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全国中小学品质课程研讨会 

通  知 

	

2018 年 11 月 17 日-20 日 中国·南京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通过课程育人，培

育学生的核心素养，进一步促进新时代学校高品质发展，依据《教育部关于全面

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在南京

市玄武区举办第三届全国中小学品质课程研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走向学科深处的课程变革 

 

二、会议时间 

2018	年11	月17	日—20日，17日报到，20日离会。 

 

三、会议地点 

南京人民大会堂（地址：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264号） 

 

四、主办单位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教育局 

南京市玄武区教师发展中心 

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品质课程联盟 

 

五、协办单位 

南京培基文化教育研究所 

南京培力文化研究中心 

 

六、活动安排 

时间 活动主题与议程 

11.17

（周六） 

全天 报到（根据微信确认函地址报到） 

 

 

 

 

 

 

 

 

 

 

 

 

8:50-9:20 

开幕式 

 

主持：南京市⽞武区教育局陈发⼭局长 

议程： 

1. 南京市教育局领导致开幕辞 

2. 南京市⽞武区⼈民政府领导讲话  

3.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领导讲话 

 

 

 

 

9:20-11:45 

第一版块 

[视界·课程发展] 

 

主持：南京市⽞武区教师发展中⼼主任，丁加旗，特级教师 

 

1.区域智慧（9:20-10:05） 

报告主题：⾛向学科深处：⾼质量课程变⾰的区域抉择与实践 

报告⼈：南京市⽞武区教育局沈峰副局长，江苏省特级教师 

 

2.前沿观点（10:05-11:45） 



 

 

 

 

 

 

 

11.18

（周日） 

地点： 

南京人

民大会

堂 

报告主题：立德树⼈背景下的学校课程变⾰ 

报告⼈：重量级专家，前卫观点，幽默风采，敬请期待！ 

 

 

 

 

 

 

 

 

13:00-14:00 

第二版块 

[交锋·课改观点] 

 

 

 

 

 

 

 

主持：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国家前督学成尚荣先⽣ 

主题：从学校课程规划⾛向学科课程变⾰ 

 

【1】观点交锋（13:00-13:40） 

屠桂芳，南京市第⼗三中学校长 

⾼建君，南京市科利华中学校长，教授级⾼级教师 

孙双⾦，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校长，特级教师，教授级⾼级教师 

李⽂萱，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院长，特级校长 

田保华，郑州市教育局原副局长 

张云鹰，深圳市坪洲小学校长，特级教师 

潘春波，温州市瓯海区外国语学校校长、特级教师 

李青春，重庆市新村实验小学校长，特级教师 

 

【2】同步互动（13:40-14:00） 

同步微信论坛，专家与参会者互动 

 

区域·课改巡礼 
数字故事（14:00-14:10）  

⼀场深度课改的集体叙事 



 

 

 

 

 

 

 

 

 

14:10-16:40 

第三版块 

[高地·课改实践] 

主持：南京市⽞武区教师发展中⼼教科所所长 杨向红 

 

第⼀场：深度学习（14:10-14:30） 

主题：聚焦深度学习的学科课程变⾰   

发⾔⼈：南京市第九中学，张恒柱校长 

 

第⼆场：整体架构（14:30-14:50） 

主题：指南针课程：为深度学习精准导航 

发⾔⼈：南京市第⼗三中学锁⾦分校，孙⼒校长 

 

第三场：美好图景（14:50-15:10） 

主题：活⼒课程：激扬青春的“好声音” 

发⾔⼈：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林啟红校长 

 

第四场：深度变⾰（15:10-15:30） 

主题：爱的课堂：国家课程深度实施的“附小”样态 

发⾔⼈：南京师范⼤学附属小学，余颖校长，特级教师 

 

第五场：政策回应（15:30-15:50） 

主题：全经验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创意设计 

发⾔⼈：南京市孝陵卫中⼼小学，霍⽂轩校长 

 

第六场：实践精进（15:50-16:10）  

主题：三季“双向细目”：学科课程标准解析与实践 

发⾔⼈：南京市小营小学，⽑丽平校长 

 

【整体点评】（16:10-16:40） 

主  题：向着美好奔跑——“⽞武课程论”的创意实践与美好期待 

点评⼈：杨四耕，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品质课程联盟召集⼈ 

 

 

 

 

主持：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品质课程联盟召集⼈，杨四耕 



19:00-20:30 

品质课程联盟 

主席联席会议 

地点：汉府饭店 

主题：中小学品质课程联盟主席会议 

议题： 

1. 全国品质课程联盟年度⼯作报告 

2. 全国品质课程联盟主席单位确认 

3. 建立品质课程联盟共研共享机制 

 

 

 

 

 

11.19

（周一） 

地点： 

各分会

场 

 

 

 

 

 

 

 

 

 

 

 

 

 

9:00-11:30 

第四版块 

[阅悟·课程场景] 

 

 

【模块1】⾼中发展与课程变⾰ 

⾼中分会场：南京市第⼗三中学 

主持：南京市⽞武区教师发展中⼼ 丁征副校长 

议程： 

 

【1】课堂观摩与名师点评 

! 语⽂：诗经·小雅·蓼莪 

执教：南京市第⼗三中学，优秀青年教师，李昊欣 

点评：南京市第⼗三中学，特级教师，教授级⾼级教师，曹勇军 

! 班会：⾼中⽣理想信念与⽣涯规划 

执教：南京市⽞武⾼级中学，优秀青年教师，王蕾颖 

点评：南京市⽞武⾼级中学，南京市学科带头⼈，王天⽂ 

 

【2】课改论坛  

! 活跃的学习图景：⾼中课程基地实践与创新 

——南京市第⼗三中学，特级教师、教授级教师，杨维风 

! 成为更好的自⼰：“风范教育”课程的建构与实践 

——南京市⽞武⾼级中学校长，张华 

! 培养智慧优雅的当代⼥⽣：⼥校特⾊课程群的构建 

——南京市⼈民中学校长，魏昕 

 

【3】专家点评 

蒋敦杰，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原院长、特级教师 

路光远，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学院院长，上海市特级校长 

解慧明，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博⼠ 



孙赤婴，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学院副院长，特级教师 

王雪梅，合肥市蜀⼭区教育局局长 

杨雅清，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邹盛蓉，南昌市青云谱区教育局副局长 

曹淑玲，郑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创客课程中⼼主任 

 

 

【模块2】学科领导与专业提升 

初中第⼀分会场：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主持：南京市⽞武区教师发展中⼼中学教研室 杨华副主任 

议程： 

 

【1】课堂观摩 

! 化学学科：“燃烧和灭⽕”之数字化探究 

执教：南京市科利华中学，优秀青年教师，庄⼭ 

点评：南京市⽞武区化学教研员，教授级⾼级教师，陆建源 

! 语⽂学科：梦回繁华 

执教：南京市第五⼗四中学，优秀青年教师，于洋 

点评：南京市科利华中学，江苏省特级教师，王跃平 

 

【2】课改论坛  

! PLAR学科领导⼒模型：学校课程深度变⾰的支撑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南京市学科带头⼈  汪磊副校长 

! VIP课程：以学习者为中⼼的课程建构 

——南京市第五⼗四中学 陈小波校长 

 

【3】专家点评 

李⽂萱，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院长，上海市特级校长 

李⼤圣，重庆市江北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教授 

王书明，北京市⼤兴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特级教师 

傅园根，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教研室主任，特级教师 

黄  萍，江西省萍乡市教研室主任 



曲荣华，沈阳市教育研究院⾼中与民族教育研究部副部长 

赵  霞，济南市市中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 

杨国斌，扬州市邗江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 

 

 

【模块3】项目学习与跨界课程 

初中第⼆分会场：南京市弘光中学 

主持：南京市⽞武区教师发展中⼼教科所科研员 周萍 

主题：跨学科课程与项目学习之创意 

议程： 

 

【1】课堂观摩 

" 数学学科：数学化环境下的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横纵进阶 

执教：南京市弘光中学，优秀青年教师，赵亚军 

点评：南京市⾦陵中学，特级教师、教授级⾼级教师，朱建明 

" 地理综合实践：24节⽓的神秘魔⼒ 

执教：南京市红⼭初级中学，优秀青年教师，孙睿 

点评：南京市教研室，特级教师、教授级⾼级教师，陆静 

 

【2】课改论坛 

" 每⼀个梦想都精彩：跨学科经历性课程研发与实践  

——南京市弘光中学校长，周易红 

" ⾛上成功的立交桥：4S学科课程融合新探索 

——南京市红⼭初级中学校长，邵长峰 

 

【3】专家点评 

宋林飞，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学院院长，特级教师 

姜  虹，上海市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特级校长 

郭晓娜，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李卫⽂，合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特级教师 

姬⽂⼴，郑州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 

王建华，济南市市中区教育局局长 



周  林，南昌市东湖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郭  伟，沈阳市教育研究院课程研究室主任 

 

 

【模块4】学科课程与课堂转型 

小学第⼀分会场：南京师范⼤学附属小学 

主持：南京市⽞武区教科所科研员 项 平 

主题：课程变⾰促课堂转型 

议程： 

 

【1】课堂观摩：“小研究”学习 

" 科学：飞跃地平线 

执教：南京师范⼤学附属小学，优秀青年教师，姜玲 

" 数学：简单的周期 

执教：南京市理⼯⼤实验小学，优秀青年教师，陆丽娟 

" 科学认读：“⾍⼦旁”	

执教：南京市中央路小学，优秀青年教师，张振玲	

	

【2】名师评点：⾛进学科课堂的学校课程 

南京市成贤街小学，特级教师，单道华 

南京市⽞武区教师发展中⼼，特级教师，张齐华 

南京市锁⾦⼀小，特级教师，曹海永 

 

【3】专家互动： 

蒋东标，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学院院长，特级教师 

易良斌，杭州市江⼲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特级教师 

张元双，河南省开封市教研室原主任，特级教师 

向  晴，《教师博览》主编，编审 

汪智星，南昌市东湖区教育研究中⼼主任，特级教师 

余志君，珠海市香洲区小学校长，特级教师 

 

 



【模块5】教师课程与教学变⾰ 

小学第⼆分会场：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主题： 

主持：南京市⽞武区教师发展中⼼小学教研室 田红副主任 

 

【1】课堂观摩：教师理解的课程  

" 语⽂：诗经·关睢 

执教：南京北京东路小学，优秀青年教师，朱志林 

" 数学：复式统计表 

执教：南京市成贤街小学，优秀青年教师，王  恒 

" 品德：家乡物产养育⼈ 

执教：南京市立贤小学，优秀青年教师，王  静 

 

【2】名师评点：“教师即课程”之美丽图景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江苏省特级教师，朱萍 

南京市成贤街小学，江苏省特级教师，王学其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江苏省特级教师，唐隽菁 

 

【3】专家互动： 

卢  红，⼭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奚晓晶，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院长，特级校长 

钱守望，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特级教师 

李⽟宇，温州市瓯海区教师发展中⼼主任，特级教师 

黄  萍，江西省萍乡市教研室主任 

刘国忠，河北省沧州⽂教局局长 

王  维，郑州未来教育研究院院长 

芩尚新，云南省⽟溪市红塔区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张晓辉，⼭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教研室主任 

 

 

【模块6】学习经历与课程智慧 

小学第三分会场：南京市长江路小学 



主持：南京市⽞武区教师发展中⼼ 余⼣凯副主任 

 

【1】课堂观摩： 

" 数学：圆的面积 

执教：南京长江路小学，优秀青年教师，殷  芊 

" 教育戏剧：夜莺 

执教：南京农业⼤学实验小学，优秀青年教师，米嘉婧 

" 综合实践：校园绿地图 

执教：南京市锁⾦⼆小，优秀青年教师，陆改琳 

 

【2】名师评点：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江苏省特级教师，周卫东 

南京市⽞武区教师发展中⼼，语⽂教研员，黄雅芸 

南京市⽞武区教师发展中⼼，科学教研员，冯凌 

 

【3】专家互动： 

罗基鸣，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副院长，特级教师 

李  贤，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矣向阳，⽟溪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特级教师 

白雪峰，内蒙古兴安盟教研室主任、特级教师 

孙瑾瑜，沈阳市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 

卢  琪，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课程研究室主任 

王  琦，深圳市坪⼭区教育发展研究中⼼ 

余  强，南昌市青云谱区教育局局长 

陈静勉，⼴州市荔湾区教育科研发展中⼼科研室主任 

谭  伟，重庆市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 

 

 

 

 

 

 

 

第⼀部分：整体设计 

主持：王定铜，⼴州市黄埔区教师发展中⼼主任，特级教师 

 

【第1场】 



 

 

13:30-16:00 

第五版块 

[聚智·区域经验] 

 

主题：百花园课程：让⽣命如其所是地绽放 

主讲：李美荣，南昌市百花洲小学校长，特级教师 

 

【第2场】 

主题：小海螺课程：向着梦想远航 

主讲：吴欣，海⼝市第⼆⼗七小学校长，特级教师 

 

【第3场】 

主题：⽆边界课程：每⼀个孩⼦都是奇迹 

主讲：夏时勇，上海市铜川学校校长 

 

【第4场】 

主题：⼤视野课程：“解放”的架构与“自由”的情怀 

主讲：刘⽟华，上海市南汇第⼆中学校长，特级教师 

 

点评： 

龚雄飞，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特级教师 

 

第⼆部分：特⾊聚焦 

主持：宋⽂君，重庆市渝中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 

 

【第5场】 

主题：田园课程：热带乡⼟特⾊课程的系统建构与深度推进   

主讲：关⼼凤，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培训部主任，特级教师 

 

【第6场】 

主题：多彩课程：聚焦核⼼素养的课程架构 

主讲：蔡武，西安市⾼新区第⼆小学校长 

 

【第7场】 

主题：知识的⼒量在于图新：特⾊课程的建构 

主讲：刘岚，西安市新知小学校长 



 

点评： 

韩立芬，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课程中⼼主任 

 

第三部分：学科深处 

主持：李德⼭，合肥市蜀⼭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 

 

【第8场】 

主题：为了⼉童：学科课程群建设探索 

主讲：万迎，沈阳市和平区和平⼤街第⼀小学副校长 

 

【第9场】 

主题：学科核⼼素养与3.0学科课程群探索 

主讲：张慧群，江苏省常州市第⼆⼗四中学校长 

 

【第10场】 

主题：放眼世界，厚植素养：合⼒教育之课程样本 

主讲：王  敏，天津市师范⼤学南开附属小学校长 

 

点评： 

崔春华，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研究者 

 

第四部分：区域智慧 

主持：何振国，江苏省徐州市教研室主任，特级教师 

 

【第11场】 

主题：为了更好的学校——深圳市罗湖区课程变⾰的智慧 

主讲：王⽔发，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局长，教育学博⼠ 

 

【第12场】 

主题：让⽣命更灿烂——提升区域课程品质的实践与探索 

主讲：段立群，郑州市⾦⽔区教育研究中⼼主任 



 

点评：  

关景双，上海市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特级教师 

 

 
 

 

 

16:00-16:40 

闭幕式 

 

【权威发布】 

全国品质课程联盟权威发布： 

《学校课程评价的18种创意》 

杨四耕，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品质课程联盟召集⼈ 

 

【会旗交接】 

南京⽞武@郑州⾦⽔ 

陈发⼭局长，南京市⽞武区教育局 

李  正局长，郑州市⾦⽔区教育体育局 

 

【⼤会总结】 

刘明，柳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特级教师 

 

 

六、媒体支持 

《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上海教育》《上海教育科

研》《教师博览》 “第一教育”公众号  “品质课程”公众号   普教科研公众

号  玄武教育公众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七、报名事项 

为了给与会者更好的参会体验，本次会议报名分为邮箱报名和微信确认两

个阶段。 



第一阶段：邮箱报名。请各单位与会人员填写好会议回执单（详见附件），

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前发送至 pinzhikecheng@163.com，过期不候！（见附件：

第三届品质课程研讨会报名回执单）。 

【友情提醒】本次会议容量有限，组委会在容量达到最大值时，会提前终

止报名。 

报名咨询电话： 

周  萍，南京市玄武区教育科学研究所  13851865499 

杨向红，南京市玄武区教育科学研究所  18100602676 

杨四耕，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13917581212 

第二阶段：微信确认。收到邮箱报名后，会务组会通过邮件回复您微信二

维码确认，请注意查收邮件并做好宾馆选择以及相应确认工作。确认信息包含单

位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姓名、性别、职务、现场观摩学校、手机号以及住宿与

否等。 

确认咨询电话：  

品  智  老师  4006240006 

柯  程  老师  13390904443（住宿） 

 

八、会议费用 

1、本着以会养会的原则，会务费 680 元/人，主要用于市内交通、资料以

及与会议有关的其他费用。 

2、为方便接送参访与研讨，与会人员集中住宿。会务组可代办住宿，如

不需要会务组代办住宿，请说明。食宿费自理，差旅费回原单位报销。 



3、会务费可提前缴费或现场缴费，建议参会老师提前缴费，以免报到时

拥挤。 

转账缴费方式 1： 

户  名：南京培基文化教育研究所 

开户行：南京银行大厂支行 

账号：01430 1202 1001 1506 

转账缴费方式 2： 

户  名：南京培力文化研究中心 

开户行：南京银行大厂支行 

账  号：01430 1202 1001 2931 

注意：汇款后请务必将转账凭证图片发送给会务组微信确认。微信号：

xdyjd2016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 

2018 年 9 月 22 日 

	

	

	



附件：	

第三届品质课程研讨会报名回执单 

（请将此回执 10 月 20 日前发至邮箱 pinzhikecheng@163.com）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手机 

参访学校 

（填写学校代号） 

【   】 

住宿选择 

（填写宾馆数字代号） 

【  】 

纳税人识别号 

（       ） 

  

 

【1】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高中） 

【2】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初中） 

【3】南京市弘光中学

（初中） 

【4】南京师范大学附属

小学 

【5】南京市北京东路小

学 

【6】南京市长江路小学 

【1】如家总统府店 290元/间 

【2】大地君悦酒店 340元/间 

【3】国信酒店 420元/间 

【4】天丰大酒店 440元/间 

【5】珍珠饭店（1） 480元/间 

【6】太和紫金大酒店（1） 480元/间 

【7】太和紫金大酒店（2） 540元/间 

【8】珍珠饭店（2） 520元/间 

【9】汉府饭店（1） 600元/间 

【10】汉府饭店（2） 620 元/间 

      

      

      

说明：会务组代办住宿，如不需要会务组代办住宿，请在备注说明。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