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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改 革

南 京 师 范 大 学 研 究 中 心

[2021] 1 号

第十五届全国中小学名校校长

“领导素能提升与阅读教育”高端研修班通知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师干中心和教师进修校、教研中心、各

中小学校：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

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

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

学校长培训工作的意见》政策，准确把握我国教育事业改革

发展的宏观形势、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同时更好地贯彻落

实《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战略任务。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南京师范大学研究中心应有关单位的要求，结合湖北省

丰厚的教育发展经验，决定举办第十五届全国中小学名校校

长“领导素能提升与阅读教育”高端研修班，请各单位接此

通知后予以重视并积极组织推荐本系统、本单位相关人员报

名参加。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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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修目标

中小学校长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规得以贯

彻的执行者，是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实施者，是教学研究和

教学管理任务的承担者。本次研修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准确把握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宏观形势，加强教育管理

干部队伍建设，通过校长与学者、专家的思想碰撞，让校长

更新观念、提升素能、全面提高领导能力，推动教育教学质

量全面提高。

二、研修内容

（一）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二）领导科学与管理艺术

（三）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与评价

（四）国学经典与阅读教育

（五）深化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

（六）创新办学实践，引领学校可持续发展

三、研修对象

全国中小学名校校长、名校长工作室成员

四、研修方式

研修采取专题报告、主题沙龙、小组研讨、互动答疑、

案例分析、现场教学等方式。

五、研修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1 年 4 月 18 日～24 日。18 日全天报到，24

日研修结束，学员离会。

地点：宜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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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组织单位

主办：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南京师范大学研究中心

协办：北京学友园教育传媒集团

承办：安徽溪桥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七、研修议程（见附件 1）

八、研修费用

1.研修费：本届研修班不向学员收取研修费，由协办单

位北京学友园教育传媒集团资助；

2.会务费：380 元/人/天，共 6 天。含餐饮、住宿及会

务组织等；

3.费用交予研修班设立的会务组，由会务组统筹安排,

研修结束由承办单位安徽溪桥教育文化有限公司提供会务

及相关发票供学员回原单位报销；

4.学员往返交通自理，研修结束后凭交通发票回原单位

报销。

九、申报及要求

1.原则上各省、市、区县申报参训学员人数不超过 50

名、20 名、5 名；

2.参训学员为注重领导能力提升、积极推动阅读教育的

一线知名校长；

3.培训结束，学员需结合培训完成一篇不低于 1500 字

的高质量学习总结，经考评合格，颁发学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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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参训申报回执单报送时间及联系方式

请各地参加研修人员在 2021 年 4月 10 日之前将参训申

报回执单（见附件 2）发送至以下指定电子邮箱，以便会务

组统计参训人数，统筹安排好食宿、交通等事务。其他注意

事项见附件 3。

研修会务信息：

联 系 人：徐亿园 13196733203

刘 伟 18256336388

电话/传真：0551-65126673

邮 箱：xqjyedu@qq.com

网 址：www.xqjyedu.net

十一、附件

1.研修议程

2.参训申报回执单

3.注意事项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南京师范大学研究中心

2021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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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研修议程

时间 课程内容 主讲 地点

4 月 18 日（周日） 全天报到、领取学习材料

宜昌均瑶

禧玥酒店

4月19日

（周一）

8:30-9:00 开班典礼

9:00-11:50 如何破解教师发展的瓶颈难题 李政涛

14:30-17:30 学校管理研究与管理者专业成长 刘大春

4月20日

（周二）

8:30-11:30
适合的教育：新时代学校

高质量发展的样态
王九红

14:30-17:30
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

综合评价：实践与思考
汪茂华

4月21日

（周三）

8:30-11:30 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智慧 唐明燕

14:30-17:30
做中国基础教育生态的

建设者和修复者
蔡稳良

4月22日

（周四）

8:30-11:30 建设图书馆中的学校 胡冬梅

14:30-17:30
校长沙龙：如何高效开展

学校阅读教育
贺金莲

4月23日

（周五）

8:30-11:30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实地学习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

关镇小学红色纪念馆

14:30-17:30
学习心得分享，成果展示

/优秀学员表彰，结业典礼
班主任

宜昌均瑶

禧玥酒店

4月24日

（周六）
研修结束、学员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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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按授课顺序）

李政涛：江西大余人，出生于陕西西安临潼。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 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授予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获得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教育学原理、教育人类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教学

和研究。现任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

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副理事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华东

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院长。

刘大春：特级教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

首批中小学正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职称二级岗位教师，四川

省教育厅教师校长培训专家工作组成员，教育部“国培计划”

培训专家，成都市人民政府督学，成都市名师、名校长工作

室领衔人，成都市校长培训专家组成员，成都市教师专业发

展导师团核心组成员，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专职督学。

王九红：博士，正高级教师、江苏省小学数学特级教师、

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 2 层次领军人才，现

任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教育集团天正小学校长。担任江苏省教

师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首批领航名师培养基地小学数学

教学首席专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南京市有突出贡

献专家、南京市首批名师工作室领衔人。课堂教学、科研论

文和课题研究多次获省、市一等奖，多次应邀在国、省、市

级教研活动中作课和开设讲座。先后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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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重点课题、省级重点和立项课题 6 项。在各种报刊杂

志发表文章 100 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近 20 篇，人大复印报

刊资料全文转载 10 余篇。出版专著《小学数学教学智慧研

究》，被教育部教材中心推荐为中小学图书馆馆藏书。参编

《教育经济学教程》、《课程教学理念与实践引领》等书。

汪茂华：教育学博士，上海市教委教研室质量监测部副

主任，综合教研员。主持上海市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综

合评价工作。还担任《上海课程教学研究》杂志特邀编辑，

教育部“中小学课程实施监测方案研制专家组”核心成员，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专家库专家成员。

唐明燕：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教学能手，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先

秦儒家哲学六讲”课程负责人和主讲人。主要从事中华传统

文化方面的研究，在该方向上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1 项，教育

部人文社科项目 1 项，上海市社科基金 1 项，辽宁省社科基

金 2 项，发表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论著多部。长期为复旦大

学中组部干部培训基地、复旦大学 MBA/MPA 学员、上海市中

小学教师等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深受认可。

蔡稳良：1962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湖南长沙人。

大学本科毕业。1981 年参加工作。中学高级教师。曾在湖南

省长沙县一中、长沙市雅礼中学、长沙市南雅中学、长沙市

财经学校、北师大青岛附属学校担任学校领导。2011 年 9 月

起，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校长。该校现有四

个校区，168 个班级，8000 多名学生，450 多位教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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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规模最大的九年一贯学校。北师大平台近 100 所学校

中的办学标杆，全国首批校园足球试点校，福建省级文明单

位、省教改实验学校、素质教育的典范，厦门市老百姓身边

的好学校。蔡稳良校长是厦门市高层次引进人才，中国好老

师公益行动计划首批 12 位育人工作室专家主持人之一。曾

为广西北海市人民政府、福建晋江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也

是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厦门理工大学、华侨大学等高

校特约授课老师。主要著作：《九年一贯提供更好教育》、

《凤凰花开 99 个育人故事》。

胡冬梅：高级教师，合肥市望湖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合肥市望湖小学教育集团理事长，包河区教体局党委委员

全国优秀教师，安徽省特级教师，安徽省首批名校长（特级

教师）工作室主持人。个人专著《蝴蝶老师教你读小说》，

编著《童书玩转语文课堂》带领学校荣获全国最美校园书屋

全国最美基层图书馆。

贺金莲：桃花岭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全国家庭教育

高级指导师、三峡大学硕士研究生行业导师。先后荣获全国

家庭工作先进个人，湖北省首批骨干教师、湖北省优秀少先

队辅导员、湖北省三八红旗手、湖北省学校文化创新奖、宜

昌市杰出校长、宜昌好人，西陵区优秀技术人才等荣誉称号。

全国语文优质课大赛一等奖，发表教育论文 50 余篇，主编

并出版《中国好家长》、《生根大阅读》等书。受邀到全国

各地讲座 30 余场次，主持省市 9 项重点课题，创立“角逐

诗词小状元”品牌，由中央文明办向全国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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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第十五届全国中小学名校校长“领导素能提升与阅

读教育”高端研修班参训申报回执单

姓名 联系电话

单位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身份证号码 民族

职务 电子邮箱

性别 微信或 QQ

报到日期 返程日期

住宿标准

（√）
标准间（ ） 单人间（ ）：需补房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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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注意事项

一、报名须知与缴费说明

（一）报名须知：

请自行填写、发送“参训申报回执单”至研修班专用邮

箱：xqjyedu@qq.com。

（二）参训申报回执单下载网址：www.xqjyedu.net。

（三）会务缴费说明：

会务费（计 6 天）2280 元/人，请于报到当日刷卡或现

金缴纳。

二、报名咨询

（一）报到地点：宜昌均瑶禧玥酒店

联系方式：0717-8868888

（二）报到地址：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西陵一路 51 号

（三）联系人员：徐亿园 13196733203

刘 伟 18256336388

（四）微信咨询：微信号 xqjy_edu

二维码

mailto:xqjyedu@qq.com
http://www.xqjyed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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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事项

（一）报销票据

本届研修活动的发票项目可开具住宿费、餐饮费、会务

费或培训费，若有其他需求，请提前电联会务组联系人。

（二）交通指引

1.宜昌东站—宜昌均瑶禧玥酒店 约 13 公里

公交：乘坐 BRT 快速公交 9 路到绿萝路站下车，步行约

5 分钟到达酒店，车费 2 元。

出租：全程约 13 公里，到酒店路程约 40 分钟，乘坐出

租车车费约 30 元。

2.三峡机场—宜昌均瑶禧玥酒店 约 32 公里

机场大巴：乘坐机场大巴至宜昌长途汽车站下车，步行

15 分钟即至酒店，机场大巴车费 20 元，车程约 40 分钟。

出租：车费约 120 元，车程约 4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