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幼儿园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

“2018 学术研讨会（成都）”会议通知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会员、各省市学前教育学会、学前教育工作者：

为进一步贯彻实施《幼儿园工作规程》，有效落实《3—6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的理念，基于儿童发展，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关注生活与经验，共同探

讨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多元路径，总结推进幼儿园课程建设的有益经验，积极营造

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研讨氛围，推动幼儿园课程质量提升，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幼儿园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拟定于2018年 11月7日—11

月 10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回归儿童，关注生活，提升幼儿园课程质量”学

术研讨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回归儿童 关注生活 提升幼儿园课程质量

二、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幼儿园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

协办单位：成都市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成都市成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三、会议内容

五场专家主题报告，三场省特级教师课程改革推进经验分享（上海、江

苏、浙江），观摩八所成都幼儿园，八个平行分论坛，优秀论文颁奖。

四、会议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7 日—11 月 10 日

【报到时间】2018 年 11 月 7 日 11:00—21:00

【报到地点】成都龙之梦大酒店一楼大厅（成都市成华区嘉陵江路 8号）

【会议地点】成都龙之梦大酒店会议中心（成都市成华区嘉陵江路 8号）

四川省成都列五中学（成都市成华区双林路双园巷 9号）



五、会议日程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幼儿园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

“2018 学术研讨会（成都）”

会议日程安排

日期与安排 活动内容与主讲人 主持人 地 点

11 月 7 日 成都龙之梦大酒店一楼大厅 11:00—21:00

11 月 8 日

上午

8:30-9:15

1.开幕式

2.大会发言：“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及

课程建设的成华实践”

发 言 人：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

原晋霞

成都龙之

梦大酒店

会议中心

(龙鼎厅)

9:25-12:00

主题报告

1.主题报告: 儿童的经验与幼儿园课程

主讲专家：虞永平

2.主题报告：中华传统文化与幼儿园课

程实践

主讲专家：李姗泽

王春燕

11 月 8日

下午

13:30-17:00

省特级教师

幼儿园课程

改革推进

经验分享

1.分享主题：“I-IDEA 五维式主题评价

架构与实施——基于幼儿学习与发展”

分享嘉宾：朱瑶 浙江省特级教师

浙师大幼教集团第一幼儿园 园长

2.分享主题：“关于幼儿园园本课程调

适与创生的实践思考”

分享嘉宾： 龚敏 上海市特级教师

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幼儿园 园长

3.分享主题：“从课程资源到儿童经验

——以多主体的持续审议提升园本课程

适宜性”

分享嘉宾：秦红 江苏省特级教师

南京梅花山庄幼儿园 园长

杜继纲



11 月 9 日

上午

8:30-11:30

幼儿园现场

观摩互动

1.成都市金牛区第二机关幼儿园

2.成都市第六幼儿园

3.四川大学第一幼儿园

4.成都市第十二幼儿园蜀都分园

5.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幼儿园

6.成都市第十四幼儿园和悦分园

7.成都市第二十四幼儿园

8.成都市成华区金苹果博文幼儿园

幼儿园主持

+

专家点评

各幼儿园

11 月 9日

下午

13:30-17:00

分会场论坛

（根据论文

征选与评比

遴选各分会

场发言人）

分会场 1：幼儿园课程建设与文化

分会场 2：幼儿园课程建设与资源利用

分会场 3：幼儿园课程实施途径创新

分会场 4：农村幼儿园课程建设案例分享

分会场 5：园本课程开发与建设

分会场 6：幼儿园课程与评价探索

分会场 7：环境与幼儿园课程建设

分会场 8：幼儿园课程基本理论研究

分会场主持

+

专家点评

各幼儿园

11月 10日

上午

8:30-11:30

主题报告

论文颁奖

闭幕

1.主题报告:园本课程建设的逻辑起点

主讲专家：王春燕

2.主题报告:园长的课程领导力

主讲专家：杜继纲

3.主题报告:幼儿园课程资源建设与课

程质量提升

主讲专家：原晋霞

4.论文颁奖仪式

5.会议闭幕

李克建

四川省成

都列五中

学（学术

报告厅）



六、会务费及会议报名

（一）【报名时间及方式】2018 年 9 月 28 日 9 时起正式接受报名,2018 年

10 月 19 日截止报名；报名请登录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官方网站或“手机端识别

下方二维码”报名并缴费，报名及缴费程序都完成后，报名成功。报名额满为止，

系统自动关闭。

会议报名 扫一扫

（二）【会 务 费】980 元/人（含会议、资料、观摩费用）。

注：往返交通、食宿费自理，回单位报销。

(三）【缴费方式】

1.银行转账（在官方网站报名时，需上传缴费凭证）。

2.微信转账（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报名时，可直接在线微信支付）。

3.不支持支付宝转账缴费。

4.不接受现场缴费。

5.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账户

账户名称：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

开 户 行：北京银行北太平庄支行

银行账号：01090343000120105199875

6.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收到您的缴费后将开具盖有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

发票专用章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届时请您扫描我们提供的用友预约发票二维

码，提交预约发票。用友预约发票二维码见：“（四）【发票预约】”





会务温馨提示

一、会议交通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成都龙之梦大酒店

1.机场内换成地铁 10 号线（太平园方向）—[太平园]站下车，站内换成地

铁 7号线（外环）—[成都东站]下车,往成都东站东广场方向行至尽头后乘右侧

电梯，再左转步行 200 米到达。

2.机场出口乘坐[机场专线 3号线]（开往成都东客站西广场方向），到终点

站下车，步行 1000 米到达。

▲成都东站——成都龙之梦大酒店

出站后往成都东站东广场方向行至尽头后乘右侧电梯，然后左转步行 200

米到达。

▲成都火车站（火车北站）——成都龙之梦大酒店

1.乘坐地铁 7号线（内环）—[成都东站]下车,,往成都东站东广场方向行至

尽头后乘右侧电梯，然后左转步行 200 米到达。

2.出站步行 505 米，到[火车北站公交站]乘坐 2路公交车（开往成都东站东

广场方向），到终点站下车，步行 350 米到达。

▲火车南站——成都龙之梦大酒店

乘坐地铁 7号线（外环）—[成都东站]下车,,往成都东站东广场方向行至尽

头后乘右侧电梯，然后左转步行 200 米到达。

二、天气提示

成都市 11 月上旬气温在 12℃—18℃之间，请参会老师查看实时天气预报携

带衣物、雨具。

三、会议住宿

为方便与会老师，会务组在成都龙之梦大酒店（主会场在酒店内）预留一定

数量的间房，订满为止，请需要订房的参会老师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前预定。

参会老师可通过拨打订房电话： 028-6128 0000 转预订部，订房时间：

8:00-21:00），报上“课专委 2018 年学术研讨会”，享受会务协议价。11 月是

成都的会议旺季，酒店用房需求量大，协议价可能会临时有所浮动。



会议酒店信息

序号 酒店名称
是否

含早

标间协

议价

单间协

议价
订房电话 酒店地址

1 成都龙之梦大酒店 含早 560 560 统 一 订 房 电

话 ： 028-6128

0000 转预订部

订房时间：

9:00-21:00

成都市成华

区嘉陵江路

8 号-A座

2
瑞峰国际酒店

（龙之梦大酒店旗下四星级酒店） 含早 无 380

成都市成华

区嘉陵江路

8 号-B座

3
雅仕商务酒店

（龙之梦大酒店旗下三星级酒店）
含早 280 280

成都市成华

区嘉陵江路

8 号-C座

四、注意事项

1.为保证会务组按计划开展工作，更好地为广大与会老师服务，请与会老师

按要求携带材料准时报到；

2.请认真阅读会务资料和参会证内容，及时确认自己所参加的分会场、观摩

园所和所乘车辆，避免乘错参会车影响参会；

3.参会证是出入会场、考察观摩的重要凭证，会议期间请务必佩戴；

4.会议期间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或震动模式，请勿在会场内接打电话。为保证

会场秩序，请勿在会场通道安放录像设备。会场内严禁吸烟，请遵守酒店各项规

章制度。

5.参会期间请注意人身安全，晚间若需外出请结伴而行，会议资料和私人物

品请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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