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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科研月时间安排

序号

主     题
时间
备注
1
开幕式
立足师生发展，回归课堂精彩
11月23日
周三9：00

2
实验二小
“协调、创新、共享”新体育
11月28日
周一8：30

3
一五九中
探究“激发兴趣、设疑导学、合作互动”的活力课堂
11月29日
周二8：30

4
四中
北京四中人文特色课程体系建设探索行动研究
11月30日
周三14:20
下午
5
西师附小
综合 运用 创新——以课程建设为载体，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12月1日
周四14：00
下午
6
西城教育研修学院科研部
西城区教师论坛——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学校课程与教学
12月2日
周五8：30

7
三十九中
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建设学校特色课程
12月5日
周一8：30

8
北海幼儿园
玩儿自己的游戏，做真正的自己
12月6日
周二8：20

9
西城教育研修学院学前部
深入研究幼儿，促进教师课程理念和实践改变
12月6日
周二14：00
下午
10
亚太学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校课堂建设
12月7日
周三8：45

11
四十四中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校本课程
12月7日
周三13：30
下午
12
外事学校
改革旅游服务类专业英语教学方式，让中职学校英语课堂充满活力
12月7日
周三13：30
下午
13
四十三中
高中地理学科不同年级教法学法探究
12月8日
周四8：50

14
青少年美术馆
科研引领，成就智慧教师团队
12月9日
周五8：30

15
西城培智学校
培智学校课堂有效性的实践与探索
12月13日
周二8：30

16
中国儿童中心幼儿园
行走在路上——教师共情能力培养的实践探索
12月14日
周三8：30

17
八中附小
创新实践转变教育教学方式，家校携手促进全体学生发展
12月14日
周三8：30

18
育才学校
构建乐说乐写课堂，提高习作教学实效
12月15日
周四14：00
下午
19
西城区少年宫
师心 匠心 恒心——西城区少年宫师生教学研究成果展示
12月18日
周日14：00
下午
20
宣武分院学前教研室
在研究中促师幼和谐主动发展  
12月22日
周四13：30
下午

2016年西城区教育科研月开幕式
主  题：立足师生发展，回归课堂精彩
时  间：2016年11月23日（周三）上午9：00
地  点：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礼堂
主持人：西城区教委领导
参加人： 区领导、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少年宫主任、科技馆馆长、各单位科研室主任等
议  程：
一、西城区教委主任致开幕辞
二、学校发言 
	三帆中学 
	三里河第三小学 

三、专家点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陈如平研究员
四、区领导讲话

“协调、创新、共享”新体育
承办单位：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1．时间：2016年 11月28日（周一）8:30
2．地点：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新文化街校区
3．活动介绍：
实验二小的体育课程经历了持续几十年的循序渐进、不断探索的改革过程，特别是近几年结合学森课程建设，体育教育改革从课程内容到实施方式，从扎实基础到创新模式，从课内教学到课外辅导更是得以充分的开展，并逐渐呈现出“协调、创新、共享”的新体育。在新时期、新时代的背景下，实验二小把体育学科定位为“第一学科”，从新常态上进行改革和创新，本次展示活动立足第一学科四变化，即：赛变、操变、课变、量变（评价）。
通过3节现场课、微课及说课，探索符合新时期新常态背景下“一校多品”“一组一品”的多元化项目教学模式，展示二小新常态下的特色体育课。
通过课间操“2+3”模式的创新改革以及素质操的尝试，展示实验二小新常态下的特色课间操。
通过深化足球、篮球、乒乓球、游泳、田径、体操、武术等优势项目，展示实验二小新常态下继承与发展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互联网+体育”，在一节现场课实践智能手环进课堂，进行实时数据的采集、分析及研究，展示实验二小新常态下的课堂教学实效性。
4．时间安排：
8:30—9:10    四节现场课
游泳课（游泳馆）、健美操课（综合馆）、武术课（篮球馆）、足球课
9:20—9:50    课间操展示
10:00—10:30  观看三年级乒乓秀、六年级跑团录像
10:30—11:00  现场说课：田径课、篮球课
11:00—11:20  专家点评
11:20—11:40  校领导汇报





负责人：尹相伟  办公电话：66190758  手机：13651118081

探究“激发兴趣，设疑导学，合作互动”的活力课堂
承办单位：北京市第一五九中学
1．时间：2016年 11月 29日（周二）8 :30
2．地点：北京市第一五九中学
3．活动介绍：
课堂是学校育人的主渠道，加强课堂建设，把讲堂变为学堂，课堂不仅是教师教的场所，更应成为学生学习的场所。一五九倡导陶行知先生 “教学做合一”的理念，将其落实在课堂教学中，切实做到“将讲堂变成学堂”，“控制讲欲、学会示弱”。教师们制定适切的教学目标，挖掘教材中的兴趣点，在设问的环节上要求提出能激发学生的探究和求知欲望的问题，课堂上突出学生参与的主体地位。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自主性、自为性和能动性。
近年来，一五九中围绕“改变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课题，持续推进课堂教学改革。从深入研究课堂教学设计入手，落实学案导学，上好起始课，常态课，注重在课堂教学上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把听的想出来，把想的说出来，把说的写出来”。
一五九中在课堂教学实施中，通过“勤思杯”“求实杯”“行知杯”公开课推动课堂教学建设。教师们达成共识：课堂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因材施教，激发学生自我思考和自我发现。师生互动启发，促学生自主发展，在宽松的学习氛围中让学生做学习主人，主动投入，积极思考，教师调动学生积极性参与课堂活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从而提升学习效果。
4、时间安排：
8:30来宾签到
8：45—9：30校长主题汇报及教师发言：五层阶梯礼堂
9：40—10：25公开课及展示活动：在教室或实验室开设4-6节公开课









负责人：赵彤、张晓明  办公电话：66037267  手机：13611147508、13552544770   

北京四中人文特色课程体系建设探索行动研究
承办单位：北京市第四中学 
1．时间：2016年11月30日（周三）下午14:20
2．地点：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中部办公楼501会议室
3．活动介绍：
北京四中人文特色课程体系以北京四中人文实验班为实验平台，多年来进行了构建与实施的探索性实践。人文实验班作为北京四中开展人文教育的试验田，创设于2007年，到2016年6月共有七届人文班学生毕业。北京四中的校园文化里，最核心的永远都是教师和学生——育人者和自育者。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四中人文实验班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探索。北京四中的人文教育更强调一个人内心精神的成长与勃发，希望调动人之为人内在的崇高感和神圣感，追求一个更完美的自我。
在具体实践中，学校以课程建设为抓手，打造北京四中特色人文课程体系。四中人文实验班自创设以来，注重教育规律，课程建设和学生培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在三年的成长中，绝大多数同学能够逐渐形成自我价值认可标准，具备了优秀的学习能力以及优秀的生活品味，具有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及关爱民族未来走向的情怀。

4．时间安排：
14:10-14:20  来宾签到
14:20会议开始
1.人文特色课程体系的整体构建简介
2.人文特色课程实施的实验田——人文实验班的建设
  引导学生做更好的自己——人文实验班班级管理漫谈
          师生共成长——我与人文班的三年
          人文实验班相关数据分析及思考
3.相关视频播放
4.专家点评

特别提示：场地有限，无停车条件
欢迎四中各分校、教育集团成员校来交流！（请每校来人不超过4人，谢谢！）
各校、集团校请预先联系校办公室  郭琪 老师  电话  66539788

负责人：	于鸿雁    办公电话：66539725 手机：13701186036
刘  刚    办公电话：66539707 手机：13161187063           

综合 运用 创新——以课程建设为载体，
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承办单位：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1．时间：2016年12月1日（周四）下午14:00
2．地点：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西楼一层排练厅
3．活动介绍：
为了落实以知识为中心向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中心的转变，本着“在研究中实践，在实践中研究”的研究方法与策略，西师附小在“十二五”期间开展了“整合型校本课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课题研究，明确了“科学、实践、开放”的学校课程文化理念，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具有西师附小特色的学校课程体系。
西师附小在市、区出台了《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及课程计划（修订）》之后不拘泥现状，加强了对综合课程的研究，在课程设置、上课时长、课程组织形式及评价方式方面进行了创新。西师附小认识到教师是课程建设的主要实施者，是提升学生素养的关键因素，为了促进教师从经验型向研究型转变，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不断提高教师素质，从而为满足学生发展的不同需求提供保障。
本次活动通过短片、主报告、综合实践活动课全面展示我校近几年以课程建设为载体，提升学生素养的研究情况和成果。
4．时间安排：
14:00---14:10 《综合 运用 创新》短片
14:10---14:30  介绍学校课程建设实施情况
14:30---15:10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展示
15:10---15:20  休息
15:20---15:35  教师发言
15:35---16:10  专家点评







负责人：侯立红  办公电话：62373602  手机：13552189358

西城区教师论坛
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学校课程与教学
承办单位：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科研部
西城区教育学会教育科研管理专业委员会

时间：2016年12月2日（周五）8:30

地点：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南址礼堂 西四北五条）

3．活动介绍：
21世纪培养的学生应该具备哪些最核心的知识、能力与情感态度？多年来,不同国家或地区都在做类似的探索。我国在正式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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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中也提出了要加快“核心素养体系”建设。核心素养体系被置于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的基础地位，成为下一步深化工作的“关键”因素和未来基础教育改革的灵魂。学校教育教学要回应发展的难题和挑战，必须有新的应对措施。
本次教师论坛的几位教师将结合各自的实践探索试图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借助专家点评，希望能引发大家的思考与探索。

4．时间安排：
8:30-10:00 教师发言
10:15——11:15专家点评及研讨









负责人：彭波  办公电话：62221539

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建设学校特色课程
承办单位：北京市第三十九中学
1.	时间：2016年12月5日（周一）8:30
2.	地点：北京市第三十九中学
3.	活动介绍：
三十九中学作为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完全中学，一直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兴校，一切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力求将学生培养成为“德优智达身心壮，感恩自强勇担当”的全面发展的合格公民。这不仅是三十九中学的办学理念，更是每一位三十九中人的教育理想。
作为北京市招收外国学生的示范校、北京市中小学汉语国际推广基地校所开展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使学校逐渐拥有特色鲜明的多元文化资源，形成了多元丰富的校本课程特色，并生成了学校区十三五教育规划的重点课题——“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特色课程建设研究”。这一切都为学校贯彻这一办学理念、实现这一教育理想提供了科学的保障和课程的支持。
此次活动，学校将展示多年来立足于全面关注学生发展、立足于增进国际认同感而积极开展的课程建设的实践成果。包括立足于本校学情、关注学生差异的常态课堂教学,以自由之翼为代表的开发科技应用等领域的科学素养类校本课程，以初剧社为代表的传承中华经典文化、加强学生道德素养审美品质建设的人文素养类校本课程，以及以陶艺、箜竹为特色呈现的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水平、文艺欣赏水平的文体艺术类校本课程。这些课程共同构成了学校丰富多元而充满活力的三十九中校园文化，也必将成为西城校本课程建设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4.	时间安排：
8:30-9:15 常态课教学展示
9:25-10:10 校本课程展示
10:20-11:30 专家点评、学校汇报






负责人：汪东  胡文戈  
办公电话：66171286  66154135手机：13683528169  13910636733

玩儿自己的游戏，做真正的自己
——关于主题游戏的探索
承办单位：北京市北海幼儿园
1．时间：2016年12月6日（周二）8:20
2．地点：北京市北海幼儿园
3．活动介绍：
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方式，幼儿的游戏是受兴趣驱使的，只有幼儿真正感兴趣的游戏才能激发幼儿持续游戏的动力。如何发现、激发并延伸幼儿的游戏兴趣，促进幼儿发展的最大化呢？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北海幼儿园发现，基于幼儿兴趣的主题更能激发幼儿的自主游戏，更能支持和延伸幼儿的游戏。这里所说的主题游戏是指在一日生活中，基于幼儿的兴趣生成的有主题的集体、小组或个别游戏。比起传统意义的主题活动，主题游戏在课程观、主题来源、组织实施方式等多方面均有所突破。围绕主题游戏，我们将在实践研究中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主题游戏中主题的生成和拓展以及与幼儿的相互作用；
第二、主题游戏的类型及特点；
第三、主题游戏的组织实施方式。
北海幼儿园拟通过以上问题的探索，深入研究幼儿的游戏及教师的支持策略，希望和同行共同探讨，共促幼儿快乐发展。
4．时间安排：
时间
内容
8:20—8:30
主持人介绍本次展示活动背景及当天活动安排
8:30—9:30
观摩实践活动
9:30—10:00
主题报告
10:00—10:30
研究故事分享
10:30—11:30
专家点评及现场互动






负责人：李海霞  办公电话：64019292  手机：18600121012

深入研究幼儿，促进教师课程理念和实践改变
承办单位：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学前部
1．时间：12月6日（周二）下午14:00
2．地点：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礼堂
3．活动介绍：
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颁布之后，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学前部在各项活动中引导教师关注儿童、解读儿童、理解儿童、尊重儿童，学习开展以儿童为主体，促进幼儿主动学习、和谐发展的教育。2013年至2015年，西城区连续三年举行了幼儿学习故事的征文和论坛活动，通过教师间的分享交流、专家点评帮助教师转换视角，理解儿童的意图，给予适宜的回应，支持幼儿主动的学习与发展。
此次活动以教师的实践研究为根基，前期经历相关培训及实践观摩研讨的研究推进，再借助案例和故事征文收集经验，最终以教师论坛的方式展示交流。教师论坛活动突出以下几点：
	活动主题关键词明确，针对本区教育实践现状有所引领，从而推动着教师的专业发展以及《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落实。
	主题在明确三个关键点的基础上给予教师很大的探索空间，从而鼓励不同层次教师积极参与活动，通过研究促进自身观念和行为的改变，提升专业水平。
	活动以广大教师的实践研究为基础，保证了论坛的真实性、实用性；以案例征文为平台，保证了论坛的广泛性、典型性；活动前后伴有相关的研修活动，保证了论坛的专业性、深入性。 
	活动设立分论坛，为更多教师提供了发言的机会，也让说者和听者有更好的交流氛围，提升教师学习的有效性。
	活动从广泛征文到优秀经验分享再到专家点评，逐步反思、提炼，能够给予广大教师们专业上的扩展、点拨和提升。

4、时间安排：
8：30—— 9：00  介绍活动背景
9：00——10：00  各分论坛教师发言
    10：00——11：00  专家点评
    11：00——11：20  领导讲话



负责人：陈立、顾春晖  办公电话：66130367  手机：1369325041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校课堂建设
承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
1．时间：2016年12月7日（周三） 8:45
2．地点：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
3．活动介绍：
本活动是学校校本专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校课程建设的实践研究”中期研究成果的汇报和研讨。
活动展示的核心理念是：传统文化、国际视野、中外融合、传承创新。
活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小学语文课程、小学数学课程、小学英语课程以及初中传统文化专题教育课程、初中传统文化多学科融合课程等五种课型，还有活动部分学生语文情景剧《精忠报国》、中英文情景剧《屈原》、体育社团表演《太极拳》等，最后是校长报告和专家点评。  
活动的核心内容是家国情怀，典型风格是国际视野看中国。
4．时间安排：
  参会自驾有车位，地铁5号线终点站有车接（8：00发车）
请提前24小时短信报名确认。8：00—8：45签到，领材料
第一环节：
研究课展示
8：45—9：25
小学语文、小学数学、小学英语

9：35—10：15
初中专题教育、初中多学科融合等
第二环节：
活动展示
10：25—11：00
语文情景剧《精忠报国》
中英文情景剧《屈原》
体育社团表演《太极拳》
第三环节：
校长报告
专家点评
11：00—12：00 
徐向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校课程建设的实践研究
专家点评
12：00—12:30
（学校提供午饭，12：30校车送至地铁5号线）



负责人：赵金龙  办公电话：51094914  手机：13501275567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校本课程
——英语学科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承办单位：北京市第四十四中学
1．时间：2016年12月7日（周三）下午13 :30
2．地点：四十四中学报告厅
3．活动介绍：
四十四中学近年来尤为关注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主体地位的提升，积极探索“关注差异，多元实施，分层推进”的方式。倡导教师对学生开展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指导。四十四中学英语教研组从培养学生对学科的热爱入手，根据学生年龄段的特点和学生层次的差异进行校本课程的开发，教学方式的探索，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重在人人参与，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提升素养。体现整体化设计的理念：起始年级重在习惯的养成和兴趣的培养，过渡年级则是在于引导学生探索和创新，毕业年级重在知识的落实和素养的提升。
4．时间安排：
1:30—1:35宣传片 
1:35—1:45校长发言
1:45—2:05教研组长介绍教研组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建设，以及开展的特色活动
2:20—3:00初高中各年级的展示课

课程名称
授课年级
“找礼物”——英语视、听、说
初一
趣味阅读——阅读习惯培养
初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写作教学的分层指导
初三
体验文化差异——原版小说阅读
高一
开拓阅读视野——阅读技巧训练
高二
多元文化的“碰撞”——完形指导
高三

3:15—3:50专家点评


负责人：张青  办公电话：68552672  手机：13641316534

改革旅游服务类专业英语教学方式，
让中职学校英语课堂充满活力
承办单位：北京市外事学校
1．时间：2016年12月7日（周三）下午13:30
2．地点：北京市外事学校三层报告厅
3．活动介绍：
中等职业学校旅游类专业对学生的外语有一定的要求，特别是外语口语交际能力，然而学生外语基础薄弱，出现畏难情绪，外语教学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学校一方面在语言能力及教学方法上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另一方面紧抓外语课堂教学的改革，鼓励教师在课上、课下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情境对话、听歌填词、街头采访、拼词游戏等。外语课堂教学经过改革，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中职外语课堂有效、有用、有趣。本次活动通过介绍学校英语改革情况、教师经验分享、学生现场展示以及课堂教学展示等内容呈现改革效果。
4．时间安排：
13:00-13 :25签到 （一楼大厅）
13:30-13:35介绍来宾（三层报告厅）
13:35-13:50教学主管领导介绍外语课堂教学改革情况（三层报告厅）
13:50-14:20外语教师教学经验分享及学生现场展示（三层报告厅）
14:20-14:40专家点评（三层报告厅）
14:40-15:00领导讲话（三层报告厅）
15:10-15:50外语课堂教学（2节）、韩语课教学（1节）（三个教室）
15:50活动结束	









负责人：林静  办公电话：66153310  手机：13522112757

高中地理学科不同年级教法学法探究
承办单位：北京市第四十三中学
1．时间：2016年12 月8日（周四）8:50
2．地点：北京市第四十三中学本校区
3．活动介绍：
课堂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主阵地，课堂教学是学生学习知识的主渠道。只有保证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才能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
多年来四十三中一直致力于课堂教学改革。通过涵盖所有学科的课堂教学视导、外聘专家深入课堂听评课、举办教学研讨会、教研组做本组小课题研究以及给学生提供学法指导等方式，不断研究探索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途径和方法。
此次科研月活动，四十三中将进行高中地理学科的课堂教学展示，通过展示课把四十三中多年来探索课堂教学有效性的阶段性成果呈现给大家，同时听取专家和同行的指导意见，促进学校课堂教学的提高。
4．时间安排：
时间
主题
发言人 展示人
8:50-9:20
应对生源变化，探索有效教学
校长
9:30-10:15
同时三节现场展示课
地理学科教师
10:25-10:40
学科教研组有效教学初探
教研组长
10: 40-11:20
专家点评，领导讲话
专家  领导











负责人：霍美春  办公电话：63039841   手机：13911175945

科研引领  成就智慧教师团队
承办单位：西城区青少年美术馆
1.时间：2016年12月9日（周五）8:30
2.地点：西城区青少年美术馆大厅
3.活动介绍：
历经“十一五”、“十二五”的课题研究，促使西城区青少年美术馆教师们关注文化资源与校外教育教学活动内容的整合，打造出异彩纷呈的美术馆特色教育教学活动，更形成了一支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研究型教师团队。
主题报告将呈现美术馆教师们联合联动的课题研究模式、多元互动的教学研究方式、骨干与青年教师的培养模式、稳步推进的课题管理模式，以及取得的教育科研显著成果。骨干教师们还将从儿童创造思维培养、特色国画与书法教学、儿童美术学材拓展、融入博物馆资源的美术教学、体验式主题教育活动等方面，展现他们多层面、多角度的合作、思考与探索。在分会场的互动体验环节中，参与者结合不同材料的工艺制作、创意绘画、书写创作等形式，感受美术馆教师的教育理念与教学魅力。
4.时间安排：
8：20—8：30    签到
8：30—9：00    主题报告
9：00—10：20   教师介绍
10：20—10：30  中场休息
10：30—11：30  体验互动












负责人：田冬梅  办公电话：63186531  手机：15801591928

培智学校课堂有效性的实践与探索
承办单位：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
1．时间：2016年 12月13日（周二）8:30
2．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
3．活动介绍：
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在“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办学思想的指导下，依据以学生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的课程设计理论，结合智力残疾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制定出以学生生存和发展为中心的课程。学校科教研紧密结合，科研促教，积累大量课程改革实践经验。学校紧密围绕培智学校课程改革关键因素，通过校本培训、教科研一体，科研促教的形式，推动学校课程改革实践，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
此次活动主要回顾学校近15年来的课程实践，总结与梳理学校在培智学校课程改革中的经验，总结“培智学校课堂有效性”的课程特色和内涵，通过多种形式的展示课程实践与成果，突显课程服务于学生的理念。整体活动展示以学生为本，通过以教学情景展示、教学实景参观等形式将个别化教育方式、生活化课程内容和具体实践方式等内容生动的展示出来，同时以课程展示为契机，为学生搭设展示平台，在展示课程的过程中，为学生创建展示自我、培养自信的平台。
4．时间安排：
8:30   活动开始 参观校园
8:40   教学情景展示   
（1）8:40—9:15  两节综合课（平行）教学情景展示
（2）9:30—10:05 两节综合课（平行）教学情景展示
10:30   校长报告
10:50   领导讲话
11:10   专家点评
11:30   活动结束







负责人：程文捷  办公电话：66180449  手机：13661257038

行走在路上——教师共情能力培养的实践探索 
承办单位：中国儿童中心实验幼儿园
1．时间：2016年12月14日（周三）8:30
2．地点：中国儿童中心幼儿园
3．活动介绍：
中国儿童中心幼儿园在贯彻《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过程中，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自2012年起以教科研领路，紧紧围绕“共情润心、双格（健康人格、健康体格）发展”的教育理念开展了系列园本教研活动。在2014年的科研月展示中，我园就初步探索的教育戏剧、沙盘游戏、户外低结构游戏实践做了教研展示和汇报，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充分肯定和具体指导。
两年来，中国儿童中心幼儿园继续不断丰富双格课程的实践探索，在实践中越来越感受和体会到教师的共情能力对儿童的健康人格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儿童中心幼儿园相信和认为，只有教师自身和教师团队在共情能力上得到切实的改善和提高，幼儿的全面健康发展才能更好地得以实现。为此，中国儿童中心幼儿园教师队伍的现状和发展需求，初步尝试开展了以教育戏剧、沙盘游戏为主要载体的教师参与式培训，初步积累了一些在激发、鼓励、促进教师共情能力，完善教师团队建设与发展方面的新经验和新方法。
本次活动将主要从参与式培训教研活动观摩、经验交流分享、专家点评几个方面着手，呈现中国儿童中心幼儿园近年来在教师培训方式和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一些成果。
4．	时间安排：
(1)现场展示活动（8:30—9:50）
8:30—9:00主持人介绍活动流程，简述“我们的双格教育之路” 
9:00—9:50教育戏剧参与式培训活动展示与现场互动交流：现场观摩教育戏剧组教师的教研活动
9:00—9:50沙盘游戏参与式培训活动展示与现场互动交流：现场观摩沙盘游戏组教师的教研活动
(2)经验交流与分享（10:00—10:30）
汇报——“健康人格教育实践中我们的新探索和新思考”
汇报—— 两个现场活动主持人简要介绍与反思
(3)专家点评与现场互动（10:30—11:30）


负责人：丁晓函  办公电话：66511489  手机：18611821457

创新实践转变教育教学方式，家校携手促进全体学生发展
承办单位：北京市第八中学附属小学
1．时间：2016年12月14日（周三）8 :30
2．地点：学校校园参观。主会场：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西城区虎坊路13号）
3．活动介绍：
2014年，福州馆小学在教育综合改革中被更名为“北京市第八中学附属小学”，由一所极普通的小学，成为一所全市知名中学的附小，成为了社会和家长关注的热点学校。学校的更名和直升的优势，使学校生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三分之二是外地借读生，到100%为附近京藉学生。学生整体素质好，但学前基础差异较大，过于活跃、过于自我，个性张扬，随着学生、家长素质的提升，对学校的期待、对老师的要求和标准也越来越高，给老师的教育教学和组织管理及家校沟通都带来很大压力和挑战。教师原有的工作状态，教师固有的教育教学方法，都不能再适应教育改革、学校发展和家长学生的需要。
2015年学校在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适应生源变化的教育方法和教学方式改革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效，圆满结题。今年，在去年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又申报了区教委委托课题《适应生源变化的课堂教学策略研究》。近两年，在课题研究的推动下，学校教师团队，积极学习新理念、新思想，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携手家长努力为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服务；积极适应生源变化，深入地了解学生、研究学生，不断调整和创新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积极创造条件，为每一个孩子搭设锻炼和展示的平台，促进了每个学生更快更好地发展。学校整体教育教学的变化和学生们的全面成长，赢得了家长们的广泛认可，提升了学校的知名度和社会口碑。
4．时间安排：
8:30—8:50参观校园，然后到主会场。
9:00—9:10观看专题片
9:10—9:20校长讲话
9:20—10:40教师介绍，学生展示在京剧、武术、英语实践、经典诵读、行进打击乐等校本课程和社团中学习的成果.
10:40-11:10家长现场访谈，谈自己参加学校开放日、童话节、考试评价等活动感受。
11:10-11:30专家点评，领导讲话



负责人：温建荣  办公电话：63531066  手机：13661282498

构建乐说乐写课堂  提高习作教学实效
承办单位：北京市育才学校
1．时间：2016年12月15日（周四）下午14:00
2．地点：北京市育才学校
3．活动介绍：
北京市育才学校小学部语文学科在市教院温寒江教授的指导与帮助下，围绕“学习与思维”这一课题开展的低年级“观察·说话·写话”作文起步教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与丰硕的成果。研究发现“观察·说话·写话”课有助于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以及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我校的学生习作水平均高于他校，习作教学质量也在研究过程中迅速提高，得到了领域内专家的高度评价。小学部语文学科的全体低年级语文教师边实践边研究，在专家的指导与帮助下，自主研发了“观察•说话•写话”校本教材与《观察•说话•写话——小学作文起步教学与思维训练》一书。
4．时间安排：
时间
地点
内容
主讲人
14:00-14:40
阶梯教室
低年级《贴鼻子》
马莹

多功能厅
中年级《观察习作》
张立

美术楼
高年级《人物描写一组》
王颖慧
15:00-15:30
阶梯教室
专家评课
特级教师
15:30-16:00

课题介绍
学校领导
16:00-16:10

新书发布
温寒江教授
16:10-16:40

领导讲话
杨志成副院长









负责人：田国丽  办公电话：83102473  手机：13651000600

师心 匠心 恒心
——西城区少年宫师生教学研究成果展示
承办单位：北京市西城区少年宫
1．时间：2016年 12月18日（周日）下午14:00
2．地点：北京四中礼堂
3．活动介绍：
为推进校外教育教学活动项目创新，响应北京市校外教育优秀校外教育项目发展号召，西城区少年宫立足“十二五”课题成果，聚焦培育创新项目、建设特色项目、发展精品项目。本次教学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将以展示少年宫教师教育思想为主线，通过教学成果的展示方式，传递西城少年宫人对于校外教育发展趋势的理解和态度。
作为建国初第一批成立的校外教育场所，西城区少年宫今年已走过六十年风雨路程。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本次教学成果汇报将以“分享中华文化最美基因”为主题，展示属于我们西城区少年宫人 “大气、雅气、灵气”的独特气质以及对待校外教育事业的“师心、匠心和恒心”。 师心，是我们少年宫人对学生的承诺；匠心，是西城区少年宫人对事业的追求；恒心，是我们少年宫人对社会的责任。六十年来，我们肩负校外教育的光荣使命，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在未来，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校外教育的明天耕耘不辍。
4．时间安排：
   下午14:00 汇报演出












负责人：王小慧  办公电话：66114643  手机：13001031007

在研究中促师幼和谐主动发展   
承办单位： 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学前教研室
1．时间：2016年12月22日（周四）下午13:30
2．地点：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东址）
3．活动介绍：
为更好地贯彻《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精神，促进幼儿园教育改革科学深入发展，我区非常关注幼儿与教师的和谐主动发展，倡导幼儿园在教育教学中不断提高教师研究的意识，倡导干部在管理中不断树立研究的意识。为此我区开展了西城杯幼儿园半日活动展评，园本教研展评等活动，各园所在实践中积累了相关经验。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师学习、研究、实践相互转化的能力，西城学前教育分会将开展教育教学、保教管理、行政管理等方面案例与反思、征文（论文和经验）评选活动。
要求各园所征集相关的案例和征文，在园内学习交流的基础上，民主推荐70％参加区级评选。
此次活动参加面广：一线教师、行政管理、后勤人员均可参与。
实践性强：体现在实践中观察、理解、支持的教育环境和氛围，关注师幼和谐主动发展，注重学习品质的培养。
4．时间安排：
13：30—13：45颁奖
13：45—15：20经验介绍
15：20—15：30休息
15：30—16：20专家点评











负责人：刘亚明  办公电话：83154370  手机：1367135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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