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中国幼教年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二届中国幼教年会将于2015年11月在广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为进一步落实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秀莲主任在首届中国幼教年会重要讲
话时提出“联合社会各界优质资源，推动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真正实现幼儿身心健康、环境安全”的精神，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教育部提高质量的工作任务，结合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会上提出“互联网＋”在学前教育领域的科学运用；

教育部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研究院、中国早教论坛组织委员会决定于2015年11月22日至25日在广州举办以创
新、专业引领行业发展为主旨的“第二届中国幼教年会第二届中国幼教年会”。

2014年5月8日至11日以“视野 交流 融合 ”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幼教年会暨幼教资源博览会在广州胜利召开，6378名代
表参加会议，此次盛会得到国际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及业内的高度认可，已成为当前中国幼教领域品质、专业、影
响、务实等综合指标位列第一的会议。

大会主题：大会主题：新常态、新格局背景下学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参会对象：参会对象：

1.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领导代表，教育部相关司局及直属单位领导代表，地方教育部门代表。

2.高等院校、教研机构等学前教育知名专家、教授，一线资深园长、教师。

3.各级社团代表，院校幼教工作者、民间幼教研究机构代表。



4.各类型幼儿园(含公办及民办园)、亲子园、课程中心、培训机构等幼教第一线人员。

5.幼教用品、教材及教玩具、园所课程等相关资源供应商。

6.大专、本科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专科、本科生等学生代表。

7.中央及地方电视台、网络媒体、平面媒体等主要新闻媒体代表。

8.赞助单位、协办单位、支持单位的相关代表。

亮点提炼：亮点提炼：

一、强大的讲师整容，包含6大类讲师。
1、国际专家，包括美国多元智能之父加德纳和奥巴马早期教育负责人steven等；
2、五大师范院校（北师大、华师大、南师大、西南师大、华东师大的博士生导师，专家教授都会来到现场来进行分
享交流。）
3、政府领导关于未来幼教政策走向方面都有解读。
4、跨界学者，包括范智、程社明等。
5、学术专家，重点学前教科所的专家，都参加过《3-6岁儿童发展指南》的编写，徐明、庄薇、卢筱红等。
6、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的一线名园长的分享，包括应彩云、毛美娟、蒋静等。

二、未来概念型幼儿园。
1、运用了全息技术、体感技术、机器人技术打造一个未来型的概念幼儿园。
2、能够让您感受到新技术给未来的幼儿园带来的改变。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研究院
中国早教论坛组织委员会

时间地点：时间地点：
时间：2015年11月22日至25日
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一）（一）11月月21日日9:00至至23:00  参会代表现场报到注册参会代表现场报到注册
（二）（二）11月月22日上午日上午 开幕式（嘉宾致辞，讲话，主旨报告）开幕式（嘉宾致辞，讲话，主旨报告）

会会  场场 内内   容（致辞、重要讲话、主旨报告和嘉宾组成）容（致辞、重要讲话、主旨报告和嘉宾组成）

主 会 场
——全国人大、政协领导代表，教育部、美国教育部领导代表，各级教育部门领导代表，合办单位代表，
知名专家，名园长

（三）（三）11月月22日下午至日下午至11日日25日上午，平行会场（专题分享）日上午，平行会场（专题分享）

会会  场场 内内   容（容（17大专题和分享嘉宾）大专题和分享嘉宾）

1.专题报告与分享【焦点与趋势】专题报告与分享【焦点与趋势】
——霍华德·加德纳  哈佛大学教授，世界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多元智能理论创始人（被誉为多元智能之父）
——李奇勇  国家督学，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贵州省委教育工委委员
——刘云艳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重庆
市幼儿教育研究会理事长，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重庆市第二届政协委员
——沈致隆，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物理化学教授、化学系主任，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
员，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山东大学、广西工学院、南昌大学等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
——毛美娟  上海市特级教师、特级园长，浦东新区东方幼儿园园长，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浦东新区十佳精神文明标兵，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特殊贡献奖，上海市第七届党代会代表，浦东新区党代会
代表，浦东新区政协委员
——蔡伟忠  法国LODIA教育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顾问，广东
省心理学会婴幼及学前研究部副部长，广东省幼儿园讲师团首席导师
——10月8日以后请登陆年会官方网站了解详细日程与更多嘉宾

2.专题报告与分享【全球视野与国际对话】专题报告与分享【全球视野与国际对话】
报告：美国早期教育政策与实践的现在与未来
——Steven R.Hicks  美国国家教育部高级政策官员
报告：用新西兰的教育理念编写中国幼儿的学习故事



——周念丽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心理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学士。日
本国际幼儿教育学会副会长、日本《国际幼儿教育》副主编
报告：多元智能在新加坡学前教育的实践
——言缵光  哈佛大学博士，幼儿教育专家，新加坡EdnoLand多元智能信息化幼儿教育创始人
——10月8日以后请登陆年会官方网站了解详细日程与更多嘉宾

3.专题报告与分享【课程建设及评价】专题报告与分享【课程建设及评价】
报告：好玩，有效的创意运动游戏30例
——郑  艺  上海市徐汇区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著名幼儿运动教研专家，中学高级教师，上海市优秀教研
员，上海二期课改《运动》教材主编
报告：对幼儿园一日活动及课程的思考与实践
——蒋  静  上海宝山机关幼儿园园长，上海市特级教师，上海市十佳教师
报告：五大领域的困惑—课程领域与发展领域辨析
——王东异  美籍华人，北京本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与心理学硕士，美国夏
威夷大学教育哲学硕士，南加大企业管理博士

4.专题报告与分享【环境创设】专题报告与分享【环境创设】
报告：玩出创意的幼儿园环境
——蔡伟忠  法国LODIA教育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顾问，广东
省心理学会婴幼及学前研究部副部长，广东省幼儿园讲师团首席导师
    ——10月8日以后请登陆年会官方网站了解详细日程与更多嘉宾

5.专题报告与分享【活动区游戏实践与指导】专题报告与分享【活动区游戏实践与指导】
报告：游戏区环境创设与幼儿行为观察应对
——朱继文  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丰台第一幼儿园园长，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北京市
师德之星
报告：幼儿园语言区的设置与观察指导
——史燕涛  北京市朝阳区培华实验幼儿园总园长，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原副园长，北京师范大学望京
大西洋新城幼儿园原常务园长，北京市优秀教师、师德先进个人
报告：幼儿“语言整体发展游戏”研究
——白  燕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天津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副秘书
长
报告：幼儿园区域环境创设与活动指导
——董旭花  山东省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省十佳幼儿园、省级示范幼儿园评估专家，山东省
教学能手、优质课比赛评估专家

6.专题报告与分享【园本教研】专题报告与分享【园本教研】
报告：园本教研促进教师个人教育知识的更新
——刘  丽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早期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园本教研北京市负责人
报告：浅谈促进教师主动学习的教研支持方式
——沈心燕  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西城区教研中心学前教育教研室主任，原为曙光幼儿园业务园长，北
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儿童游戏与玩具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之一
报告：区域活动中的园本深入教研
——勇  颜  吉林省特级教师，长春市教育局教研室幼教部主任、副教授，长春市幼儿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
长，教育部园长培训中心特聘授课专家，长春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7.专题报告与分享【五大领域研究与实践】专题报告与分享【五大领域研究与实践】
    报告：幼儿语言领域关键经验的学习与教师的适宜指导（待定）
——余珍有 中华女子学院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课程与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华东师
大ESECE儿童语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报告：实施科学的幼儿教育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报告：幼儿教师怎样选择和分析绘本
——徐  明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早期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科普协会秘书长
    报告：为幼儿的后续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素质基础
——王顺妹  华东师大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副教授，华东师大附属幼儿园原园长，《上海托幼》等杂志
特聘顾问
    报告：体智能教育法在幼儿户外运动游戏中的应用
——钱馨武  幼体联创始人，国际儿童体智能教育研究会秘书长

8.专题报告与分享【课题研究及成果推广】专题报告与分享【课题研究及成果推广】



主 会 场
 

 

 

 

 

 

 

 

 

 

 

 

 

 

 

 

 

 

    报告：幼儿基础音乐能力培养及年龄发展进阶
——杨立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
员，教育部课程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柯达伊专业委员会会长
    报告：新标准下的教师艺术素养与教学策略
——王  丹  中华女子学院学前教育系艺术教研室主任，国际儿童发展与教育学会（ACDEI）特聘专家，香
港教育学院艺术培训项目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生班特聘专家
    报告：让幼儿爱上阅读的策略
——卢筱红  江西省教育厅教学教材研究室研究员，江西省幼儿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江西省幼儿教育
学科带头人，江西省幼儿教师“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培训专家
    交流互动：阅读专题；礼仪专题
——白爱宝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早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科学出版社幼儿教育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

9.专题报告与分享【优秀专题报告与分享【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和礼仪教育】和礼仪教育】
    报告：卓越园长的礼仪风范
——范  智  中国现代礼仪学学者，中国礼仪师导师，中国礼仪联盟主席，国智美礼仪文化研究工作室创始
人，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课题组特聘研究员，国际金钥匙组织中国区顾问，中国女性软实力研究院名誉院
长
    报告：幼儿教师礼仪的实践操作
——周季萍  北京中华女子学院教授，高等院校礼仪培训师
    报告：古诗教学与幼儿情感发展
——林淑媛  广州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理论科原科长，广州市政府“终身教育奖”获得者
    报告：教幼儿做人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
——黎丽华  广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学，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优教科原科长

10.专题报告与分享【园本培训与教师专业发展】专题报告与分享【园本培训与教师专业发展】
    报告：园本教研与教师专业发展
——戴晓萱  北京特级教师，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五条幼儿园园长，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北京市中级评
委，北京市三八红旗手
    报告：浅谈教师的课程执行力
——应彩云  上海市特级教师，上海劳动模范、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十佳教师，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名
师高级研修班"主持人
——10月8日以后请登陆年会官方网站了解详细日程与更多嘉宾

11.专题报告与分享【园长领导力与团队建设】专题报告与分享【园长领导力与团队建设】
    报告：园长领导力与管理
——阎水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教育系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幼
儿园原园长
    报告：打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教师队伍
——毛美娟  上海市特级教师、特级园长，浦东新区东方幼儿园园长，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浦东新区十佳精神文明标兵，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特殊贡献奖，上海市第七届党代会代表，浦东新区党代会
代表，浦东新区政协委员
    报告：从专业化到职业化—优秀园长的成长路径
——赵  凯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教学十佳，中国心理协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
会委员
    报告：幼儿园园长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和管理
——程社明  我国著名职业生涯规划专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职业生涯开发与管理主讲教授

12.专题报告与分享【家园共育及沟通】专题报告与分享【家园共育及沟通】
    报告：荡起双桨-乌南幼儿园家园共育实例与分析
——龚  敏  上海市特级教师，上海市徐汇区乌鲁木齐南路幼儿园园长，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优秀教育工
作者，上海市首届骨干教师，徐汇区‘光启杯'十佳青年
    报告：家长工作的三部曲
——李  萍  河南省军区幼儿园原园长，全军优秀教师，省三八红旗手，河南教育学院干训部兼职教授
    报告：让家长成为园所的粉丝
——高  鲁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 “总后六一幼儿园”优秀教师，总后勤部优秀教育工
作者
——10月8日以后请登陆年会官方网站了解详细日程与更多嘉宾

13.专题报告与分享【保教与园所经营管理】专题报告与分享【保教与园所经营管理】
    报告：幼儿园保育工作管理与实施



——崔绍珍  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主任医师，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北京分
会卫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优生优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电视台特邀专家
    报告：婴幼儿健康发展评估实施手段
——戴淑凤  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和优生优育协会理事、国际行为分析协会
成员、《全科医学杂志》编委、“北京东方圣童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人和技术总监
    报告：婴幼儿营养与膳食安全管理
——万湘桂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师范学院学前教育教研室主任,教育心理学副教授
——10月8日以后请登陆年会官方网站了解详细日程与更多嘉宾

14.专题报告与分享【园所文化与特色创建】专题报告与分享【园所文化与特色创建】
报告：三叶草课程文化成长之旅
——陆娴敏  江苏省特级教师，南京市第一幼儿园园长，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硕士导师，江苏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幼儿教育分会副理事长
报告：以文化管理，保品质提升
——林剑萍  上海浦东新区浦南幼儿园园长、上海特级园长
报告：幼儿园文化建设与教师培养
——方红梅  上海市特级教师，宝山区陈伯吹实验幼儿园园长，上海市政协委员，宝山区学前音乐教育研究
工作室领衔人，宝山区知联会副会长
    交流互动：特色幼儿园建设
——朱长友  广州军区空军直属机关幼儿园原园长，广东省人民政府督学，广东教育督导学会学前教育专业
委员会理事长，广东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15.专题报告与分享【幼儿园安全及专题报告与分享【幼儿园安全及法律法律】】
    报告：幼儿园安全体系域法律保护
——王大伟  中国公安大学教授，公安学学科带头人，享受部级津贴，总参防恐怖专家组成员（待定）
    报告：幼儿园依法管理与幼儿园安全的保护
——谢志东  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幼儿园法律专家
    报告：幼儿园事故预防与应对策略
——廖燕芳  广州市番禺区政府托幼办原主任，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行政部主任兼教育系统法律服务部主
任，广州市政协原委员
    报告：构建幼儿园安全体系，让幼儿远离伤害
——李娟梅  北京金雁飞鸣教育科技公司总经理兼三所幼儿园总园长，“联合国儿童教育基金会预防儿童伤
害干预项目”试点单位负责人，2008年北京教育年度先进个人

16.专题报告与分享【民办园发展专场】专题报告与分享【民办园发展专场】
报告：园长的领导力管理智慧
——李  毅  珠海容闳国际幼稚园董事长兼园长，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珠海市学前教育协会理事长，
珠海市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府第十届省督学
报告：高端幼儿园的经营策略
——张  军  广东碧桂园学校PYP幼儿园园长，全国百佳幼儿园园长，广东省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集团常务理
事，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学前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教师发展研究中心学前教育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
育部重点课题成员
报告：中国式人员管理-谈幼教人力资源
——徐  玲  阳光雨露集团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博士，美国常青藤学院教育集团中国区总裁，上
海幸福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阳光雨露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10月8日以后请登陆年会官方网站了解详细日程与更多嘉宾

17.专题报告与分享【互联网和资本专题报告与分享【互联网和资本+幼教】幼教】
报告：借助互联网与新技术、资本来发展幼儿园
——中国移动、腾讯、全国幼教联盟（筹）、知名教育投资人
——10月8日以后请登陆年会官方网站了解详细日程与更多嘉宾

18.六大专题交流六大专题交流沙龙沙龙（对话与分享）（对话与分享）
——参会代表可申请发言分享，每个参会代表都可能是主角，请10月8日以后随时关注中国幼教年会网站
（www.cecec.org）和微信认证平台（微信名：中国幼教年会，微信号：youjiaonianhui）

（四）（四）11月月25日中午日中午  闭幕式（大会总结）闭幕式（大会总结）

会会  场场 内内   容（工作总结和嘉宾组成）容（工作总结和嘉宾组成）

主 会 场——孙  纲  教育部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研究院学前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第二届中国幼教年会秘书长

（五）（五）11月月26日日 上午上午  参观考察广州、珠海知名幼儿园参观考察广州、珠海知名幼儿园



——11月5日网站公布幼儿园参观创新事项（共计6所）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费：参会费：每人收费980元（含场地、会务、资料等费用）。往返交通、用餐、住宿费用自理（会务组协助推荐）。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8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