主任：

张连仲 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教育部义务教育、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修订组核心专家成员，教育部国家级培训专家库审定专家

李 力 教授、博士生导师，原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专家

成员

秘书长：

雷 军 博士，中学英语高级教师，微语言英语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委托课题“信息技术在

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应用研究”课题组秘书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深度学习”

教学改进项目英语学科组专家

委 员：

曹建召 博士、河北省邯郸市教育考试院院长

董洪丹 四川省教育科学院副院长，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常务理事

扈华唯 湖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外语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湖北省英语教研员

李 静 辽宁省中小学外语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高中英语教研员

廖声斌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深圳市高中英语教研员

刘兆义 英语特级教师、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教育部高中新课程实验专家工作组成

员、教育部师范司 STEPP 项目学术委员，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少儿 ICT 项目顾问、《学

生双语报》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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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峰 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英语教研员、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江苏

省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

胡 明 英语特级教师，苏州省名教师，原江苏省苏州市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教育部国培项目苏州

培训中心负责人

高洪德 英语特级教师、教育部高中英语新课标修订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副

理事长，原山东省教研室副主任、高中英语教研员

平克虹 中学英语特级教师、原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英语教研员

覃文胜 四川省教科院英语教研员

邱耀德 广开大学华美外国语学院院长，教育部高中英语新课标修订组成员、原首都师范大学大学

英语部主任

夏谷鸣 英语特级教师、华中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浙

江省教育学会中小学英语教学分会会长、教育部高中英语新课标修订组成员

徐 岩 原吉林省教育学院英语教研员

杨银建 湖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外语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禹海军 英语特级教师，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英语教研员

于 钢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外语研部副主任，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

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张 涛 山东省教研室英语教研员

专家命题、评审委员会：

主 任：刘兆义、张连仲

委 员：

毕 妍 博士、天津工业大学教师

褚金丽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语音教学专家

陈 力 博士、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室副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副研究员

杜俊知 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英文编辑

付安权 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龚卫东 烟台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外国语学院教授、副院长

郭 静 北京联合大学教师

黄丽燕 博士、华南师大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雷传利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高中英语教研员

刘北利 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教育系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

刘 鹰 英语学习模式与学习策略专家，多维明聚教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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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同梅 北京联合大学教师副教授

寇学敏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苏 勇 教授、山东省鲁东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

申晓月 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教师

孙大伟 英语特级教师，东北师范大学附中英语室主任，东北地区英语教学研究高端论坛理事长

孙山泉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王 莉 博士、河北省工程学院教师

王玉梅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初中英语教研员、教育国际化研究室主任

王逸梅 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王秋生 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科研处副处长

吴明建 国际注册高级心里咨询师、潜能测评分析师、家庭塑造师导师

苑秀中 河北省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袁昌寰 北京教育学院教授，教育部国培项目专家

张 丹 英语特级教师，辽宁省锦州教师进修学院初中英语教研员，教育部国培项目专家

张 剑 北京微语言英语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英国伦敦圣三一学院国际英语口语等级考试

中国区考官

张宝晨 家庭教育指导师高级讲师、适性发展教育高级咨询师、皮纹分析师高级讲师

赵小冬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组委会办公室：

张 丽 活动组委会办公室主任

高 宇 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五、活动内容与特色

2019 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我和我的祖国”主题研学与展示，从基础英语素养、 情境英语运

用、语言与文化展示等三个层面设置，围绕青少年学生英语学习设置相融并济的学生英语主题研学活动、

学生英语能力展示活动、英语教育教学高端论坛、教师英语教学能力展示活动（详见专项细则）、英语

学习能力提升专家讲座，学生才艺展示等活动。

(一)活动特色

1.主题研学，知行结合

根据新时代我国青少年培养目标和成长规律，让学生以探究的方式对有意义、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

各类热点话题，通过过程性、网络化、个性化学习，进行主题研学，以多种生动活泼的研究、展示和表

达，活用其获得的英语知识和技能。帮助学生加深对我国璀璨的历史文化与辉煌的改革开放成果的认识，

使学生的个人成长与祖国发展相结合，使书本知识与生活经历相融合，帮助学生扩大视野、提升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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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热爱祖国的情怀，努力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讲中国好故事；同时，通过中外文化对比，培养与世界

沟通的正确态度和基本能力，增强其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2.能力立意，形式丰富

从基础英语素养、 情境英语运用、语言与文化三个维度展开基于主题的学习活动，展示学生听、说、

读、写、译、协作、思考、表达、解决问题等英语综合语用能力，以研学提升能力，以能力促进研学，

提升青少年英语综合素养。

3.提升个人素养，培养团队精神

多样团队活动，引导学生学会理解、宽容、信任、分享、协作与帮助等，提升个人发现与解决问题

能力的同时，培养团队精神、责任担当。

4.陶冶情操、提高素养，立德树人，全面发展

提升英语能力，更重视德育，德智体美几方面教育相互渗透、协调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

康成长。正是遵循新英的语课程标准基本理念“德育为魂、能力为重、基础为先、创新为上，注重在发

展学生英语语言运用能力的过程中，帮助他们学习、理解和鉴赏中外优秀文化，培育中国情怀，坚定文

化自信，拓展国际视野，增进国际理解，逐步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思辨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助力我国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

5.契合英语课程目标，落实国家对英语学习的新要求

讲述好中国故事已成为展现中国文化和提高中国影响力的必然趋势。活动要求“用英语讲好家国故事，

弘扬中国文化”，正是契合新课程标准“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总体目标，紧跟国家对英语学习的新要求。

(二)活动内容与形式

活动分“地区主题研学+展选和全国主题研学+展示”两个部分。

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不同学段的学生可分别使用我的家庭、我的学校、我的家乡、我的祖

国等子话题。核心是使学生更好认识自己的祖国，有效地向国际讲好中国故事，讲中国好故事，讲清中

国道理。

活动要体现话题、问题、研讨、表达，核心是现代信息时代的研学，需结合主题，广搜信息，深入

思考，个性表达。

1.关于研学

按照教育部等 11 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指导精神，遵循“教育活动化，活动

教育化”，教育元素和旅行完美融合，让广大中小学生在研学旅行中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感受中华传统

美德，感受革命光荣历史，感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激发学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之情。让学

生在研学旅行使书本知识与生活经历相融合，帮助学生扩大视野、提升思考力和热爱祖国的情怀，努力

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讲中国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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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学成果展示

英语主题研学后的能力展示活动具体有：我讲中国故事（英语口语表达/演讲），我写中国故事（英

语书面表达），我演中国故事（英语短剧、电影配音等），我拍中国故事（照片表达）等几种形式。

1）看图说话/看图表达：根据提供的与研学主题相关的主题图片进行看图说话或口语表达，旨在提

升并展示学生主题下观察、想象、多元思考、有逻辑地组织语言、创意描述图片的能力。

2）主题演讲/话题表达：以“我和我的祖国——我的家庭/我的学校/我的家乡/我的祖国”为主题进

行主题研究，以故事讲述、口语表达（低年级）或主题演讲（中高年级）的方式进行成果展示。旨在提

升并展示学生有感情地讲述故事、进行表达或演讲的能力，提升青少年学生中国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

3）主题语义场词汇拼词：表达是语言学习的输出活动，为了能更好地表达话题、主题，需要词汇和

语言的储备和积累，学生语言学习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语音能力是学生学习英语最基础的能力。因

此设立主题语义场词汇拼词项目，旨在帮助学生养成并提升见词能读、听音能写，并进而能够用词的能

力。

4）研学旅行主题演讲：根据研学游看到的内容，进行主题下的即时内容表达或演讲。

5）团队活动：配音、短剧、小合唱。根据主题编导、排演，引导学生养成较好的语音和语义表达能

力，帮助学生提升在语境中恰当运用语音、语调进行有情绪有情感地进行交流、表达的能力，同时发展

团队配合、创意及表演能力等。

(三)活动分组

活动按学生活动和教师活动分组。学生活动分五个组别进行：小学 A 组（小学一、二年级）、小学

B 组（小学三、四年级）、小学 C 组（小学五、六年级）、 初中组、高中组。

（四）活动安排

1.地区研学与展示活动

阶 段 活动时间 个人展示活动 组 别 形式

初 选

4 月 9 日--5 月 15
日

话题表达/主题演讲

（上传 2 分钟个人表达/演讲视
频到

指定端口）

所有组别 网络

地区决选
5月 20 日—6月

10 日 看图说话/话题表达

小学 A/ B、C

组
线下

主题演讲 初中、高中组 线下

全国总展示活

动

暑期（7月） 照片与表达 所有组别 线下

英语手抄报、话题思维导图

小学 A、B、C

组
线下

英文 PPT、主题写作 初中、高中组 线下



2.全国主题研学日程安排

时间 上午 下午 晚上

第一天 全天报到 领队会

第二天 主题展示活动 主题展示活动 专家讲座

第三天 主题游学活动 综合才艺晚会

第四天 主题游学展示活动 活动总结表彰

第五天 送站，活动圆满结束。

六、总结表彰

全国主题研学活动期间，主办单位将邀请知名英语教育专家，英语文学、翻译、演艺专家、外籍专

家等对选手进行表现点评，并给予改进建议。活动本着重在参与、重在过程、重在激励的原则，对在全

国展示活动期间表现优秀的学生和团队予以相应表彰。

七、邯郸组委会地址及联系方式

地 址：邯郸市光明大街恒亿大厦 A 座 4 楼

电 话：18831088119

联系人：郑老师

官方网站：www.cyecc.cn

电子信箱：eduenglish@163.com

CYECC 青少年英语能力展示活动组委会

二零一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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