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期亲近母语儿童阅读种子教师研习营南京营邀请函
2019 年 7 月 10 日-14 日，由亲近母语研究院主办的第十三期儿童阅读种子教师研习营将在南京举办。
研习营旨在帮助一线小学语文老师和儿童阅读推广人高效用好统编教材，整合课内外阅读，全面掌握儿童
阅读系列课程范式，具备更好的阅读欣赏与教学能力，结营即可在班级实施儿童阅读课程化。
研修采用导师制、体验式和参与型方式，一个个儿童阅读推广人将从这里起步，一个个点灯人将在这
里诞生，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研修特色
理念启蒙，让你的精神发芽
亲近母语创始人徐冬梅，将携手多位亲近母语总课题组老师，通过系列主题演讲和对话，带领我们去
思考母语教育的价值，儿童阅读的意义，什么样的教师才是真正的点灯人，重塑儿童观、母语观、教育观。
从课内到课外，如何做好课内外整合
怎样高效用好统编教材？如何精简课时，如何做好不同文体的教学，怎样实现从课内到课外的阅读延
展，实现更好的教学目标？研习营将分别从理论、实践和案例三个方面引领学员破解难题，探索更系统更
具操作性的课内外整合方法，亲近母语总课题组核心成员邵龙霞、张建军等几位老师，将带来他们的专业
解读、实践与建议。
从范式到案例，让你轻松掌握各类儿童阅读课程
本期研习营，亲近母语总课题组孔晓艳、邵龙霞、张建军、刘颖、彭志辉老师等，分别担任儿童诵读、
主题阅读、图画书阅读版块导师，从基本范式到典型案例，从演讲、示范、分享到分组实战、探讨、汇报、
点评，带我们系统、高效掌握各类儿童阅读课程的理论与实操。
精研精修的整本书阅读课程
统编教材背景下，整本书阅读的位置重之又重，南京营将用完整的两天，深入研修整本书阅读教学。
从导读课案例分享，到阅读学习单设计，从阅读讨论课的话题设计，到可视化工具的运用，从整本书阅读
交流课到导师点评，从整本书的专题阅读到项目式学习（PBL），亲近母语总课题组付雪莲、沉砂、舒凯三
位老师，将与优秀教师李华老师等，一起为您全方位呈现精彩、全面、系统的整本书阅读课程。
更高阶的儿童阅读研修，让你成为儿童阅读专家
想要成为更有光明的点灯人，只是掌握范式，还是不够的。如何阅读一本书，怎样欣赏童书，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黑鹤将在研习营现场，与我们共读优秀作品，探究儿童文学作品的赏析与教学。
项目式学习和专题阅读升级
项目式学习与专题性阅读的课堂，是鲜活、生动又有深度的。当教师带领全班同学进行深入的跨学科
项目式学习时，能够有效提升儿童的阅读、写作、演讲等能力。那么如何从儿童兴趣、生命体验出发，带
领儿童打开视野，进入全新的阅读高度？

四川省广元天立国际学校小学舒凯老师将以《三国演义》专题阅读+蜀道课程为例，分享他的探索与实
践，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启发。
全国优秀教师朱爱朝老师主讲二十四节气专题课程，分享通过物候了解、诗歌诵读、汉字解读、自然
笔记、习俗体验等路径，带领儿童在大自然中去观察和体验二十四节气，让课堂不再封闭，将儿童的学习
生活与自然连接。
榜样引领，同学共修
点灯人自性光明，他们的生命是有光的。那些从我们当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点灯人，必将给我们无限的
力量，照见自己成长的可能性。更多点灯人讲述、分享环节，一起来汲取榜样的内生力量。
研习营关注现场学习力与转化力，所以，请您提前做好准备，完成学员功课，并做好高强度研修的心
理准备，这是你迈向蜕变与成长的坚实一步。“点灯人教育”（qjmyddr）微信公众号将于近日公布作业详
情，请持续关注。

活动地图
主办单位：亲近母语研究院
活动时间：2019 年 7 月 10 日-14 日（9 日白天报到，晚上参加见面会）
活动地点：江苏·南京

活动议程
时间

7月

主题
8:30-9:00

开场演讲

9:00-9:20

点灯人讲述

9:20-9:50

10 日

天

亲近母语理

10:00-10:30

读

徐冬梅
徐莉莉 等

讲座：亲近母语教育理念和课内外母语课程整合
孔晓艳

念+儿童诵

上午

第一

研习内容和学习方式

诵读教学范式+典型案例

孔晓艳

10:30-11:40

小组案例研习：童谣童诗诵读教学设计+推选分享

11:40-12:00

同学点评+导师点评

孔晓艳+臧明艳

14:30-14:40

诵读微课

14:40-15:20

图画书教学范式+典型案例

7月

图画书阅读

上午

享

16:30-17:10

图画书阅读研讨课：《驯鹿人的孩子》

17:10-17:30

同学点评+导师点评

17:30-17:50

讲座：我的图画书教学案例

刘颖+彭志辉
彭志辉

8:30-8:40

诵读微课

8:40-9:20

讲座：统编教材如何精简（范式+典型案例） 张建军

9:20-10:30

11 日

颖

小组案例研习：《驯鹿人的孩子》教学设计+推选分

15:20-16:30
下午

刘

统编教材教
学

小组案例研习：教材单元设计+推选分享

10:30-11:00

教材中的童诗课

11:00-11:30

同学点评+专家点评

14:30-14:40

诵读微课

14:40-15:20

主题阅读教学微讲座

第二
天

下午

7月

15:20-16:30

同学点评+导师点评

17:00-17:40

主题阅读研讨课

8:30-8:40
上午

小组案例研习：主题阅读单元设计+推选分享

16:30-17:00

12 日
8:40-9:20

第三
天

主题阅读

9:20-9:30

邵龙霞

邵龙霞

诵读微课
整本书阅读
（导读）

讲座：整本书的范式和典型案例
导读课精彩案例分享

沉 砂

9:30-10:40

小组案例研习：阅读学习单设计+推选分享

10:40-11:30

导师点评+主题讲座：阅读学习单的设计

14:30-14:40

诵读微课

14:40-15:10

讲座：阅读讨论课的话题设计和可视化工具

15:10-16:20
下午

整本书阅读
（交流）

整本书阅读交流课：《柳林风声》

17:00-17:30

同学点评+导师点评

8:40-9:10

讲座：二十四节气活动的设计与自然笔记

气和自然笔

第四
天

下午

朱爱朝

小组案例研习：二十四节气课程设计+推选分享，导
师点评

臧明艳

10:30-11:10

自然笔记研讨课

朱爱朝

11:10-11:50

讲座：如何指导自然笔记

朱爱朝

14:30-14:40

诵读微课

14:40-15:20

《三国演义》专题阅读+蜀道课程分享

舒

15:20-15:50

《西游记》专题阅读设计要求

付雪莲

记

13 日

华

付雪莲+沉砂

诵读微课

上午

7月

李

8:30-8:40

二十四节

付雪莲

小组案例研习：《柳林风声》交流课设计+推选分享

16:20-17:00

9:10-10:30

付雪莲

凯

整本书阅读
15:50-17:00

和 PBL

17:00-17:30
7月

上午

8:30-8:40

小组案例研习：《西游记》教学设计+推选分享
《西游记》阅读和教学分享

作家作品研

诵读微课

付雪莲

14 日
第五
天

8:40-9:10

读

读书会：《驯鹿六季》

9:10-9:50

作家作品精读课：《驯鹿六季》

9:50-10:10

大家评课

10:20-11:20

演讲：在中国北方的森林和草原

11:20-12:00

结营仪式

沉 砂

黑

鹤

专家介绍
徐冬梅：亲近母语创始人，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国家“十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亲近母语”课题主持
人，2005 年度中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族，自然文学作家。与两头乳白色蒙古牧羊犬相伴，在草原与乡村的接合部度过
童年时代。出版有《黑焰》《鬼狗》《驯鹿之国》《黑狗哈拉诺亥》《狼谷的孩子》《最后的藏羚群》和
《蒙古牧羊犬——王者的血脉》等作品八十余部。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榕树下诗歌奖、《人民文学》年度作家奖等多种奖项，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十余
种语种译介到国外。
朱爱朝：全国优秀教师，首届“全人教育奖”提名奖获得者，亲近母语总课题组核心成员，著有《朱爱朝
母语课堂》《我的自然笔记》《时节之美》等。
刘 颖：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亲近母语总课题组核心成员，著有《我的故事讲给你听——从阅读到讲述》。
邵龙霞：亲近母语总课题组核心成员，儿童写作项目负责人，著有《儿童也能写作——读写互动的探索与
实践》。
孔晓艳：亲近母语总培训师，亲近母语总课题组核心成员，点灯人读书会总会长，2015“阅读改变中国”
年度点灯人。
付雪莲：亲近母语总课题组核心成员，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2018“阅读改变中国”年度点灯人，近年致
力于儿童阅读推广。
张建军：亲近母语总课题组核心成员，全国语文赛课一等奖获得者，江苏省优秀青年教师，扬州市先进教
育工作者。
吉忠兰：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亲近母语总课题组核心成员。大声读给孩子听、整本书精读、群书阅读实
践者。中国教育报“2010 年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提名奖获得者。著有《从整本书精读到群书阅读》。
舒 凯：亲近母语总课题组核心成员，他带领学生开发蜀道课程，用蜀道连通世界与历史，从脚下的土地出

发，开启了一段研究性学习之旅。
彭志辉：专职儿童阅读推广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区儿童阅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2016“阅读改变
中国”年度点灯人。
臧明艳：亲近母语培训师，亲读会导师，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实验小学教师。
李 华：南京市天正小学语文老师，儿童阅读推广人，曾获全国讲述大赛一等奖、南京市课外阅读赛课一等
奖等荣誉。
徐莉莉：亲近母语培训师，2016 年度亲近母语优秀种子教师，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第一小学教师，曾先后
荣获市模范教师、省骨干教师等称号。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儿童阅读课程化的实验和研究。

会务说明
一、会务账单
1. 培训费：1580 元/人；
2. 亲近母语开具正规发票，并提供结业证书；
3. 会场座位有限，请提前报名，恕不接待未提前报名者。
4. 缴费方式：
支付宝汇款：支付宝账号 qjmywhjy@126.com
银行汇款：账号：32001597338052501870
户名：江苏亲近母语文化教育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尧化门支行
特别提醒：报名确认以完成汇款为准。款项汇出后，请及时与主办方联系，报名时请出示汇款凭证。报名成功后，
如果临时有事无法参会，请于活动前七日告知，以便将学习机会让出，逾期不予退款。

二、报名咨询
报名电话：025-68710080、15005157876
联系人：温蕾 老师
报名邮箱：qjmytgb@126.com
咨询 QQ：3431247548
微信：15005157876
（扫描上方二维码，即可报名参加）

亲近母语研究院
2019 年 5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