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与教育”国学研讨会

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成果展示活动

邀 请 函

当今国学的意义 教育本质的反思

校园传承国学的经验交流 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建共生

各地教育局及教科研机构，各级各类中小学，各社会教育机构：

为贯彻落实 2017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的“学科课程全覆盖，教学环

节全覆盖，教育人群全覆盖”的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中小学课程

和教材体系，融入中小学教师教育和教学活动之中，挖掘、总结和推广传统文化

进校园的先进经验和成果，解决学校在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经过精

心准备，国际经典文化协会、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几家单位联合举办“经

典与教育”国学研讨会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成果展示活动，邀请在校园落实

国学教育方面富有实际经验的专家来深圳现身说法，和与会者一起深入探索国学

经典与教育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中落实的具体困难、解决办法和成果运用。机遇

殊胜，欢迎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积极组织老师参加本次活动！

【活动时间】2017 年 5 月 21-22 日（20 日周六全天报到）

【活动地点】中国·深圳（会前两周在官网 http://www.dnjky.cn/ 发布报

到地点和行车路线，敬请关注）

【主办单位】国际经典文化协会

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

【协办单位】深圳市育才教育集团第四小学

深圳市南山区卓雅小学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小学

【支持单位】香港大学中国语言学系

中华国学经典教育学校 (深圳) 联盟

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

深圳市诗书礼乐研究会

http://www.dnjky.cn/


【参加对象】教育主管部门领导，教科研机构教研员，中小学校长、副校长、

德育管理者及骨干教师，社会教育机构干部及教师，国学爱好者

【活动内容】

1.名家讲坛：两岸三地国学教育名家解读经典，阐释传统文化时代精神及核

心价值观；

2.国学课堂：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课堂示范课和成果展示；

3.特色学校参观：参观深圳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特色学校，近距离解剖成功案

例和实施策略，交流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推进成功经验。

【国学教育专家及校长团队】

郭齐家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温金海 「国际经典文化协会」主席

韩望喜 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会长

刘孝听 湖南省中华文化学院巡视员、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沈 立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教授

高玮谦 台中教育大学语文教育学系助理教授、志道书院山长

赵志祥 深圳市教科院教研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特聘国学授课专家

陈 斌 国学经典教育学校(深圳) 联盟会长，深圳南山区卓雅小学创校校长

李 杉 天津天真国际书院教务主任

张群凤 香港嘉德丽幼稚园园长，香港著名的幼教教育家

裴永林 伏羲教育代表

陈显平 深圳市育才教育集团第四小学校长

周玉萍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小学校长

王智慧 深圳市南山区卓雅小学校长

许凤英 广州天河区五山小学校长

苏 涛 深圳市怡景小学校长

【会议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活动项目 活动内容

5月 20 日 全天报到

5月 21 日

上午

08:00-08:30 代表入场 全体代表

08:30-08:45 开幕仪式 迎宾曲、开幕辞

08:45-09:20 名家讲坛 韩望喜 《德润人心：仁义礼智信》

09:25-10:05 名家讲坛 郭齐家 《关于中小学、幼儿园国学经典教育的重大意义》

10:10-10:45 主题演讲 温金海 《经典与教育》

10:45-11:00 全 体 合 照

11:00-12:00
“风雅颂”

展演
深圳市国学教育特色学校

5月 21 日

下午

13:30-14:05 名家讲坛 刘孝听 《大力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全面深化基础教育改革》

14:10-15:05 名家讲坛 沈 立 《从清代蒙师教参“养蒙针度”看国学经典的教学》

15:10-15:50 名家讲坛 赵志祥 《古典诗词声音之美丽》

15:50-16:30 经验交流 高玮谦 《“志道书院”之教育理念》

16:30-17:20 参观学校 深圳市育才教育集团第四小学

5月 22 日

上午

08:30-09:10 国学课堂 陶 靖 《诗经·卫风·淇奥》

09:10-09:30 经验交流 陈显平 《国学新教 涵养童心》

09:30-09:50 经验交流 周玉萍 《经典阅读 文化育德》

09:50-10:10 经验交流 王智慧 《以国学经典塑造儿童民族精神》

10:10-10:20 经验交流 张群凤 《先求人格、后求卓越》

10:20-10:40 课 间 休 息

10:40-11:00 经验交流 许凤英 《“浸习式”国学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11:00-11:20 经验交流 李 杉 《天真太极文化之“文武医农艺”》

11:20-11:40 经验交流 裴永林 《“伏羲教育”面面观》

11:40-12:00 经验交流 苏 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本课程中的实践研究》

5月 22 日

下午
13:30-17:30 参观学校

深圳市南山区卓雅小学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小学

1.国学课堂 2.成果展示 3.经验交流



【培训费用】本着以会养会的原则，收取会务费（培训费）980 元/人（含

资料费、午餐费和参观学校交通费等）；其他食宿、交通费用回单位报销。

付款方式:转账、现金、刷卡均可。转账时请注明 “XX 学校国学活动”

户 名: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西丽支行

账 号:4420 1622 6000 5251 2309

【报名办法】（请在官网下载报名表和正式通知，下面几种方式均可报名）

官网 http://www.dnjky.cn/ 邮箱 dnjky@qq.com

电话：0755-28773933 15019223922 13802237528 周老师

QQ：425062374 微信号：15019223922

公众号报名:东南教科院（dongnanjiaoke)

活动监督电话 13632668001

【优惠名额】继续推出对西部地区免费优惠听课名额，详情请关注官网。

【特别说明】

1.本次“经典与教育”国际研讨会，主要服务于实践国学教育的学校，为确

保与会代表深度参与，控制参会人数在 300 人左右，各参会学校请尽量于 5月 1

日前报名；电话报名如果占线，请直接把报名表发到指定邮箱。报名成功后，会

务组会及时联系各单位领队电话或微信，敬请保持畅通。欢迎各地教育部门组织

学校集中报名，大型团体报名电话 13802237528。

2.酒店及交通：需要统一安排接送及住宿单位，请联系 13802237528，有专

人为您订做一站式服务。

3.颁发继续教育学分卡。

4.活动将制作成光盘，会前订购按 8折优惠。

5.报到地点、会议地点、行车路线和会议学习资料等相关

资讯会及时在官方公众号“东南教科院”发布。

国际经典文化协会 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http://www.dnjks.com/
mailto:dnjks001@qq.com


附件：

“经典与教育”国学研讨会

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成果展示活动报名回执表

（此报名表填好请发邮箱：dnjky@qq.com）

住宿起止时间 入住: 月 日 点 退房: 月 日 点

住宿标准 300-450 元/天/间

需房间数量 标单（ ）间 标双（ ）间

参会人员信息登记表

姓名 职务 手机 QQ 住宿（填写单间或标间，

不住宿者不填写此项）

单位名称 （即开发票名称）

联系人 职务 办公电话

QQ 号码 邮箱 手机号码

订票数量
（ ）套 注:每套票为两天的课程和
参观学校。

付款方式
1.提前转账（ ）

2.现场支付（ ）

订购光盘 会前订购 400 元/套，会上及会后购买 500 元/套 订购数量:（ ）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