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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信息技术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应用研究》课题组

关于举办“从融合走向创新，信息技术使英语学习更好发生学术论坛”

暨“2019第二届信息时代全国中小学英语优秀教学成果

展评与研讨活动”的通知

各教研部门、各学校、名师工作室及各位英语教师：

随着教育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

量的意见》等文件的发布，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创新已然是国家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需要，

是大势所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其发布的《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报告

中提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支持和包容无处不在的学习访问，有助于确保提供公平和包容性的教育机

会，促进个性化学习，并提升学习成果”。人工智能+教育”正在引起教育的一场革命，它改变着教

育的生态、教育的环境、教育的方式、教育管理的模式、师生关系等，拓展教学空间，丰富教学手段、

教学资源，拓宽学生学习渠道，改进教与学的方式，给学校教学带来勃勃生机，外语教育因此进入了

一个新时代。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教育”的育人功能，将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自然、无缝、真正水

乳交融地融合，并从融合走向创新，最大限度优化教学，最大限度提升教学质量，使英语教学因为信

息技术的存在而形成全新的教学时空、建构全新的教育生态，是新的挑战，是发展方向，也是全国英

语教师的迫切需求。

为了全国英语教师更好地探索利用信息技术发展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持续推动信息技术与中小学英语教学深度融合创新的路径、方法、模式、资源利用等，

为总结全国各地学校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深度融合应用的心得与体会，发现更多的有效研究与优秀教

学成果，新时代英语明师网与教育部委托《信息技术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应用研究》课题组联合举办

“从融合走向创新，用技术使英语学习更好地发生学术论坛”暨“2019 第二届信息时代全国中小学英

语优秀教学成果展评与研讨活动”，旨在为一线英语教师提供课堂示范、理论指导和交流平台，引起

更多教师的思考与学习。具体活动安排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本届论坛将以“从融合走向创新，让信息技术更好地服务于英语教学，用信息技术使英语学习更

好发生”为主题展开研讨，介绍国内外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融合创新的研究与实践最新发展，既关注

信息技术如何为教师赋能，协助教师更有效率地开展教学工作，也关注信息技术如何支持英语学习真

正发生、更好发生，帮助学生发展学科素养。

二、会议形式与内容

本次会议将以主旨发言、专题报告、团队与个人教学展示与研讨、全国中小学英语优秀教学成果

（课例/教学设计/教学论文）展评研讨与表彰、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融合优秀项目校、项目负责人、

优秀教师表彰等活动组成。（日程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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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教育部委托《信息技术在中小英语教学中应用研究》课题组

新时代英语明师网

学术指导单位：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协办单位：北京好未来学而思出版中心（雪地阅读）

北京康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Ilip English）

北京乐学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微语言）

北京文景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向日葵阅读）

苏州清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口语 100）

承办单位：北京仁人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Story House）

四、参会人员

1.教育行政部门、电教系统（教育信息化相关机构）、教科研部门领导；

2.全国各级英语教研员、英语名师工作室负责人、中小学一线英语教师；

3.教育部《信息技术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应用研究》课题区/校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课题教师

五、拟邀请专家与发言人：

张连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教育部委托《信息技术在中小英语教学中应用研究》课题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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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家级培训专家库审定专

家，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余胜泉 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主任

柯清超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乔玉全 中国教育装备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城市教育装备工作理事会理事长，

原教育部基本教育二司高中与信息化处处长

刘兆义 英语特级教师，教育部《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小学外

语教育信息化应用工作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中央电教馆小学、初中英语远程国培项目首席专家

李 力 西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前西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

扈华唯 特级教师，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教学评价研究室主任、中学英语教研员

胡 明 英语特级教师，苏州市教育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苏 勇 鲁东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

付安权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诗杰 湖北省教研室英语教研员，湖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外语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雷 军 博士，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微语言英语教研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委托《信息

技术在中小英语教学中应用研究》课题组秘书长，教育部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

目英语学科专家

刘 鹰 英语学习策略专家，多维明聚教育研究院院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5%8D%97%E5%B8%88%E8%8C%83%E5%A4%A7%E5%AD%A6/34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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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奇峰 博士，清睿教育创始人，北京胜任力教育科技研究院院长，第九批国家级千人计划专家

张 剑 微语言英语教育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英国伦敦圣三一学院国际英语口语等级考试中国区

考官，教育部国培项目专家

六、时间与地点

1. 会议时间：2019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2 日，为期 4天

2. 会议地点：湖北省武汉市纽宾凯光谷国际酒店（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光谷六路 18 号）

3. 会议住宿：由会务组委托协议酒店安排，参会嘉宾也可自行预定酒店。因酒店房间数量有限，

有住宿需求的参会代表请提前与会务组联系预订。（酒店信息见附件 3）

七、会议费用及缴费方式

1.参会嘉宾的会议、交通、食宿等费用均由派出单位承担。费用标准如下：

缴费时间 会议费（含资料费） 评审费 住宿费

10 月 15 日前缴费 780 元
300 元/项 180 元—280/天/人

10 月 15 日后缴费 980 元

2.缴费方式

本次会议由承办单位北京仁人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会务支持，统一出具会议费发票。提前

交费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只有在 10月 15 日前交费的参会嘉宾，现场才可以领到发票。

现场交费的参会嘉宾只能先领取收据，会后邮寄发票。

①银行转账（转账成功后，请务必保留交费凭证电子版）

户名：北京仁人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清路支行

帐号：110061415018010025432

②现场交费：会议费现场只收现金。住宿费于报到当日在入住酒店前台交费，支持现场刷卡。住

宿发票由酒店提供。

③由他人代理交费时请务必填写参会嘉宾本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及身份证号，并在附言栏中注明：

信息时代英语教学会。

八、报名事项

1. 报名方式

个人报名或以名师工作室、学校为单位报名，需填写《个人报名回执》或《团队报名回执》(见

附件 1),于 10 月 15 日前返回会务组（可微信报名或电子邮件报名）。

2.报名步骤：

①填写报名信息：参会嘉宾务必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前通过微信或电子邮件，填写信息。

②提交报名时，确保姓名、发票抬头及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息代码等信息准确无误。如因

个人填写错误导致已开出的发票、学时证明等无法正常使用，会务组不予退换。

只有在 10 月 15 日前交纳会议费的参会嘉宾，现场才可以领到会议发票，建议提前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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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提交报名时，将交费凭证电子版、参会嘉宾姓名及身份证号发送到 eduenglish2011@163.com，

务必保证提供准确的身份证号，方便核对交费信息。如一次性交纳多人费用，请在邮件中按“交费凭

证；参会嘉宾 1+身份证号；参会嘉宾 2+身份证号……”格式注明。

④会务组根据报名及交费信息制作参会信息表，将 PDF 文件发送至报名时所填邮箱，请各参会嘉

宾自行打印。报到当天向报到处工作人员出示打印版参会信息表确认到会、领取会议资料。

九、报到事项

报到时间：2019 年 10 月 30 日全天

报到地点：湖北省武汉市纽宾凯光谷国际酒店（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光谷六路 18 号）

特别说明：

1.参会嘉宾报到时须携带身份证和参会信息确认表。

2.报到路线：见附件 3。本次会议不安排接送站，请参会嘉宾自行前往。

十、信息时代中小学英语优秀教学成果展评

信息时代全国中小学英语优秀教学成果展评，共设教学论文、教学设计、教学课例（录课）三个

项目, 每位教师可同时报多项。教学论文(WORD)、教学设计(WORD+PPT+所设计教材电子文档)电子文

件于10月 20日前提交会务组邮箱eduenglish2011@163.com；录课视频（包含教学课件设计word+PPT+

所设计教材电子文档）文件于 10 月 20 日前以 U盘形式快递至会务组，以收到组委会确认信息为准。

（具体安排详见附件 3）

十一、联系方式：

教育部委托课题《信息技术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课题组办公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 1号珠江摩尔大厦 5号楼 1单元 1104 室 邮政编码：102206

联系人： 张水清 张丽

联系电话：010-69730571、69730671，13910917858

电子邮箱：eduenglish2011@163.com QQ:36991626

附件：

1. 2019 信息时代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学优秀教学成果展评活动日程简案

2. 2019 信息时代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学优秀教学成果展评与研讨会报名回执

3. 2019 信息时代全国中小学英语优秀教学成果展评活动食宿信息

4. 2019 信息时代全国中小学英语优秀教学成果展评说明

教育部委托《信息技术在中小学英语

教学中应用研究》课题组

2019 年 9 月 12 日

mailto:eduenglish2011@163.com
mailto:eduenglish20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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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9 第二届信息时代全国中小学英语优秀教学成果展评活动日程简表

时 间 内 容 主讲人

10.3

0
全天 报 到

10.

31

上午

8:30-9:00 开幕式及领导致辞

9:00-9:50 主旨发言 英语教育专家

9:50-10:10 茶歇

10:10-11:00 主旨发言 信息技术专家

11:00-11:50 主旨发言 英语教育专家

10.

31

下午

2:00-3:10

团队展示

3-4 人

人工智能技术和智慧学习空间在中小学英语

教学中的应用

团队推选个人说课 优秀教学设计或课例展示

专家提问

3:10-4:20

团队展示

3-4 人

Story House 全流程数字资源支持下的英语智

慧课堂建构

扬州江都国际、

集宁教研团队

团队推选个人说课 优秀教学设计或课例展示

专家提问

4:20-4:30 茶歇

4:30-5:30

团队展示

3-4 人

基于绘本分级阅读的混合式学习在英语教学

中的应用

团队推选个人说课

专家提问

5:30-6:10 专题报告：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外语教育——杰尔特理念与操作

11.1

上午

8:30-9:50

团队展示

3-4 人
基于 3D 动漫的小学英语情境化教学

北京朝阳小学英

语教研团队

团队推选个人说课 优秀教学设计或课例展示

专家提问

9:50-10:00 茶 歇

10:00-11:20

团队展示

3-4 人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中外双师英语听说教学

济南长青、福建宁

德、郑州二七区

团队推选个人说课 优秀教学设计或课例展示

专家提问

11:20-12:00 主旨发言(团队展示)

11.1

下午

2:00-4:00
信息时代全国中小学英

语优秀教学成果展示
个人展示、现场答辩与互动研讨

4:00-4:10 茶 歇

4:10-4:50 表彰颁奖

4:50-5:30 活动总结

11.2 全 天 教学参访与交流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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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19 人工智能时代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学优秀教学成果展评与研讨会报名回执

个人报名回执

此表用于参会教师回执，请各子课题组汇总教师报名回执，并于 10 月 15 日前发送会务组办公室邮箱

eduenglish2011@163.com 或微信。

团队报名回执

单位 （发票抬头） 领队

统一社会信

息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领队手机

地址 邮编

姓名 性别 微信号& QQ 号 参展作品种类 手机 E-mail

论文□ 设计□ 课例□

论文□ 设计□ 课例□

论文□ 设计□ 课例□

论文□ 设计□ 课例□

论文□ 设计□ 课例□

论文□ 设计□ 课例□

是否已提前缴费 此表复印有效

此表用于学校为单位的团队报名和各子课题组汇总教师回执，此表必须于 10 月 15 日前发送会务组办公室邮箱

eduenglish2011@163.com 或微信。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职 务
是否参加教学

成果展评

教学课例□

教学设计□

教学论文□

是否已提

前缴费

学校名称 （发票抬头）

统一社会信

息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地 址 邮 编

手 机 微信号& QQ 号

电子邮件

mailto:此表必须于11月16日前发送会务组办公室邮箱eduenglish2011@163.com
mailto:此表必须于11月16日前发送会务组办公室邮箱eduenglish20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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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019 人工智能时代全国中小学英语优秀教学成果展评活动食宿安排

一、会议时间

10 月 30 日——11 月 2 日

10 月 30 日（星期三）全天报到

10 月 31（星期四）、11 月 1 日（星期五）两天开会；2日（星期六）会议结束返程。

二、会议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光谷六路 18 号纽宾凯光谷国际酒店

三、参会嘉宾住宿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光谷六路 18 号纽宾凯光谷国际酒店

四、报到地点与乘车路线

1、武汉天河机场地铁站，乘坐地铁 2 号线到“光谷火车站”站换乘 11 号线到“光谷六路”站下车 C2 口出，前

行 300 米直接到达“纽宾凯光谷国际酒店”会务组报到。

2、武汉火车站（高铁站）乘坐地铁 4 号线到“中南路”站下车换乘地铁 2 号线到“光谷火车站”站下车换乘

11 号线到“光谷六路”站下车 C2 口出，前行 300 米直接到达“纽宾凯光谷国际酒店”会务组报到。

3、武昌火车站乘坐地铁 4 号线到“中南路”站下车换乘地铁 2号线到“光谷火车站”站下车换乘 11 号线到“光

谷六路”站下车 C2 口出，前行 300 米直接到达“纽宾凯光谷国际酒店”会务组报到。

4、汉口火车站乘坐地铁 4 号线到“中南路”站下车换乘地铁 2号线到“光谷火车站”站下车换乘 11 号线到“光

谷六路”站下车 C2 口出，前行 300 米直接到达“纽宾凯光谷国际酒店”会务组报到。

5、武汉火车站、武昌站直接打车到“纽宾凯光谷国际酒店”（全程 22 公里）会务组报到。

备注：需要会务组统一安排住宿的参会人员，请务必在 10 月 15 日前将填写好的住宿回执发送到会务组邮箱，

由会务组安排住宿，超过此时间的参会人员请自行从网上预订酒店

四、参会人员用餐

早餐均由住宿酒店提供，中餐、晚餐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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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019 人工智能时代全国中小学英语优秀教学成果展评说明

一、展评项目

2019 人工智能时代全国中小学英语优秀教学成果展评，共设优秀教学课例、优秀教学设计、优秀教学论文

三个项目。具体如下：

二、展评要求

1.教学课例与教学设计的教材或内容选用

参评教师可自行选择线上资源、教材、绘本等，进行独立的、或融合的一个课时的教学设计或教学实录。

各子课题组教师，需根据子课题研究内容、就子课题所提供的信息技术资源与常规教材融合使用或单独使用进

行设计和授课。

2.教学课例要求

参评录像课例以数据 U盘形式提交，报关材料包括 40 分钟上课+10 分钟以内说课，及与课例相关的教学设

计、课件、教学素材等。教学设计、课件、教学素材以电子稿的形式与课例视频、报名表一起打包到 U盘文件

夹中报送。如一个 U 盘内报送多人课例，每人的文件需打包在一个文件夹内，缺一不可。报名表中需注明录像

课例标题、年级、授课教师、学校、报送地区。

尽量选用演播或录播教室。若选用真实教室时注意光线的统一和音频的混响。教学设备如实物投影仪、大

屏幕等摆放位置要有利于拍摄。

无需剪辑、不要求双机位。但教师必须用无线话筒，拾取学生声音尽可能多地用外置话筒。

课例视频格式要要求 MPG、AVI 或 WMV 视频格式，标清或者高清，鼓励报送高清拍摄的课例。

3.教学设计要求

教学设计如果是教材内容与资源的融合或创新使用的设计，须是基于单元的一个课时的教学设计。

项目 报送材料 报送方式 奖项设置 评选办法

教学课例

1.40 分钟授课视频+10 分

钟以内说课视频

2.教学设计 WORD 文档

3.教学课件 PPT 文件

4.教学内容电子文档（匹

配教材使用的需所授课时

完整的教材单元内容）

录课视频以U盘形

式提交。

应确保视频清晰

流畅，无需剪辑，

无需双机位。

优秀教学课例奖（视频）

优秀教学设计奖（文本）

优秀教学论文奖（文本）

优秀教学课件奖（PPT）

特设教学课件奖，无需单

独报送，专家在随教学设

计提交的课件中直接选

评

一等奖 10%，

二等奖 20%，

三等奖 30%

参评作品于10月 15日

前U盘快递至组委会办

公室，文本文件电邮至

组委会邮箱：

eduenglish2011@163.

com,以组委会确认收

到为准。

教学设计

1.教学设计 WORD 文档

2.教学课件 PPT 文件

3.教学内容电子文档(完

整的教材单元内容及辅助

的信息资源内容)

U 盘方式或邮件方

式提交。

且教学设计及课

件文档中需附上

教师姓名、单位及

联系电话。
教学论文 1.教学论文 WORD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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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体现数字化教学资源与常态课堂教学的融合，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活动、

教学评价等的融合与创新，以及如何使用数字化学习资源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打造真正的英语智慧课堂

教学模式，构建新型英语教学生态。

基于单元的课时教学设计方案应包含单元教学目标、单元教学内容分析、单元内容课时分配、所设计内容

在单元中的作用、课时分解逻辑，课时教学目标、课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策略、课时教学流程、教学

流程各环节之间的逻辑主线、时间分配、组织形式、各个环节详细的设计意图、教学反思、教学流程图等。

独立的资源使用教学设计要包含教学目标、课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策略、课时教学流程、教学流

程各环节之间的逻辑主线、时间分配、组织形式、各个环节详细的设计意图、教学流程图等。

设计要重点说明各环节信息技术是如何用于并支持教学、嵌入、融入教学的。可参照模板，可合理创新模

板。

4.教学论文要求

论文需以信息技术与中小学英语教学融合、创新使用为主题进行撰写。课题教师需就各子课题研究与实践

的内容与英语教学的应用与融合进行论述。要求：

字数在 2000 字以上，一般不超过 5000 字；报刊杂志未公开发表的；word 文档、A4 页面、标题黑体小二、

正文宋体四号字、单倍行距、2.5 厘米页边距；要有关键词、摘要、引用文献；每篇文章署名不超过 2 人，每

人每次评选只能上报 1 篇（含 2人合作）； 查重检验重复率在百分之四十以下。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论文不能参评。好的论文推荐发表。

5.提交作品时限及展评结果

所有参评的教学论文、教学设计文档文件提交电子文档至组委会邮箱 eduenglish2011@163.com，实录课视

频 U盘快递至组委会办公室，均须于 2019 年 10 月 20 日前完成，

建议教学设计和课件使用 Microsoft Office Word/PowerPoint 2010 软件制作。

三、费用说明

参与教学论文、教学设计、教学课例展评，每项需交费用 300 元。

参与展评教师需填写 2019 人工智能时代全国中小学英语优秀教学成果展评报名表，随作品一起提交。

mailto:教学设计文档文件提交电子文档至组委会邮箱eduenglish20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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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国中小学英语优秀教学成果展评报名表

教学设计□ 教学课例□ 教学论文□ 作品编号：（由组委会填写）

姓名
同一作品最多

两个作者
学校 手机

所属子课题 非课题教师填“无”

课例/设计

论文名称

教材版本

学段、年级

辅助资源

课例/设计类

别（√）

资源为主 教材为主 融合使用

作品特点/

论文摘要

（包括作品简介，说明等）

执教老师/作

者简介

指导教师 拍摄制作 摄制单位

特别说明

（曾否参加其他评比获奖情况）

参评单位

推荐意见 单位领导签字：盖章

参评承诺
《信息技术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应用研究》课题组具有对作品使用权。并自觉报送没有公

开发表、没有在其他评比中获过奖的作品。

备注
一个项目填写一个报名表。

此表需附在教学设计文档前面或论文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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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设计模版

参评教师，可使用如下教学设计模板报送教学设计内容（包括教学课例的设计报送）。也可自行创新使用

其它模板，但需包含必备内容：名称、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资源、学情分析、信息技术使用情况说明、

教学流程、每一步骤的设计意图、教学反思、教学流程图等。可参考模板如下：

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融合创新的教学设计参考模板

课例/设计名称

教学内容分析 （教材与资源）

单元目标 （如果是教材中一个课时的设计，需书写单元教学目标）

课时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

难点分析

学情简析 （学生年级、学生背景、已具备的语言能力等）

教学逻辑主线 （达成目标的教学思路）

信息技术应用 （技术、平台、数据、资源……）

课时教学流程

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 教师行为 学生行为 目的/意图

Step 1

复习与热身

Review and

Warm up Use of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ep 2

感知并理解语言

Perceive &

Understand



12

Use of IT

Step 3

练习语言

Practice
Use of IT

Step 4

巩固与迁移

Strengthen &

Transfer Use of IT

Step 5

学有所得

production

Use of IT

S5 Homework

教学反思 Reflection

教学活动流程 Flow chart of activ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