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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会关于举办首届中国基础教育论坛 

暨中国教育学会第三十三次学术年会的通知 
 

学会发〔2020〕5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学会，各单位会员、分支机构、实验

区：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

精神，中国教育学会定于 2020 年 12 月 5-6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召

开首届中国基础教育论坛暨中国教育学会第三十三次学术年会。

本次论坛主题是“发展中国特色优质基础教育：聚焦育人方式变

革”。论坛将紧紧围绕育人方式变革的目标，聚焦和展示中国基

础教育在新课程改革、优秀教学成果推广、考试评价改革、教师

教育创新等多方面的积极探索、生动实践与重要经验。现将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发展中国特色优质基础教育：聚焦育人方式变革 

二、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学会  

江苏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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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大学 

承办单位：江苏省教育学会 

南京市教育局 

协办单位: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中国教育学会中青

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德

育研究分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中

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教育学会初中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

委员会、中国教育学会基础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学会

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学刊》杂志社、《未来教育家》

编辑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南京晓庄学院、深圳市教育学会、

重庆市教育学会、晋中市教育局、苏州工业园区教育局、成都市

青羊区教育局、《中小学管理》杂志社、北京市第四中学、中南

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研

修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三、会议日程 

12 月 5 日上午 

（一） 开幕式 

（二） 学术报告 

（三） 学术沙龙 

    12 月 5 日下午 

（四） 育人方式变革成果汇：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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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交流展示 

（五） 育人方式变革经验谈：区域与学校报告 

（六） 育人方式变革在课堂：课堂教学观摩 

12 月 6 日上午 

（七） 分论坛 

    1.“教育帮扶模式的创新与广谱价值——以赫章县决战教育

脱贫攻坚为例” 

     组织单位：中国教育学会项目部 

2.“全球胜任力”在中国:理论重构与实践探索 

     组织单位：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 

3.用好统编教材，聚焦情境任务，促进育人方式转变 

 组织单位：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4.“做数学”：数学育人的创新实践 

     组织单位：中国教育学会中学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 

    5.基础教育阶段劳动教育实施的问题与对策 

     组织单位：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 

6.育人方式变革背景下高效课堂的实践探索与管理创新 

     组织单位：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 

《中国教育学刊》杂志社 

7.深度学习：课程育人的实践探索 

 组织单位：中国教育学会初中教育专业委员会 

8.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系统性评价促进学校改进

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组织单位：中国教育学会基础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 

9.质量视野下的幼儿园课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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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单位：中国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10.中小学育人方式变革的深圳报告 

     组织单位：深圳市教育学会 

    11.群文阅读：提升阅读素养的教学实践 

     组织单位：重庆市教育学会 

（九）DPD 特别论坛（Doctor，Principal and Director） 

12.博士论坛：新时代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与基础教育育人

方式变革 

 组织单位：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南京晓庄学院 

           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 

   13.校长论坛：如何提升学校整体育人的效能 

     组织单位：《未来教育家》杂志社 

           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教育学会初中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 

   14.局长论坛：共商区域教育“十四五”规划，共谋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展 

组织单位：南京市教育局 

              南京大学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 

12 月 6 日下午 

（十）微论坛（以组织单位所在省份排序） 

1.建立基础教育优质生态标准的晋中实践 

组织单位：晋中市教育局 

2.探寻适合的教育：以大数据促进因材施教的区域实践 



5 

组织单位：苏州工业园区教育局 

3.全域育人推进高质量发展 

组织单位：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 

4.创新区域教育，激发办学活力 

组织单位：《中小学管理》杂志社 

5. 落实立德树人的全员育人新实践 

组织单位：北京市第四中学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德育研究分会 

6.向探究而行，与未来同步——智慧教育视域下小学探究式

学习的实践分享 

组织单位：中南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7.中小学生态文明教育学科融合的价值维度与实现路径 

组织单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8.育人方式变革呼唤教师课程领导力提升 

组织单位：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研修学院 

9.积极心理助力新时代育人模式创新 

组织单位：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10.高品质学校建设的四川探索与实践 

组织单位：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11.突破育人方式变革关键点——来自“成都未来教育家”的

创新实践 

组织单位：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12.新时代外语教师教育方式的变革 

组织单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四、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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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副会长、学术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个人

会员；各分支机构、单位会员、教育改革实验区；各支持单位、

承办单位、协办单位负责人；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教育理论研究

人员，中小学校长、幼儿园负责人和教师代表等。 

五、参会费用 

会议收费标准：（1）个人会员及在校大学生凭有效证件交纳

会务费 800 元；（2）单位会员除提供一名免费名额外，其余参会

者一律享受个人会员待遇；（3）其余参会者需交纳会务费 1200

元（含资料费、会议期间餐费、场地服务费等）。 

与会人员住宿费、往返交通费自理。 

六、报名与交费方式 

方式 1：网上报名交费：登录中国教育学会官网

（www.cse.edu.cn）首页焦点图下方中间位置，“会议/培训报名”

—“第三十三次学术年会”，按步骤操作，也可直接点击网站下

方“我要报名”，按步骤操作。 

方式 2：打开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跳转后按步骤

操作进行会议报名。 

 

 

 

 

 

方式 3：团体报名：同一单位 10 人及以上（均为非会员），

请联系中国教育学会学术部韩老师，010-84022535。 

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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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名交费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26 日。若报名人数已

满，将提前截止报名。 

    2.交费成功后,中国教育学会将统一开具会务费电子发票，

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订单联系人指定邮箱中，请注意查收。报

到当天凭交费成功的短信至现场报到并领取会议资料。 

3.会议开始起将不再办理退费事宜，请未参会需要退费的老

师在会议开始前联系会务组办理退费手续。 

七、疫情防控要求 

1.按照相关规定，本次论坛严格控制参会人数，未能报名交

费成功者，会务组现场不予接待，敬请谅解。 

2.各分论坛、微论坛会议场地分散于南京市不同的中小学校

幼儿园或高校，按防疫要求，请您报名时务必填选拟参加的分、

微论坛。 

3.喀什低风险地区参会人员，应持有自报到之日起 7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谢绝（请勿）参会。 

4.所有参会人员需填写自报到之日起 14 天之内的健康状况

表，打印签名后于报到当日现场提交（见附件 1）。 

八、会议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12 月 4日，9:00-21:00 

会议时间：12 月 5-6 日 

报到及主会场地点：江苏大剧院（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梦都

大街 181 号,东门进入） 

其他分会场参见会议手册 

九、住宿及交通安排 

1.鉴于各地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出台的有关会议住



8 

宿标准不尽相同，本次年会不统一安排住宿，仅为参会人员提供

会议举办地周边酒店信息及会议期间的相应服务，请参会人员按

住宿标准自行选择、安排。（会场周边酒店信息详见附件 2）。 

2.会议不统一安排接站，请与会代表自行前往报到地点，会

议结束后自行前往机场或车站（路线详见附件 3）。 

  十、参会须知 

1.请相关组织单位做好分论坛与微论坛的组织筹备工作。 

2.请各地区、各单位已报名交费成功的代表准时参会。 

3.学会的官方微信将实时发布本次年会的最新动态，敬请关

注，关注用户可在会前、会中及会后就会议主题和内容发表意见、

建议，会议期间还可通过微信参与现场互动。 

十一、联系方式 

1.会议报名咨询、团体报名 

联 系 人：韩老师  师老师 

联系电话：010-84022535 

2.会议交费咨询 

联系人：韩老师 

联系电话：010-84022356 

3.会员事项咨询 

联系人：范老师 

联系电话：010-84022380 

 

附件：1. 参会人员健康信息申报表 

      2.会场周边酒店一览表 

3.会议报到地点乘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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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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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会人员健康信息申报表 

 

姓名  身份证号  

1 

14 天内是否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国(境)外旅居史或与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史？            □是     □否 

如有请说明： 

2 

14 天内本人是否有发热、咳嗽、乏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如有请说明： 

3 

苏康码是否为绿色?                             □是     □否 

如“否”请说明： 

4 

其他是否有需要说明的疫情相关的情况？          □是    □否 

如有请说明： 

本人 

签字 

本人承诺所填信息真实，准确。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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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场周边酒店一览表 
因各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出台的有关会议住宿标准规定不尽相同，故本次

活动不统一安排住宿。为保证参会人员及时预定和安排入住，会务组特提供会址周边

住宿信息（单价仅供参考），请参会人员按照住宿标准，自行选择联系预定。 

酒店名称 地 址 电 话 正常价参考 

亚朵 S 酒店 

建邺区嵩山路

138 号，距会场

3.5km 

酒店联系人： 

黎经理 19951961506 

酒店座机：025-86625599 

560 元/晚/间 

（标间） 

530 元/晚/间 

（单间） 

奥体宜尚酒店 
建邺区青奥北路 5

号，距会场 3.6km 

酒店联系人： 

颜经理 18302602759 

酒店座机：025-86556088 

480 元/晚/间 

（标间/单间） 

美辰国际酒店 

建邺区江东中路

289 号，距会场

2.3km 

酒店联系人： 

颜经理 13851588841 

酒店座机：025-87776888 

450 元/晚/间 

（标间/单间） 

金陵江滨酒店 

建邺区扬子江大道

万景园路 8号，距

会场 753m 

酒店联系人： 

张经理 15195847019 

酒店座机：025-51872888 

700 元/晚/间 

（标间） 

750 元/晚/间 

（单间） 

维也纳酒店 
建邺区乐山路 150

号，距会场 1km 

酒店联系人： 

林经理 18120115581 

酒店座机：025-86882888 

400 元/晚/间 

（标间/单间） 

汉庭酒店 

建邺区梦都大街

138 号，距会场

1.3km 

酒店联系人： 

周经理 18551679093 

酒店座机：025-86610188 

400 元/晚/间 

（标间/单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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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泰万丽酒店 

建邺区奥体大街

139 号，距会场

1.7km 

酒店联系人： 

芮经理 15261803643 

酒店座机：025-83388574 

1000 元/晚/间 

（标间/单间） 

 

附件 2 

会议报到地点乘车路线 
 
一、会议报到地点 

    江苏大剧院（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 181 号，东门进入） 

二、乘车路线 

1.南京站-江苏大剧院 

地铁路线：乘地铁 1 号线（开往中国药科大学方向），南京站上，安

德门站转乘地铁 10 号线（开往雨山路方向），奥体中心站下，6 号口出，

步行 705 米到达江苏大剧院（东门）（费用 5 元） 

公交线路：乘 56 路公交车，南京站•南广场西站上，兴隆大街•华山

路站下，步行 1.5 公里到达江苏大剧院（东门）（费用 2 元） 

（打车费用：19 公里，滴滴打车约 46 元） 

2.南京南站站-江苏大剧院  

地铁路线：乘地铁 1 号线（开往迈皋桥方向），南京南站上，安德门

站转乘地铁 10 号线（开往雨山路方向），奥体中心站下，6 号口出，步行

705 米到达江苏大剧院（东门）（费用 5 元） 

公交线路：乘 129 路公交车，南京南站站上，兴隆大街•华山路站下，

步行 1.5 公里到达江苏大剧院（东门）（费用 2 元） 

（打车费用：14 公里，滴滴打车约 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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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江苏大剧院 

地铁路线：乘地铁 S1 号线（开往南京南站方向），禄口机场站上，南

京南站转乘地铁 1 号线（开往迈皋桥方向），安德门站转乘地铁 10 号线（开

往雨山路方向），奥体中心站下，6 号口出，步行 705 米到达江苏大剧院

（东门）（费用 8 元） 

公交线路：乘机场巴士 2 号线公交车，南京禄口机场站上，中华门站

下，步行 8 米，转乘 126 路公交车，中华门地铁站公交站上，金陵图书馆

站下，步行 673 米到达江苏大剧院（东门）（费用 22 元） 

（打车费用：43 公里，滴滴打车约 117 元） 

4.（1）南京汽车客运站-江苏大剧院 

地铁路线：乘地铁 3 号线（开往秣周东路方向），南京站地铁站上，

大行宫地铁站转乘地铁 2 号线（开往油坊桥方向），元通地铁站转乘地铁

10 号线（开往雨山路方向），奥体中心站下，6 号口出，步行 705 米到达

江苏大剧院（东门）（费用 5 元） 

公交线路：乘 35 路公交车，龙蟠路-南京站西上，评事街公交站下转

乘 166 路公交车，江苏大剧院站下，步行 135 米到达江苏大剧院（东门）

（费用 4 元） 

（打车费用：18 公里，滴滴打车约 46 元） 

（2）南京汽车客运站南站-江苏大剧院 

地铁路线：乘地铁 1 号线（开往迈皋桥方向），南京南站地铁站上，

安德门地铁站转乘地铁 10 号线（开往雨山路方向），奥体中心站下，6 号

口出，步行 705 米到达江苏大剧院（东门）（费用 4 元） 

公交线路：乘 129 路公交车，南京南站公交站上，兴隆大街-华山路

公交站下，步行 1.5 公里到达江苏大剧院（东门）（费用 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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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车费用：14 公里，滴滴打车约 32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