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实验总课题组
关于组织举办 2009 年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课题实验综合活动
正式通知

2009·02·02

（根据 2009 年 1 月 17 日在广州举行的各省专家评审会讨论意见修订，并征徇专家组通过）

一，

活动目的
在科学发展观理论和教育教学科学理论的指导下，积极鼓励参加纵横信息数
字化学习课题实验的广大师生，紧紧把握信息时代的发展脉博，积极探索，大胆
实验，勇于创新；充分展示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课题实验的教学理念、学习
方式与实验模式；分享如何在实验中探索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优化各种学习
过程；分享如何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快乐学习、主动探索＂的学习精神、意
志、品质的方法与宝贵经验。并为各省、地广大师生创设一个相互切磋交流；互
相研讨学习、分享互动的平台，促进总结与提高。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
实验总课题组将与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共同组织举办“2009 年纵横信息数字化学
习课题实验综合活动＂。
时间：2009 年 7 月 18—20
地点：广州市华泰宾馆
二、参加对象：
正在开展实验的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各省、地、市各子课题单
位的老师、学生和课题组成员。
（广东、广西、湖北、湖南、云南、海南、江苏、
浙江、江西、河南、福建、安徽、上海、香港、贵州、新疆）
欢迎以上之外有兴趣人士参加。
三、活动项目：
（一） 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活动展示评比
1·幼儿游戏化专项活动展评 （重点）
2·精品微型学习活动展评（课例）
3·三项学习技能交流展评
（二）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颁奖活动
1·2007-2008 年度“优秀课例、课件、软件＂点评及颁奖活动
2·2007-2008 年度优秀子课题成果分享及颁奖活动
3·2008-2009 年各省地市校主题网站（页）评选颁奖
4·总课题组各省、地市先行示范点校授牌仪式
（三）总课题组专家高层次理论指导和课题实验操作师资培训
（四）新版软件研发动态发布、总课题组下阶段工作部署
四、活动项目具体要求：
（一）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活动展示评比
1·幼儿游戏化专项活动展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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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小朋友个人活动
①内容
A、我喜欢的儿歌
B、悄悄话告诉你
②形式
由小朋友个人输入技能与现场即兴表达两种形式，让小朋友在创设的纵横
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学习条件中喜闻乐见的环境下，展示进行自主性个体学
习活动的过程。
③要求
各省请参照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总课题组活动方案，组织各
子课题所属幼儿园全部参加。选手的产生，先由各省自行选拔，再推选两位
小朋友参加总课题组现场活动展示。
（上海、湖北、云南、江苏、福建、江西、
广西各 2 名，广东 1—3 期各 2 名，共 6 名，全国总数 18 名）
B 小朋友小组活动
①内容
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幼儿游戏化活动
②形式
以幼儿园为参加单位，自行设计活动方案，制作课件，创设活动情景，由老
师带领小朋友进行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游戏式活动，活动时间 15 分钟。
或是将幼儿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活动寓于丰富多彩的游戏化活动中，或是将
幼儿德育、体育、智育等多方面小朋友的发展寓于生动活泼的纵横信息数字化学
习活动之中。
由总课题组征集评选活动方案。方案的产生，先由各省自行选拔，再推选两
个最隹方案入围参加总课题组活动方案评选。
（上海、湖北、云南、江苏、福建、
江西、广西各 2 个，广东 1—3 期各 2 个，共 6 个，全国总数 18 个）
，总课题组
将召集专家评审会对方案进行评审，分三个等级进行表彰，并评选出 6 个最佳方
案的幼儿园参加现场活动展示。
③要求
各幼儿园上报参评活动方案时间：2009 年 4 月 10 号前。上报内容包括，活
动设计方案、为活动使用而设计课件或软件，请一并发至总课题组秘书长林小苹
老师邮箱：linxp02＠yahoo.com.hk ，和上传总课题组资源库指定文件夹，评选结
果将于 5 月 10 日前公布。
参加展示的每所幼儿园参加活动的小朋友为 8-10 名，由每所幼儿园选派自己
本园 2-3 名小朋友为基本队员，（可以是参加第一项的个人小选手）其余部分由
当地实验园校提供支援。
现场活动聘请多方面专家，根据现场活动展示所体现的实验研究特点，从“创
新、科学、自主、互动、和谐五个方面进行评价，并给于表彰奖励。
（一） 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活动展示评比
2·精品微型学习活动展评（课例）

1、内容
充分展示不同学习群体、不同学习范围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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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式的实验成果，分享如何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快乐学习、主动探索＂
的学习精神、意志、品质与宝贵经验，如何鼓励学生在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中自
主学习探索和发现，尤其如何掌握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技能，提高学习效率，有
效地解决自己学习中问题和困难，培养自主学习能力的成功范例。以“精品＂、
“微型＂学习活动（课例）展示实验研究的过程与特点。

2、形式
以实验子课题学校为申报参加单位，自行设计活动方案，以培养学习者“自
主学习、快乐学习、主动探索＂的学习能力、精神、意志、品质为主题，创设活
动情景，自制课件软件，选用纵横汉字输入法学习系统软件，体现实验目标、方
法与过程。
各省请参照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总课题组活动方案，组织所属
各子课题全部参加。方案的产生，先由各省自行评审，再按不同组别依评审结果
排列上报总课题组。总课题组将根据各省上报的评选活动方案召集专家评审会对
方案进行评审，分三个等级进行表彰，分别从“小学、中学、特殊教育、其它＂
四个组别按以下不同比例（8：3：3：2）评选出最佳活动方案，参加现场活动。

3、要求
各子课题学校上报参评活动方案时间：2009 年 4 月 10 号前。上报内容包括，
活动设计方案、为活动使用而设计课件或软件，请一并发至总课题组秘书长林小
苹老师邮箱：linxp02＠yahoo.com.hk ，和上传总课题组资源库指定文件夹，评选
结果将于 5 月 10 日前公布。
参加展示的每所学校参加活动的学生为 8-10 名，可自带原校学生，也可只
带 2-3 名基本队员，其余部分由当地实验园校提供支援，活动时间 18 分钟。
现场活动聘请多方面专家，根据现场活动展示所体现的实验研究特点，从“创
新、科学、自主、互动、和谐五个方面进行评价，并给于表彰奖励。
（一） 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活动展示评比
3·三项学习技能交流展评
①内容
创设“看打─汉字输入＂；
“想打─看图作文＂；
“选打─词语竞赛＂三项纵横
信息数字化学习技能交流机会，体会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的乐趣，相互交流切磋，
共同促进提高。
②形式
“看打─汉字输入＂；使用纵横汉字输入系统软件 2002 年第三版，采用现场
随机抽取文本，进行五分钟的汉字输入技能展示。
“想打─看图作文＂
；使用纵横汉字输入看图作文软件，由语文专家现场抽
取看图内容，导入系统，由参加者在 15 分钟内完成现场看图作文。
“选打─词语竞赛＂；使用纵横汉字输入词语竞赛软件，由参加者进行 5 分
钟的词语竞赛，现场展示参加者的成绩。
③要求
由各省自行选拔优胜者参加，每省名额 4 名，可自行选择参加以下组别的技
能展示：
小学低年组；小学高年组；中学组含职校）
；大学组；特殊教育组；其它组
别（如老年组、少数民族组）
各省参加者名单请于 6 月 22 日前上报给总课题组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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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颁奖活动
1·2007-2008 年度“优秀课例、课件、软件＂点评及颁奖活动
①宣布评奖结果，专家点评参赛作品。
②对获奖的 83 件作品（一等 16/二等 22/三等 27/优秀 18）作者颁发奖证奖
金。
（二）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颁奖活动
2·2007-2008 年度优秀子课题成果分享及颁奖活动
①、请具有典型意义及代表性的优秀子课题进行成果的介绍与分享
②、向 25 个获得年度评估“优秀＂等级的子课题单位颁发奖证奖金。
（二）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颁奖活动
3·2008-2009 年各省地市校主题网站（页）评选颁奖
向获得由各省地推荐、总课题组评估的各省、地市校主题网站（页）优秀单
位颁发奖证奖金。该项评选各省送报的名额为两个，上报时间为 5 月 20 日前，
各省每项上报并附三百字左右文字介绍。基本条件是只推选在课题实验研究中自
然形成的主题网站（页），真正为课题实验研究过程服务的，而不接受为参与评
选而突击完成的。
（二）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颁奖活动
4·总课题组各省、地市先行示范点校授牌仪式
向获得由各省地推荐、总课题组评估的各省、地市先行示范点校授牌。该项
评选各省送报的名额为三个（按幼儿园、中小学、特殊教育或其它），上报时间
为 5 月 20 日前，各省每项上报并附六百字左右文字介绍，基本条件是在纵横信
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过程中各方面能成为本省的样板和典型示范。
（三）总课题组专家高层次理论指导和课题实验操作师资培训
举办“高层次理论学习与研讨＂、
“课题实验操作与交流＂师资培训，提供多
位分别于不同群体不同领域的专题学术讲座，现场操作指导等方式，由实验教师
自主选择学习或参与培训。
该次培训由总课题组与中国教育技术协会联合举办，使每位实验的教师在实
验过程中能不断丰富更新自已的知识结构，提高实验水平，实属机会难得。由于
内容重要、意义重大，因此要求所有子课题均参加，每单位名额为 1—3 名，学
习者将可获颁发培训证书。
本阶段的子课题研究经费，将在活动结束前现场发放。
（四）新版软件研发动态发布、总课题组下阶段工作部署
本活动各参加者的成绩，将列入总课题组和国家课题 BCA060016 年度评估的
具体内容。
（五）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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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以上参加“活动展评、接受颁奖＂的老师和学生以及小朋友（包括获准陪
同的家长）除交通费外，其它食宿由会议统一安排。参加培训的老师除交通费外，
需交付住宿费的一部分，每晚 60 元，三天共 180 元，其余住宿费的不足部分，
以及用攴，均由会议统一安排 。
以上各项，如有查询，请与总课题组秘书长林小苹老师联系
2009 年，美好新一年的灿烂与辉煌，由我们共同去创造！
祝福纵横码！
祝福大家！

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教学实验总课题组
2009 年 02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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