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中部幼教发展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5中部幼教发展大会将于2015年05月在郑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中国幼教年会（系列活动）自2014年5月8日在广州白云会议中心启动以来，得到国际国内有关政府部门、高等院
校、教科研院（所）的高度关注，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主流媒体的广泛宣传和好评。

 

（2015中部幼教发展大会中部幼教发展大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关于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意见》（教基二〔2014〕9号）提升质量的重点任务，切实提高中部地区
学前教育机构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中国早教论坛组织委员会等单位于2015年5月8日至11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以“中华文化背景下学前教育的适宜性发展”为主题的“中部幼教发展大会”，作为中国幼教年会（系列活动）的第二
次会议。

（2015中部幼教发展大会）

【参会对象参会对象】

各级教育行政部相关人员，各级教研院（所）相关人员，学前教育专家，社团代表，幼教机构（集团）代表，幼儿



园园长和教师，幼儿园供应商代表，学生代表等学前教育相关人员。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议程会议议程】

大会议程：2015年5月7日全天报到，5月8日9:00至11日中午12:00，展览于5月10日下午6点正式关闭。

大会设100余场专题分享与互动，包括【政策与焦点】【传统文化及礼仪】【幼儿园安全与法律】【领域与课程建
设】【家园共育】【保教与经营管理】【园本教研】【团队建设】【环境创设】【新技术及网络运用】10大模块。
包含权威报告、一线实践经验的展示、讲座、工作坊等。大会同时设近100家学前教育相关资源供应商展览交流，
包括【图书出版】【课程服务】【教材教具】【环境创设】【安防系统】【培训服务】【综合服务】等，包含商家
展示推广、代表参观和咨询、机构联谊交流等活动。

（一）5月7日（9:00至23:00） 报到注册（一）5月7日（9:00至23:00） 报到注册

（二）5月8日上午 开幕式（嘉宾致辞，主旨/专题报告）（二）5月8日上午 开幕式（嘉宾致辞，主旨/专题报告）

会 场 内 容

主会场

致辞、重要讲话

——教育部、中国关工委、有关教育厅（委）和地市（县）教育局相关领导，合办单位负责人，知名学前

教育专家

主旨报告：反复与重塑——对我国传统儿童教育的再思考

——刘晶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学前教育重点学科儿童社会性发展与道德教育方向负责

人，第六届OMEP中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学前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专题报告：执行力，引领幼教发展的正能量

——陈向东 跟谁学在线教育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前执行总裁，人民大学经济学

博士，美国哈佛商学院校友

 

（三）5月8日下午至11日上午 平行会场（专题报告）（三）5月8日下午至11日上午 平行会场（专题报告）

会 场 内 容

平行会场（一）

【政策与焦点】

专题对话：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有力实施，中华文化背景下幼教工作的有效开展，强化家园共育

和家庭教育工作

——沈 建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韩清林 教育部第六、七、八届国家督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学前教育专题组

组长，河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

——吕明凯 陕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教育厅巡视员、教育厅原副厅长，陕西省学前

教育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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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有关地方教育部门领导代表、教研部门代表

报告：守护童年--幼儿园教育的本质

——侯莉敏 教育部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幼儿园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广西教育学会幼儿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广西师大教科院学前教育系主任

报告：卓越园长影响力的打造

——李 毅 珠海容闳国际幼稚园董事长兼园长，珠海市幼儿园园长工作室主持人，珠海市学前教育协会理

事长，广东省政府教育督学

报告：园长的智慧养生

——范 智 国际人才研究院（亚洲）名誉院长、客座教授，中国现代礼仪学学者，中国礼仪师导师

报告：从大数据看新常态下的幼儿园与教师发展

——任保国 郑州市幼教发展中心副主任，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科研员，国家注册二级心理咨询师，河

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

互动：“全国幼教联盟行动计划”启动会

——主办单位领导及各精英一并启动“全国幼教联盟行动计划”

报告：中华文化背景下园长、教师礼仪风范和卓越形象

——范 智 国际人才研究院（亚洲）名誉院长、客座教授，中国现代礼仪学学者，中国礼仪师导师

报告：快乐国学，十德育心灵——幼儿园国学教育的实践

——刘贺英 河北省教育厅幼教处原处长、基础教育处原处长,河北省幼教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报告：用传统文化滋养孩子心灵、提升幼儿园的品质与品牌



平行会场（二）

【传统文化和礼仪】

——顾建华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工程秘书长,北京大成国学经典幼儿教育创始人,

中国教育电视台主讲嘉宾

报告：中国传统文化在家庭教育当中的实际应用

——马德新 国家一级武术师、二级武术裁判，湖南省威龙影视特技队教练及武术指导，中国传统文化国

学大讲堂特聘讲师

报告：中国传统文化与幼儿园教育相结合

——梁燕岭 天津馥惠堂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分析师，中国传统文化国

学大讲堂特聘讲师

报告：中国文化背景下国学型幼儿园的有力打造

——王雅坤 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日报、发展导报“高雅艺术讲师团”主要成员，山西省未来教育

集团总督学

平行会场（三）

【领域与课程建设】

报告：《指南》背景下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的有效性

——侯莉敏 教育部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幼儿园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广西教育学会幼儿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广西师大教科院学前教育系主任

报告：幼儿园主题活动的若干问题

——徐 明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早期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报告：为幼儿的后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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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背景下早期教育阅读的再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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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指南》语言与艺术整合实践课程

——赵 慧 河南省开封市金明幼儿园园长，河南省特级教师,十八大党代表，河南省第八、九次次党代

会，“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报告：幼儿园课程的科学设置

——王东异 美籍华人，美国南加州大学企业管理博士，美国夏威夷大学教育硕士，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

硕士

报告：如何开展幼儿英语故事教学

——唐 尧 时代佳英幼教集团讲师

平行会场（四）

【环境创设】

报告：大院子式幼教生态圈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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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开展联片教研助推幼儿园区角问题研究

——华小卉 湖北省学前教育教研员，湖北省骨干教师、省学前教育课题研究先进个人、优秀教研员，湖

北省幼儿教师国培专家库成员

报告：幼儿园环境创设的有效进行

——宋 青 上海黄浦区荷花池幼儿园园长、书记

报告：让区域活动为幼儿提供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体验的学习环境

——史燕涛 宋庆龄基金会培华幼儿园园长，北师大幼儿园原园长

报告：园所文化（环境）创意

——吕 欣 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园长、市三八红旗手

报告：幼儿园文化环境创设

——王 敏 湖北省荆门市教研室幼教专职教研员,荆门市学前教育专业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湖北省

骨干教师、湖北省教科研先进个人,荆门市名师、市学科带头人

平行会场（五）

【园本教研】

报告：园本教研促进教师教育知识成长

——刘 丽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早期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园本教研北京市负责人

报告：《园本教研》在园所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戴晓萱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五条幼儿园园长，北京特级教师，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北京市三八红

旗手

报告：乌南幼儿园国际多元文化共生共长的课程调试与创生

——龚 敏 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徐汇区乌南幼儿园园长、特级教师，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徐汇

区‘光启杯'十佳青年

报告：使园本教研成为提升教师实际工作能力的策略

——于佩霖 郑州市教研室原教研员，幼教专家



平行会场（六）

【家园共育】

报告：《指南》背景下幼儿园家长工作新思路

——李 萍 河南省军区幼儿园园长，省特级教师

报告：家园矛盾解决策略

——罗晓红 长沙师范学院附属第二幼儿园副园长、省特级教师，罗晓红学前教育工作室负责人

报告：尊重、信任、细节---家园共育体会一二

——卞 健 南通保教督学,南通城南东区原党委副书记, 天安大地幼儿园园长,幼儿园支部书记,西部教育顾问

报告：与家长沟通的有效策略

——张 娟 北京张娟儿童教育科技发展中心主任，北京布布园幼儿园创办人、园长

报告：学前儿童家庭教育影响孩子一生

——王 娟 上海交大昂立资深培训师，华师大在职研究生

平行会场（七）

【幼儿园安全与法律】

报告：幼儿园依法管理与幼儿安全的保护

——谢志东 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幼儿园法律专家

报告：构建幼儿园安全工作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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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幼儿园伤害事故的预防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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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原政协委员，广州市番禺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讲师团讲师

报告：处理幼儿园意外伤害事故的法律依据及策略

——金小娟 总参工程兵机关幼儿园原园长，《学前教育》杂志社

特约讲师，海淀区“幼儿园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委员

报告：幼儿园安全管理

——翟彦芳 河南淇县县直幼儿园原园长, 中学高级教师,鹤壁市第八、九届人大代表

平行会场（八）

【园长领导力与团队建

设】

报告：三叶草盛开——幼儿园团队成长的那些故事

——陆娴敏 南京市第一幼儿园园长，江苏省特级教师，南京市名校长，江苏省教科院特约研究员，南京

师范大学硕士导师

报告：游戏是教师教育中最美的状态

——周 联 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和南京市幼儿教师培训中心特约讲师，南京市幼儿科学

教研组组长

报告：园长的核心领导力

——何 磊 武汉市实验幼儿园园长，特级教师，武汉市学前教育教育研究会会长

报告：现代幼儿园优秀团队打造

——于淑云 著名教育管理专家、教授，深圳教育学院副院长

报告：队伍建设是立园之本

——祁爱莲 爱莲幼稚集团园长、董事长，北京丰台实验幼儿园原园长,市海淀区政协委员, 北京市普教系统

先进工作者

报告：缔造高素质团队 提升核心竞争力

——张建敏 唯思卡尔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首席培训师，中国科学院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生

平行会场（九）

【保教与园所经营管

理】

报告：幼儿园人力资源管理

——阎水金 华东师大教授、原华师大幼儿园园长

报告：幼儿园核心竞争力打造与品牌幼儿园建设

——李 毅 珠海容闳国际幼稚园董事长兼园长，珠海市幼儿园园长工作室主持人，珠海市学前教育协会理

事长，广东省政府教育督学

报告：《幼儿园保教工作与幼儿和谐发展》

——崔绍珍 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主任医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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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民办幼儿园的精细化管理

——高晓红 山东银座英才幼教集团副总

报告：民办幼儿园经营管理策略

——楚新媛 第一摩码教育副总经理、凯米宝贝教育科技集团经理、多家民办机构幼儿园园长

平行会场（十）

报告：移动互联网新时代下的教育发展

——赵 露 跟谁学在线教育总裁助理

报告：微营销攻略——改变先从颠覆开始

——童思南 微董会创始人,连锁中国网创始人,特许通营销创始人,中国国际连锁商业联合会高级顾问,中



【媒体网络和新技术运

用】

国中医集团微营销顾问

报告：云计算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幼儿园信息化管理解决方案

——林 锐 上海漫索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宁波漫索信息

对话：移动网络运用、家园互动软件带给幼儿园的新机遇

——腾讯网络有关负责人,中国早教论坛有关负责人, 全国幼教联盟行动计划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全国知名

幼儿园园长代表

（四）5月11日中午 闭幕式（大会总结）（四）5月11日中午 闭幕式（大会总结）

会 场 内 容

主会场
【闭幕式】总结报告

——孙 纲 中国早教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五）5月8日上午至10日下午 优质幼教资源博览会（五）5月8日上午至10日下午 优质幼教资源博览会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收费标准收费标准】

每人收费980元（院校学生490元），含会务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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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