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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阳） 5.32
英语阅读教学中的主问题设计（陈娇玲） 5.38
“观察———发现———讨论———归纳———巩固———

应用”语法教学模式初探（张金初） 6.18
精心设计导入 实施有效阅读———以《新目标英语》

八年级下册拓展阅读为例（熊亦波） 6.22
突出语境 关注过程 激发情感———由一节扬州市

青年教师赛课案例引发的思考（常万里） 6.27
从花果山到 KFC———谈 Go for It! 教材的有效
课堂教学设计（郑斌） 6.32

优化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的实践研究（张俊敏） 7.36
“三案六环节”教学模式的实践（易立） 7.39
在英语报刊阅读中培养高中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

（晏明霞） 7.45
以课外阅读训练高中学生的词汇学习策略

（孙明、李涛） 8.18
高中英语听力理解问题设计初探（苏克银）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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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玲、周斌） 11.7
巧妙整合教材 有效训练写作———谈高中生写作

能力训练的几个切入点（周文兰） 11.12
提高英语课堂提问有效性的策略（蔡秀盈） 11.34
新课程理念下的高中英语词汇教学（陈丹琴）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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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师如何开展有效的反思（李宝荣） 4.1
运用反思札记培养反思型英语教师的实践与探索

（金敏、金怡） 5.1
英语教师教学观念中的后方法因素调查

（孙自挥） 5.13
谈教师应如何听课与评课（陈俭贤） 6.12
在实践中反思和完善课堂观察———从一节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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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丽玲） 9.12
公开课———教师成长的快车道（刘洪）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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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厦门市中考英语试题解读与复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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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阅读理解难度的三个因素（徐惠琦）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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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英语北京卷开放性写作研究（张燕）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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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测试命题的问题与策略（胡洁元）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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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析反意疑问句的用法（英成亮） 6.38
定语从句高频考点疑难分析（杨鸿博） 6.43
2010年高考定语从句考查热点剖析（黄连英） 10.38
高考分词考点归纳与疑难解析（连世华）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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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中小学外语教学》第二届中学（高中）英语教学

优秀论文评选活动通知

1.封四，2.封四，3.封四，4.封三，5.封三
第三届“全国小学英语新课程探索”教学观摩与

研讨会会议通知 2.封三，3.封三
关于我刊采用NewsLetter邮件信息通报、开通
网上论坛的通告 4.封四，5.封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2010年在职英语硕士
暑期全国集中班热招 5.封四，6.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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