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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教发„2022‟69号 

 

 

各高中学校、江油市职业中学校： 

为积极应对新高考方案落地，进一步提升我市新高三备考针对性，经

研究、决定组织教师参加 2020级高三备考专题培训会，现将相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培训时间：6月 26日-27日 

二、培训地点：成都市双流区星宸航都国际酒店（成都市双流区航

林路 888号） 

三、主办单位：巴蜀好教育联盟、江西金太阳教育研究有限公司联

合举办 

四、参会对象及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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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高中学校新高三分管领导、学科教师 1-2 人； 

（二）江油市职业中学校高三分管领导、语文、数学、英语学科 

教师 1-2 人； 

（三）市教育发展中心高中学科教研员。 

五、培训主题 

（一）高考研究专家讲解新高考背景下的高考命题趋势分析与备考策

略； 

（二）刚带完高三的川内 9 个学科名师分享高考变化趋势、个人高考

备考得与失； 

（三）金太阳教育研究院 9 个学科备考专家分学科主讲高考命题研究

与复习指导； 

六、工作要求 

（一）各校认真遴选教师，于 6月 22日将参培人员信息表（附件）电

子 Excel 表格发送到张学伦部长处，邮箱：414607827@qq.com。 

（二）参培教师需做好自我防疫工作，带上

必备生活用品。参会学员务必扫描微信群二维码

按学校+姓名加入“组群”，以便统一管理和登

记继教学时。统一出发时间、地点及班级相关事

宜将在微信群里通知。 

（三）本次培训活动参培人员的培训费：420

元/人（含培训费、本学科资料费）、往返的交

通费、住宿费、生活费统一由教育发展中心在学校师培专项中解决，其他

费用（含江油市内交通费和学习期间往返的公杂费等）回原单位按规定报

mailto:41460782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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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四）联系人：张学伦，电话：全号 13541742936（V 网 62936），不

详事宜，请咨询联系人。 

 

附件：1.参培人员信息表 

2.金太阳教育邀请函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022 年 6 月 20 日 

 

 

 

 

 

 

 

 

 

 

 

抄报：江油市教育和体育局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022年 6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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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培人员信息表 

 

单位 姓名 
性

别 
学科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开户行 银行卡号 学校领队 

         

         

         

备注：请以 excel表格形式回传 

 

附件 2： 

 2022年“细品真卷 反思备考” 

    今年的高考命题呈现哪些新的变化？ 

这些变化，对我们即将展开的新一届高三备考有哪些启示？ 

高考命题研究专家有何建议？ 

刚刚带完高三的名师们，他们的得与失是什么？ 

宝贵的经验，是新一轮高三备考的最有效的指引，基于此，巴蜀好教

育联盟 2022 年“细品真卷 反思备考”大型学术交流活动将于 2022 年 6

月 26-27日隆重举办。 

【会议时间】6月 26-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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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成都市 双流区 星宸航都国际酒店（成都市双流区航林路 888

号） 

【主办单位】巴蜀好教育联盟、江西金太阳教育研究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参会对象】各区县主管领导，教研员，学校教学主管，学科负责人，骨

干教师。 

【活动主题】 

1、高考研究专家讲解新高考背景下的高考命题趋势分析与备考策略； 

2、刚带完高三的川内 9 学科名师分享高考变化趋势、个人高考备考得与

失； 

3、金太阳教育研究院 9 学科备考专家分学科主讲高考命题研究与复习指

导； 

【会务及培训费】本次会议按照 420 元/人标准收取会务费含资料费；餐

饮住宿及往返交通费回原单位报销。 

 

 江西金太阳教育研究有限公司       巴蜀好教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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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6月 15日 

附：18位专家简介 

（一）川内名师专家简介 

戴华 中教高级 树德中学语文备课组组长，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成都市中

心组优秀成员，成都市教培中心组成员，四川省群文阅读赛课一等奖，四

川省讲经典赛课一等奖，成都市教学设计比赛一等奖 多次承担省市区各级

讲座。 

肖宏  1983年 7月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数学专业，理学学士 中共党员 中

国数学学会会员 中学高级教师 区特级教师 中国数学会奥林匹克一级教

练员 中央电视台中学生频道特聘教师 四川省骨干教师 四川省骨干教师

培训者 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教师发展专业委员会理事 专家讲师团成员 

四川省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官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成都市骨干教

师 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 21 届 34 个高三毕业班教学工作学生张渡兵获高

考数学满分 数十位学生次获全国联赛一二三等奖 先后五次参加四川省高

考评卷工作 在成都、遂宁、巴中、德阳、西昌、云南楚雄等地做高考复习

专题报告数十场 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三项 发表论文 80余篇，专业著作 8

本，参与教辅资料编修数十册 曾任成都市新都二中数学教研组长 新都一

中数学教研组长 现任新都一中教科室负责人 开办专业网站： 开泉涤尘高

中数学资源网 http://www.kaiquanjy.com。 

王辉  大学本科，特级教师，省级骨干教师。四川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评议

专家。达州市高中英语兼职教研员，达州中学英语学科主任，长期担任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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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中学高三英语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从 06年至今连续担任高三毕业年

级的教学工作已达 15年，对历年高考英语试题有较深入的研究。多次指导

青年教师参加省级、国家级赛课活动并获得较好名次。 

王芳 中学高级教师，成都七中(林荫校区)22 届高三物理教师，21 届高三

物理教师，兼任成都七中网校直播授课教师 15年，成都七中赴美交换教师。

曾获成都市青年教师赛课一等奖（第一名），中国名师名校课堂教学展示

活动一等奖（浙江杭州）等荣誉。参加的科研项目，制作的课件，获得全

国省市奖项若干。参编物理教材等书籍若干。 

王生龙 中学高级教师，成都市教科院化学中心组成员，成都树德中学光华

校区化学教研组长。 

张蕾 成都市铁路中学校中学高级教师，成都市学科带头人，成都市生物教

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四川师范大学生物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省中小

学实验教学活动省级评审专家，四川省中小学优秀自制教具评选评审专家，

四川省中小学实验教学技能大赛评审专家，金牛区第三届、第四届名师工

作室领衔人。多次受邀在省、市级高考及教学研讨会做专题讲座，在国家

级、省级“国培项目”中担任培训导师和做培训专题讲座，指导 6 名青年

教师分别在各类教学和实验技能比赛中获全国金奖、银奖、四川省一等奖。

多次获高三教学质量奖，曾率成都铁中学生代表中国国家队，受邀参加在

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大脑科学实验交流项目。主研市级、区级课题，参研省

级课题，参编多部论著，10多篇论文获省市级奖并发表在国家级、省级刊

物及国家核心期刊。 

袁徐铭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政治教研组长，中学高级教师，四川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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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硕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专家库成员，成都市高中政治中心组成员，

成都市中考命题专家库成员，四川省政治学科赛课一等奖，成都市政治学

科赛课一等奖，成都市班主任技能大赛一等奖，四川省、成都市“一师一

优课”评委；成都市政治学科赛课评委，成都市微党课讲师，多篇论文获

得四川省，成都市论文大赛一等奖，长期担任四川省、成都市及其余各省

市各级培训专家任务，多年来连续承担高三政治课教学工作，培养学生获

得 2021四川省文科第一名。 

韩海林  成都市树德中学高级教师，成都市历史学科带头人，教育部领航

名师工程郭子其工作室成员，四川省人社厅专家服务团专家组成员。主研

成果获首届国家级基础教育成果二等奖，四川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一、

二等奖，在《历史教学》《历史教学问题》《中小学教材教学》等刊物发

表文章二十余篇。 

何从春 正高级教师，四川省特级教师、四川省首批教书育人名师、四川省

优秀教师、全国优秀中学地理教育工作者、嘉陵江名师，南充市高中地理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南充高中地理教研组组长。 

（二）金太阳专家简介 

何正军  测评中心语文学科主编，金太阳教育集团高级研究员、讲师，《微

观高考》《读了么》《名校高考冲刺卷》等图书主 编。曾多次获得市县级

高考成果奖，曾参与教育部重点课题《课堂教学实效性策略》的研究工作，

曾多次参与市 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节目录制工作。主讲课题《高三一

轮备考策略-语文》《高效班级管理策略》。 

涂满清  国家关工委专家组成员，江西金太阳教育集团高级研究员、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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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师，上海心理学会注册咨询师。对高考备考策略、高效课堂、数学尖

子生培养、强基计划应对策略、作业设计、班级管理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常年应邀在全国各地讲学授课，教学听评诊断、示范课等活动，广受好评！ 

刘运芳  硕士研究生学历，课程与教学论专家，国家考试中心特约评论员，

中国导学案研究中心理事，中国外语学会理事，中学高级教师，金太阳教

育集团高级研究员,被多所学校聘为教育顾问。多年从事新课程改革研究、

高考英语研究、学生管理研究、学生生涯规划、学生学法研究、高效训练

以及新高考备考研究。多次应邀与河北衡水中学等名校进行高考备考交流

讲座。在《中小学外语教学》、《现代教育科学》、《广西教育》、《教

育家》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应邀到全国二十多省市就高效课堂、高考

备考、高效管理以及高效训练做专题讲座数千场。 

夏兵勇  中学物理高级教师，江西高校出版社责任编辑。主讲课题《新形

势下的高考备考策略》。 

江太海  中学高级教师，国家关工委专家组成员，中国导学案硏究中心理

事，高效课堂、高考备课硏究专家。主讲课题《高效课堂系列》《高效备

考系列》《示范课》《班级管理》等 

刘亚平  中学高级教师，湖南省百年名校 15年的工作经历，清北班荣誉教

师，省市级骨干教师。金太阳教育高级讲师，中国导学案研究中心理事，

多年潜心研究高考命题、研究和实践高效课堂、学生管理等等。 

邱晓强  金太阳教科所政治高级硏究员，金牌讲师。中国教育学会成员。

二十多年担任班主任，有着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主讲课题 高效课堂课程，

班级建设，优生培养，高考备考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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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其  成都树德中学教师，四川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国家“万人

计划”教学名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全国基础教育教学专家入库

成员，全国首期中小学名师领航工程培训班学员，四川省教育学会学术委

员，四川师大硕士生导师，西华师大硕士生导师，四川师大客座教授。 

郭家立  金太阳教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高考命题研究专家、深度学习研

究专家、创新教育研究专家、省优秀教师、班级 管理名家。致力于创新教

育研究十余年，成果丰硕。多次参与省级以上考试的命题，常年应邀全国

各地讲学。主讲课题有高考备考、班级管理、培养创新素养、改造我们的

学习和生活（学法指导、励志、健康心理健全人格、创新思维训练）、新

教材培训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