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东 省 东 南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院

第二届学校、家庭、社区合作研究圆桌论坛

暨“教师开展家校合作的素养提升”高级研修班

追求专业品质 凸显专业精神 促进专业发展

新时代贯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需要建立学校、家庭、社区之间的良好伙伴关系。为此，2016 年 12

月于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学校、家庭、社区合作研究圆桌论坛，近百名来自高校的专家学者和来自

中小学的校长、班主任代表参加了论坛。论坛上交流了学校、家庭、社区合作研究的中国经验、现实问题

和思考，引起了与会代表和许多教育工作者的热切关注。今年暑假将在第一届圆桌论坛的基础上，以中国

学校、家庭、社区合作研究联盟为学术平台，联合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在家校合作先进学校新疆乌

鲁木齐市第十六中学，继续召开第二届学校、家庭、社区合作研究圆桌论坛暨“教师开展家校合作的素养

提升”高级研修班。欢迎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积极组织老师参加研修活动！

【研修时间】2018 年 7 月 14-19 日(13 日报到）

【研修地点】乌鲁木齐市第十六中学

【主办单位】中国学校、家庭、社区合作研究联盟 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

【承办单位】乌鲁木齐市第十六中学

【参加对象】从事家校合作相关研究的人员；教育行政管理者；中小学校长、书记及相关管理者；中

小学班主任及其他相关教师

【研修特色】

一、标准圆桌论坛，开启学术会议模式。促成学术成果的高质量交流，也为参与研修的学员提供高品

质的会议体验；

二、聚焦核心主题，开展拓展研修。聚焦“三育”合力主题，前沿视点学术引领，突出时代性、科学

性和时效性。根据核心主题确认主要发言人，极大保障学员互动、学员讨论、读书指导、成果分享、学术

沙龙、学员参与等，极大提高对话性；

三、精品小型研修，全员深度参与。为保障研修质量，限制参会人数，额满即止。并为参会学员精心

准备了学习资料和充分的互动交流环节，让您带着疑惑而来，满载收获而归；

四、理论研讨与名校考察相结合。让榜样开启思索，重体验强能力，关注核心素养提升。

【研修准备】

会议征文

请根据会议主题，提交论文全文或摘要（摘要不少于一千字，欢迎符合学术规范的全文），请于 2018

年 6 月 20 前将电子文稿发到组委会邮箱：dnjky@qq.com；圆桌论坛组委会会及时与您联系，确认论坛发言

安排。

mailto:dnjky@qq.com。圆桌论坛组委会会及时与您联系，确认论坛发言安排。
mailto:dnjky@qq.com。圆桌论坛组委会会及时与您联系，确认论坛发言安排。


五、中国学校、家庭、社区合作研究联盟部分成员简介

李家成 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孔子新汉学计划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班级建设与学生发

展，学校、家庭、社区合作等

蒲 蕊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教育领导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生

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领导与管理、学校改进、家校合作

邓 磊 教育管理硕士，先后被评为“全国生态文明教育先进个人”“云南省支持少先队工作的好领导”

“春城教学名师”“昆明市语文学科带头人”“昆明市星星火炬优秀个人”“昆明市优秀教师”“盘龙区

优秀教育工作者”“盘龙区优秀共产党员”等。2012 年 2 月至今担任桃源小学校长、书记，学校先后被评

为全国首届“文明学校”、全国“少先队工作改革示范校”、全国“语文教师专业发展基地校”、全国“生

态文明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称号。学校社会认可度在逐年提高，成为周边居民和家长认可的好学校

顾惠芬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实验小学副校长，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常州市

高层次教育领军人才，研究成果数十篇发表在《人民教育》《基础教育》等核心期刊，英文论文《Making

Homework a Catalyst of Teacher-Parent-Student’s Collaboration》发表于国际期刊

王怀玉 全国知名科研型班主任，华南师范大学《中小学德育》品牌工作室讲师团成员，广东省名班主

任，深圳市首届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深圳市优秀班主任，深圳市南山区德育兼职教研员，任教于深圳

市南山第二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

张 永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富布莱特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学校、家庭、

社区合作

张焱冰 教育部首期名校长领航班张焱冰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新疆陶行知研究会副理事长，自治区中小

学校十百千名优骨干校长队伍建设工程第二期中小学名校长工作室——乌鲁木齐市第十六中学名校长工作

室主持人，乌鲁木齐市第十六中学任校长

......

【拟定课程安排】

【自主阅读】

李家成、王培颖：《家校合作指导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日期 主要内容

7月 13日 全天报到

7月 14日 圆桌论坛（标准的学术会议模式）

7月 15日 专题研修，选取有特色的主题，深度对话与交流

7月 16日 学术对话，自由交流

7月 17日 撰写学习体会，交流分享

7月 18日 乌鲁木齐市第十六中学考察

7月 19日 教育部首期名校长领航班张焱冰校长工作室考察交流



蒲 蕊：《公共教育服务体制探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王佳佳：《远离学校的教育——当代西方国家“在家上学”运动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郁琴芳：《20 个父亲的教育智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王怀玉：《小学家校沟通的艺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

【会议费用】高级研修班会务费（培训费）1380 元/人（食宿、交通费自理，回单位报销。需开发票单

位请提供单位名称及税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请您务必了解学校报销流程。）

现场视频实录 500 元/套（会前征订可享受优惠价 400 元/套）

【付款方式】

1.银行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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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东南教科院微信扫码支付（见右图）

汇款时请注明：XX 学校“家校合作”培训费。为了避免混淆，转账后请把付款截图或凭证发送到“东

南教科院”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或直接加微信号：13802573588，发截图给工作人员。需开发票单位请提供

单位名称及税号（发票内容：培训费），为了便于报销，请您务必了解学校报销流程，建议会前公对公进

行转账。

【报名方式】 选取以下任一种方式均可报名

1.微信公众号：关注“东南教科院”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活动报名”即可

2.扫码报名（见右图）

3.报名咨询 电 话： 400 063 7288 0755-28773933 138 0257 3588

客服微信号：13802573588 QQ：425062374 邮箱：dnjky@qq.com

活动监督电话：13430558687

下载带公章邀请函：①东南教科院官网:http://www.dnjky.cn/ ②微信公众号:东南教科院

【特别说明】

1.本次大会精品课程，为确保深度参与，控制参会人数，请提前报名，额满即止；电话报名如果占线，

请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客服微信号报名。保持报名联系人电话畅通，方便会务组及时沟通会务信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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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前送票上门；

3.本次活动凭票入场，凭第一天门票入场前领取资料，敬请留意；

4.酒店交通：报到地点、行车路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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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老师听课及返回酒店，会务组已将会场附近性价比高的酒店预定下来，订房电话：13802237528，

并设专人为您服务。

广东省东南教育科学研究院

2018 年 5 月 19 日

扫码报名

mailto:360019085@qq.com
http://www.dnjks.com/


附件：乌鲁木齐市第十六中学简介

乌鲁木齐市第十六中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前身是 1955 年在王震将军率部的“马背子女

学校”基础上筹建的乌鲁木齐保育小学。1969 年 7 月在原小学基础上成立了乌鲁木齐市第十六中学。2004

年 5 月与原 14 中初中部强强联合，学校成为乌鲁木齐地区首批民汉合校初级中学，自民汉合校以来，学校

发展状况良好，已成为乌鲁木齐乃至全疆民汉初级中学的一面旗帜。

目前，学校有 51 个教学班，其中双语班 24 个，学校有在校生 2835 名，51 个教学班，其中双语班 24

个，少数民族学生 2253 名，240 名在编教职工，其中高级教师 1 名，副高级 65 名，中级教师 125 名；市级

学科带头人 4 名，骨干教师 7名，优秀青年教师 8 名。校园占地面积近 22303 ㎡，校舍总面积为 23327.43

为㎡。

“十三·五”期间，学校确定了适切的教育理念：好教育是对人生命价值的呵护，是对人内在精神的

唤醒，是遵循教育规律的顺性引导，是倾注关爱、激发情感、点燃心灵的过程，在基于“好教育”的理性

思考下，形成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共同进步，为培养具有现代文化素养

的新疆人奠基，以此引领学校的发展。

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全国绿色学校”、“全国生

态文明教育师范学校” 、“ 自治区德育示范校”、“ 自治区依法治校示范校”、“ 自治区政风行风示

范窗口单位”、“自治区基础教育信息化示范学校”、“ 市平安单位”、“ 文明单位”、 “市教育系统

民族团结先进党总支”、“ 乌鲁木齐市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学校”等荣誉。

乌鲁木齐第十六中学“七彩人生”教育

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学生国家意识、公民意识，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

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

橙色民族团结教育。使各族学生思想认识和行为自觉统一到党和国家的要求上来，使各族学生具备正

确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素质，增进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历史文化的了解，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

力、凝聚力。

黄色生命安全教育。牢固树立健康第一、安全最重的思想，强化学生自护、自救能力，培养良好的审

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引导学生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学会关怀。

绿色环境保护教育。加强环境教育,强化绿色学校示范引领，培养学生劳动技能，引导学生关注环保、

关注自然、关注人类。

青色理想信念教育。进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培养其终身学习

意识，推动学生主动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发展社会。

蓝色文明礼仪教育。培养学生树立“做人是做事基础”的思想，促其养成遵纪守法、团结互助、诚实

守信、艰苦奋斗的良好品质。

紫色感恩奉献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营造感恩氛围，唤醒学生感恩意识，激发学生奉献回报

的责任感。



第二届学校、家庭、社区合作研究圆桌论坛

暨“教师开展家校合作的素养提升”高级研修班

报名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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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手机

住宿标准 ( )A. 250-300 元/天/间 ( )B.300-350 元/天/间 ( )C. 35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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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开发票名称、税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职务 办公电话

QQ 号码 邮箱 手机号码

订票数量 （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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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是否需要主办方协助联系:是（ ） 否（ ） 要住宿单位需填写住宿登记表

mailto:dnjks00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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