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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家庭教育学会杭州培训基地举办

2015 年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研修班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计划单列市妇联儿

童工作部、 家庭教育学会 (研究会)、 全国家庭教育试验研究

基地:

2015 年是全面推进 《 全国指导推 进 家 庭 教 育 五 年 规 划

(2011—2015) 》 目标任务如期实现和制定新一轮规划的重要之

年。 为加强各地家庭教育工作队伍的能力建设, 提升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水平,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杭州培训基地定于 2015 年 3 月

下旬, 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研修班。 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 培训时间及地点

2015 年 3 月 22 日至 29 日, 22 日报到, 29 日返程, 报到地

点: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路 12 号新奥斯罗克酒店。

二、 培训对象

妇联和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 学校德育老师, 家长学校负责

人, 托幼园所或幼教机构负责人,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负责



人, 全国家庭教育试验研究基地负责人, 各级家庭教育学会会

员等。

三、 培训内容分三个部分

(一) 专家授课

1． 关　 颖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理事、 天津市家庭教育研究

会副会长、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讲授: 《儿童权利与家长素质—家庭教育的两个基本点》

2． 沈明革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理事、 儿童早期家庭教育专

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秘书长

讲授: 《 〈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 解读》

3． 金忠明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讲授: 《大数据背景下的家校合作》

4． 朱李平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 家庭

教育杂志社原总编

讲授: 《家庭教育基本理念》

5． 乐善耀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专家讲师团成员, 上海东方

讲坛特约讲师, 上海教育科学院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原

主任

讲授: 《家庭教育与家庭人际关系》

(二) 参加培训学员交流经验

(三) 实地考察海南省海口、 万宁两地家庭教育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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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培训费用

需交培训资料费、 考察费共 2500 元 / 人, 食宿费、 往返交通

费由派出单位承担。

五、 主办、 承办单位

主办: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承办: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杭州培训基地、 家庭教育杂志社

六、 其它事项

1． 请各地、 各单位接到通知后, 协助组织好参训人员, 并

于 3 月 18 日前将参加人员名单报家庭教育杂志社培训活动部。

2． 使用公务卡单位须将培训资料费直接打入家庭教育杂志

社, 研修班报到时请带上银行汇款凭证。

户　 名: 家庭教育杂志社

开户行: 交通银行杭州莫干山路支行

账　 号: 331066170010141018360

杭州培训基地联系人: 唐湘云

电　 话 (传真): 0571—28909276、 0571—28909290

邮　 箱: 28909276@ 163． com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杭州培训基地 QQ 群号: 259245642

网　 址: www． chingjtjy． org． cn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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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研修班参加人员名单回执

2． 海口新奥斯罗克酒店交通线路图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2015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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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研修班参加人员名单回执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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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海口新奥斯罗克酒店交通线路图

海南省海口新奥斯罗克酒店位于海口市海秀路 12 号, 明珠

广场附近, 前台 0898—66530666。

一、 机场到酒店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到达厅乘机场巴士 (票价约 20 元) 至

终点站海口民航宾馆下车, 步行过天桥到明珠广场按酒店指引方

向行至酒店 , 约 5 分钟。

2．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到达厅乘出租车至酒店, 出租车起步

价 10 元加附加燃油费, 票价约 60 元至酒店, 望海国际广场路口

入 。

二、 火车站到酒店

1． 海口火车站:

1) 海口火车站乘坐 40 路或 28 路公交车至明珠广场站下车,

直线前行 300 米左右到明珠广场按酒店指引方向行至酒店, 公交

车票价 4 元。

2) 海口火车站乘出租车至酒店目地的, 出租车起步价 10 元

加附加燃油费, 行至滨海大道, 沿途可观赏海边风景, 票价约

60 元, 望海国际广场路口入 。

2． 海口火车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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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口火车东站乘坐 38 路至龙舌坡路口站下车, 步行 475

米左右到明珠广场按酒店指引方向行至酒店。

2) 海口火车东站乘出租车至酒店目地的, 出租车起步价 10

元加附加燃油费, 票价约 1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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