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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湖北省第二届教育信息化高峰论坛暨网络研修 

表彰大会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教研室（院、所、中心），神农架林区、江汉油田教育集团

教研室（院）和相关学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对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并提出“构建利用信息

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 

为了深化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探索学科课程的教学方法和策略，推进信息

技术教育与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有效结合，淘师湾教师研修网定

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至 19 日在武汉市召开“第二届教育信息化高峰论坛暨网络

研修表彰大会”。 

本次会议主题为“信息化高效课堂与教师研修”，旨在推动网络优质资源整

合，探索网络研修路径，构建信息技术背景下的教师成长新途径。 

一、会议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 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湖北省教学研究室 

湖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心 

主办单位： 淘师湾教师研修网（www.51taoshi.com） 

协办单位： 阳光教育研究院 

媒体支持：《新课程研究》、《个性化教育》杂志社 

二、会议主要内容 

1. 主题报告。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教育政策变化，探讨未来招考分离趋势

下的高招变化；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 

2. 经验交流。区域新课程改革经验；典型教育信息化案例、研修模式展示；

高效信息化课堂建设探讨；学科资源及数字化校园建设。 

3. 研修政策及研讨。湖北省教师网络研修、学时认定，以及区域网络教研

开展；2014 年春季课表及研修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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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选表彰。公布 2013 年度网络研修先进单位、研修课程“人气王”及优

秀教师，颁发证书、奖金、奖品。 

三、参会对象 

1. 市（州）、部分县（市、区）电教馆、信息中心及装备站领导；市（州）、

教研室（院、所、中心）负责人和教研人员。 

2. 相关中小学校长、分管校长、信息中心主任。 

3. 参与网络研修（语文、数学、英语、信息技术）的优秀学科教师。 

四、时间 

报到时间：2014 年 4 月 17 日 10：00—22：00 

会议时间：2014 年 4 月 18 日—2014 年 4 月 19 日 

五、地点 

地点：湖北省奥体中心（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电话：027—87937550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三路特 1 号 

行车路线：距离武黄高速公路武东收费站 200 米处（三环线上）从佛祖岭一

路右侧下即到。详细路线请参考附件。 

六、收费标准 

每人会务费 390 元（含参会费、资料费）。食宿统一安排，标准自选，费用

自理。账户信息： 

名    称：武汉淘师湾网络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武汉光谷支行 

账    号：416110100100148615 

七、联系方式 

会务组电话：400-883-9005  网站：www.51taoshi.com 

报名：彭小玲 13618626007  刘静明 13659871724 

食宿：熊胜利 13396091298  发票换取：韦茜 13986125259 

奖品：项敏 13720171037   会务 QQ 群：28870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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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征文启事 

欢迎与会代表提供会议论文，字数 3000字以内。每篇论文收取评审费 80元，

主要用于评审、授奖和印刷优秀论文集等。论文请于报道时直接交会务组。获奖

结果将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分别在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官方网站、

《基础教育课程》杂志社官方网站、《新课程研究》杂志社官方网站上公布。 

征文内容要求：1.我国课程改革理论研究与现状分析；2.地区和学校课程改革走过的道
路与反思；3.国外和华语圈课程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分析；4.新课程改革与新教学观的形成；
5.探究学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与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6.校本课程建设成果、经验与反
思；7.综合实践课程的新尝试；8.课程改革与新型师生关系建设；9.课程改革与教师绩效评
价；10.考试与评价改革；11.教育、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12.课程改革与德育创新研究；
13.新课程与学校文化建设；14.课程、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15.课改先进学校和优秀
教师典型通讯；16.关于课程、教材、教法、学法的各类特色课题研究。 

九、特别提示 

奖品：设特等奖 3 名；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20 名。奖品丰厚，

包括：手机，Pad，高级双肩背包，电饭煲，热水壶，U 盘，汽车、电动车团购

优惠券等。 

 
 

附件 1：议程表    附件 2：主讲嘉宾 

附件 3：参会回执   附件 4：行车路线 

附件 5：2014年湖北高中教师春季研修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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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议程（暂定） 

时间 主题 

4 月 17 日 

（周四） 
10:00-21:00 报到，参会代表办理报到手续，领取会议资料 

4 月 18 日 

（周五） 

开幕式    主持人：湖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心调研员 胡甫清 

8:30—9:20  领导讲话 
——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湖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 
——湖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心 
——湖北省教研室领导 

9:30—10:00  湖北省教师学分认定政策解读 
 2013 年湖北省高中教师网络研修表彰 
 湖北省网络研修联盟（研修基地+研修示范区）建设签约 

主题报告 
10:00—10:45  教育信息化及课程建设规划（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工程解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1:00—11:45  高中学科规划与高效课堂构建 

专题报告     
14:00—14:40  信息化高效课堂案例：北门中学建设经验 

——北门中学校长 张新汉 

14:40—15:00  区域信息化高效课堂展示与经验分享 

15:00—15:20  基于网络的同课异构实践——应城一中校长 柴时钟 

15:20—15:40  校本研修与网络教研经验分享 

15:40—16:00  以信息化助力高效课堂（网络研修示范基地及示范区典型发言） 

16:20—17:00  应用分享：基于网络的高效课堂观摩应用示范 

17:00—17:20  现场抽奖 

4 月 19 日 
（周六） 

8:30—9:00  2014 年春季网络研修课表解读——湖北省教研室 淘师湾 
 地市教科院（电教馆）代表发言 

应用分享 
9:00—9:20  信息化高效课堂与导学案编制（金太阳研究院专家） 

9:20—9:40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校本资源建设 

9:40—10:00  区县电教馆信息化高效课堂建设经验交流 

10:20—11:00  现场抽奖 

信息化高效课堂沙龙   
11:00—12:00 话题 1：校园信息化高效课堂建设（学校专场） 

话题 2：区域联校教研与网络同课异构（地市电教馆、教科院专场） 
话题 3：信息化条件下的教师成长（教师专场） 

温馨提示：敬请遵守活动时间。专家讲课时间可能会有临时调整，请留意组委会最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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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部分主讲嘉宾 

部分专家 
教育部知名教育信息化专家，各教育协会、学会领导，信息产业界著名公司

高层领导，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具体名单将于 3月在淘师湾教师
研修网（www.51taoshi.com）上公布。部分专家如下： 

1. 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知名专家。专家名单以会议手册公布为准。 

2. 雷春，湖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心任副主任、总工程师。1998年创办“湖
北教育科学网”网站，独立承担“湖北教育科学网”的总体策划、设计、制作、
维护和管理工作。2002 年 2 月至今在湖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心任副主任、总
工程师，负责湖北教育信息网（e21网站）的总体策划、建设、维护和市场管理
工作。 

3. 王志兵。湖北省教学研究室中小学信息技术教研员，湖北省中小学信息
技术教育实验区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
常务理事，湖北省教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信
息技术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编《湖北省普通高中新课程教学指南 仩信息
技术》，主编中小学《信息技术》教材 14 册、教师用书 10 册，主编《智能机器
人仩初中 》。 

4. 焦兆群，金太阳教育研究院院长。资深教育专家、全国模范教师、全国
优秀校长、河南省学术带头人、历史特级教师、原河南新蔡一高校长、江西“金
太阳”教育科教所所长、现“金太阳”教育培训学院院长。2001 年获得“全国
优秀教师”、“市优秀班主任”称号；2003 年获得“市五一劳动奖章”；2004年被
评为“省历史学科带头人”；2005 年被评为“市科技拔尖人才”；2006 年被评为
“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市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 

5. 张新汉，湖北课改名校——荆州市北门中学校长，先后被评为“荆州市
优秀教师”、“荆州区红旗共产党员”、“荆州市教育科研型校长”、“荆州区明星校
长”，湖北省教育改革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同时被湖北省教育干部培训中心校
长培训班聘为兼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楚天中小学教师校长卓越工程”高中校
长高级研修班结业，2012 年 6月荣获荆州区首届突出贡献人才“凤鼎奖”，2013
年 1 月被政协荆州市委员会评为“十佳委员贡献奖”。 

5. 柴时钟，湖北课改名校——应城一中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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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行车路线 

汉口站 

轨道交通 2 号线→公交 

汉口火车站 
240 米步行至汉口火车站 

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地铁,在光谷广场下车（或直接搭乘的士 25 元） 

210 米步行至民族大道或光谷广场 

乘坐 913、788、787、759、758 路公交车,在高新大道前徐村下车（或直接搭乘的士 8 元） 

3.2 公里步行至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武昌站 

轨道交通 4 号线→轨道交通 2 号线---公交 

武昌火车站（的士 50 元到奥体） 

150 米步行至武昌火车站西站口 

乘坐轨道交通 4 号线地铁,在中南站转乘轨道交通 2 号线在光谷广场下车（或直接搭乘的士 25 元） 

210 米步行至民族大道或光谷广场 

乘坐 913、788、787、759、758 路公交车,在高新大道前徐村下车（或直接搭乘的士 8 元） 

3.2 公里步行至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武汉站 

轨道交通 4 号线→轨道交通 2 号线---公交 

武昌火车站（的士 50 元到奥体） 

150 米步行至武昌火车站西站口 

乘坐轨道交通 4 号线地铁,在中南站转乘轨道交通 2 号线在光谷广场下车（或直接搭乘的士 25 元） 

210 米步行至民族大道或光谷广场 

乘坐 913、788、787、759、758 路公交车,在高新大道前徐村下车（或直接搭乘的士 8 元） 

3.2 公里步行至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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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办公电话  体制  学段  

通讯地址 （为便于大会后邮寄部分发票，请详细如实填写该项） 网址  

校长/分管校长  手机号码  邮箱或 QQ  

会议联系人  手机号码  邮箱或 QQ  

 

参会教师姓名 性别 手机号码 
住宿选择 

发票抬头 邮箱 
代号 房间类型 房间数量 

        

        

        

        

        

参会说明： 

1.填好“参会回执表”后，请务必发送回执到会议专用邮箱: hbxxjsjy@163.com；通过银行汇款后，请妥善保存银行回执单。 

2.报名咨询热线：4008839005，027-87775179   彭老师（13618626007） 刘老师（1365987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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