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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幼儿园游戏活动观察指导与教学活动设计高级研修班（西安）

各市、县（区）教育局、教研室、教师进修学校、各幼儿园：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规定：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这一命题确定了游戏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的地位，对幼儿园课程改革提出了新的

要求。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探索将教学游戏化，教育综合化的幼儿教育实践模式，

把游戏融汇于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充分体现寓教育于游戏之中。幼儿园教育活动

设计具有实践性和理论性的双重特点,是幼儿教育的核心课程,是幼儿教育的基

本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幼儿课程得以实施的重要载体,关系着整个幼儿教育的发

展前景,对于促进幼儿的全面协调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深入贯彻《指南》精

神，促进广大一线教师专业化发展，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提升教师教学实践水平，

北京师范大学定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10 月 31 日西安举办“幼儿园游戏活动观

察指导与教学活动设计高级研修班”。诚邀贵单位或组织所属单位参加交流学习，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会对象

各级教育行政、幼教主管负责人、教师进修学校、幼儿师范院校及相关教育

教学科研（所、室）单位的研究人员、园长、教研组长、骨干教师、一线教师等。

二、会议形式

参与式教学培训、面对面互动研讨、现场解惑答疑；

现场示范课观摩、名园参观考察、精彩主题报告；

三、会议资讯：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协办单位：北京智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会议时间：2017 年 10 月 27 日—10 月 31 日（27 日全天报到）



四、日程安排： 10 月 27 日（周五）全天报到 地点：西安

时 间 日程安排

10月28日

上午

8.30-11.30

刘华：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目前从事学前教育管理学，

幼儿园课程、儿童早期教育与发展、幼儿园科学教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专题报告：《 幼儿教师有效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10月28日

下午

13.30-16.30

甄丽娜：陕西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 学前课

程与教学 。我国幼儿园主题式教育组合课程实践模式研究

专题报告：《幼儿教师如何进行教学活动的设计》

10月29日

上午

8.30-11.30

李少梅:陕西师大教育学院学前与特殊教育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

博士。陕西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优生优育协会理事、陕西省幼儿教育

国培计划首席专家、陕西省家庭教育指导师主讲教师、《学前教育学》省级精品课

负责人，目前从事学前教育学、儿童文学、幼儿游戏理论等课程教学工作。经常赴

国内外各地讲学和进行培训讲座。

专题讲座：《幼儿自主游戏中的学习与行为观察》

10 月 29 日

下午

13.30-16.30

张小虎 西安文理学院幼儿师范学院教师，陕西省教育厅幼儿园环境创设核心专家

组成员，西安市教育局学前教育专家库成员

主题报告：《区域活动组织与观察指导》

★互动交流，★专家答疑解惑

10 月 30 日

上午

西安市庆安长

庆幼儿园

西安市庆安长庆幼儿园是陕西省示范幼儿园该园推行“园部——年级——班组”三

级管理，探索分层管理模式，注意情感管理，努力营造尊重、宽松的教学环境，建

立和谐伙伴关系，使教师快乐工作。先后荣获“陕西省绿色幼儿园”、“西安市一

级幼儿园”、“未央区示范家长学校”、“陕西省少儿艺术家示范园地”、“陕西

省示范幼儿园”、“西安市示范家长学校”等光荣称号

★ 获奖教师示范课展示★ 观摩区域活动，游戏活动

★ 区域活动经验分享 ★ 参观班级和全园环境。

10 月 31 日

下午

13.30-16.30

万爱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素质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智慧教

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分会副理事长 教育部中国下

一代教育基金会“十三五”课题组组长教育部全国幼儿园教育活动大赛组委会主任。

专题报告：《回归教育原点 转变管理观念》--养成教育与幼儿园经营管理创新

10月31日

上午

西安交通大学

幼儿园

西安交通大学幼儿园是陕西省首批省级示范幼儿园、幼儿园先后获得"陕西省素质

教育优秀幼儿园"、"陕西省户外游戏评比特等奖"、"陕西省幼儿教育先进单位"、"

陕西省巾帼建功示范岗"、等多项荣誉称号，在第三届感动陕西优质教育资源展示

中获"家长最放心的幼儿园"奖项。

★ 获奖教师示范课展示★ 观摩区域活动，游戏活动

★ 区域活动经验分享 ★ 参观班级和全园环境。

10 月 31 日

下午

新概念幼教集

团

新概念幼教集团是一所拥有二十四年历史的国际化高品质学前教育综合性机构，业

务范围涵盖婴幼儿教育、致力于中国民办幼教事业发展，精心打造中国幼教百年品

牌。家长、社会、教育部门高度赞誉，并与美国、加拿大和香港知名幼教达成战略

合作，共赢未来观摩内容

★ 获奖教师示范课展示★ 观摩区域活动，游戏活动

★ 区域活动经验分享 ★ 参观班级和全园环境



五、费用标准：

会务费：960 元/人(含学费、证书、观摩费等)；交通、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

理。欢迎各教育局（教委）、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及各幼儿园组团参加学习，

名额有限，报满为止；组委会会前一周寄发《报到通知》，告知报到具体地点和

乘车路线等事宜，请各单位提前安排好教学工作。

幼儿园游戏活动观察指导与教学活动设计高级研修班回执表 填表日期：月 日

温馨提示：

1、为促进各区域幼儿教育的均衡发展，节约幼儿园培训经费，我部特 开展

“名师送教上门”“教育考察”和“委托培训”活动。培训时间地点内

容可自行选择。诚邀各地教育局（委）、教研室、幼儿园、托幼办洽谈

合作事宜！

2、学习结束颁发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结业证书（32 学时）；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12 号北师大科技园 F座 2层

邮 编：100082 在线 QQ 咨询:944989833

电 话：010-68630662 传真：010—68636393

邮箱报名:bsd010@126.com 联系人：王老师

手机： 13552008595 18611726138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培训部

2017 年 9 月

单位名称（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

用统一代码

带队姓名（职务） 手 机 参会人数

电 话 是否住宿 E-mail

其它特殊需求与建议

收款单位：北京智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鲁谷支行

账号：321560100100026711

参会人员名字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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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背景下幼儿园课程创新与发展专题培训活动通知

（广州）

各市、县（区）教育局、教研室、教师进修学校、各幼儿园：

随着国家对幼儿教育的重视和教育理念的改变，人们对幼儿教育的课程也

在发生着变化，课程创新与发展成为幼儿教育课程发展的趋势，关注点转化为幼

儿的自主发展。教师是课程教育的实施者，具有引导和决策的作用，教师的素质

直接决定了课程教育效果的好坏。活跃的教学气氛需要教师的把控，教师做到了

行为上的跟进，课程的创新与发展才会落到实处。为此，北京师范大学定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11 月 7 日在“广州”举办“《指南》背景下幼儿园课程创新与发

展专题培训班”。 本届研修班以其权威性、前瞻性、实用性的特色和风格，为

幼儿园教师、管理者搭建了一个开阔视野、激活思维、交流学习的平台。现诚邀

贵单位参加交流学习，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针对幼儿园课程创新与发展在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重点、疑点问题

展开研讨；

二、会议形式

参与式教学培训、面对面互动研讨、现场解惑答疑；

现场示范课观摩、名园参观考察、精彩主题报告；

三、参会对象：

各级基础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幼儿园中层管理干部、园长、副园长、保教主

任、园长助理等；

教研组长、骨干教师、一线教师等。

四、会议资讯：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协办单位：北京智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会议时间：2017 年 11 月 3 日—11 月 7 日（3日全天报到）

五、日程安排： 11 月 3 日全天报到 地点：广州

时 间 日程安排

11月4日

上午

8：30-11：30

叶平枝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世界学前教育组织（OMEP）中国委员

会委员，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教师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早期教育专家委员

会委员兼课程与教材建设领导小组副主任，教育部国培专家库成员，学前教育研究

杂志编委，广东省学前教育专委会学术委员，广东省教育职业教育集团副理事长。

专题报告：《如何对幼儿进行激励与评价》

11月4日

下午

14：00-17：00

陈永莉: 越秀区烟墩路幼儿园园长，幼儿园高级教师，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

研究院兼职教授，广东教育督导学会学前教育督导评估专家。

专题报告： 指南《背景下音乐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

11月5日

上午

8：30-11：30

李惠建：广州黄金早期教育工程副主编、广州黄金早期教育研究所所长、广州黄金幼

儿早期教育培训中心校长、广州黄金商贸培训学院院长，广州首届“十大杰出青年”、

杰出青年协会常务副会长、香港学前教育学院教授、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等。

专题报告：《快乐玩，有效学——浅谈幼儿游戏的开展》

11 月 5 日
交流研讨

11月6日

上午

广州烟墩路幼

儿园

广州烟墩路幼儿园是越秀区教育部门主办的省一级幼儿园，广州市首批市示范性幼儿

园。创办百年，硕果累累，一路飞歌。多年来，幼儿园在对幼儿实施体、智、德、美全

面发展教育的基础上，进行音乐教育改革，开展以游戏活动为手段，以提高幼儿艺术兴

趣及综合素质为目标的探索进程，逐步形成了“真情感染、激情调动”的音乐教学特色。

1：特色教学活动展示 1-2 节课；

2：观摩幼儿园区域活动和环境创设。参观班级和全园环境。

11月6日

下午

广州黄金实

验幼儿园

广州黄金实验幼儿园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0－6岁婴幼儿机能发展研究》、《规范

性语言领先的双语教育研究》课题的实验研究基地；是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

重大项目立项课题《幼儿科学创造力培养》的实验基地。

1.观摩青年骨干教师特色教学活动，园长现场点评；

2.参观幼儿园环境创设，感悟园所文化。

11月7日

上午

广州市东方红

幼儿园

广东省示范幼儿园，创建于一九五零年，是教育部实施 《幼儿园工作规程》十大试

点园，广东省和广州市实施教育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点园；是广东省百千万

人才培训基地，是享誉国内、名声在外的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的定点单位。多年前该

园与日本福冈市九州大学附属幼儿园--衫之子幼儿园结成姐妹幼儿园。办学理念是"

家园共识、共建、共享、共同成长"，关注孩子与成人同成长。

活动安排：

1：特色教学活动展示 1-2 节课；

2：特色教学活动展示、交流互动。参观班级和全园环境。

11月7日

下午

广州市第二幼

儿园

创办于1954年，是一所有着五十多年历史、培养了超过两万名孩子的名园。全园占地

面积15555m2，建筑面积17568m2 ，在岗教职工192人，24个教学班，在读孩子近800

人。1995年被首批评为省一级幼儿园，2001、2006年两次通过省级园复评检查，2006

年被认定为广州市示范性幼儿园

活动安排：

1：特色教学活动展示 1-2 节课；



2：特色教学活动展示、交流互动。参观班级和全园环境。

六、费用标准：

会务费：960 元/人(含学费、证书、观摩费等)；交通、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

理。欢迎各教育局（教委）、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及各幼儿园组团参加学习，

名额有限，报满为止；组委会会前一周寄发《报到通知》，告知报到具体地点和

乘车路线等事宜，请各单位提前安排好教学工作。

《指南》背景下幼儿园课程创新与发展专题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填表日期：月 日

温馨提示：

1、为促进各区域幼儿教育的均衡发展，节约幼儿园培训经费，我部特 开展

“名师送教上门”“教育考察”和“委托培训”活动。培训时间地点内

容可自行选择。诚邀各地教育局（委）、教研室、幼儿园、托幼办洽谈

合作事宜！

2、学习结束颁发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结业证书（32 学时）；

3、由于本次名额有限，需要住宿的学员，请提早报名，并及时联系会务组

预定房间。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12 号北师大科技园区 F座

邮 编：100082 在线 QQ 咨询:944989833

电 话：010-68630662 传真：010—68636393

单位名称（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

用统一代码

带队姓名（职务） 手 机 参会人数

电 话 是否住宿 E-mail

其它特殊需求与建议

收款单位：北京智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鲁谷支行

账号：321560100100026711

参会人员名字及联系方式：



邮箱报名 bsd010@126.com 联系人：王老师

手机： 13552008595 18611726138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培训部

20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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