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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小学英语教学改革，提高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水平和课堂教学质量，交
流小学英语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由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八届小学英语课堂
教学观摩培训会于 2016年 5月在广东省东莞市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学英语教师在此次会议上为
与会教师展示了各自精彩的课堂教学。学会还特邀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对每位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
了现场点评。

为了真实再现此次观摩培训会的现场盛况，帮助教师们准确把握英语课堂教学的发展趋势，我
编辑部现提供此次会议的光盘，供广大英语教师观摩和学习。本套光盘有助于英语教师转变教学观
念，拓宽教学思路，提高教学技能，提升课堂教学的水平。现特向全国英语教师推荐，欢迎广大英
语教师和教研人员邮购。

《第八届小学英语课堂教学观摩课案例集》含 16张DVD光盘，邮购代号“16PD”，价格 539元
（免快递费）。

该光盘的详细信息见我刊网址 http://www.flts.cn/node/817 或 http://www.58808018.com/node/
817。此外，我刊可以向购买光盘的读者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已刊登在我刊的由授课教师及其备课团队
撰写的课例文章。

邮购地址：北京师范大学中小学外语教学编辑部；收款人：张冬玲；邮编：100875。请在汇款
单附言中注明邮购代号“16PD”，并提供手机号码，便于投递。若需通过网银、微信或支付宝转账，
请电话联系010-58808018索取账号。

欢迎邮购欢迎邮购《《第八届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第八届小学英语课堂教学
观摩课案例集观摩课案例集》（》（20162016年年··东莞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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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日出版中学篇，每月18日出版小学篇。

2019年《中小学外语教学》（小学篇）的邮发代号为 80-363。在当地邮局订阅本刊有困难的读

者，可以从本刊编辑部邮购期刊。

期刊

2019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小学篇）
2018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小学篇）
2017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小学篇）合订本

邮发/邮购代号

80-363

80-363

17PH

价格

9.9元/期；118.8元/年

6.9元/期；82.8元/年

128元

订购方式

邮局订阅/编辑部邮购

邮局订阅/编辑部邮购

编辑部邮购

邮政汇款地址：北京师范大学中小学外语教学编辑部；收款人：张冬玲；邮编：100875。
若需通过支付宝、微信或网银转账，请电话联系010-58808018索取账号。

欢迎订阅欢迎订阅20192019年年《《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小学外语教学》》和和
邮购邮购《《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小学外语教学》》合订本合订本

中国外语教学期刊质量检测入网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