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会员日暨新技术支持未来教育展示观摩活动
拟定会议日程
报到时间：4 月 15 日 9:00-21:00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C1 口（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 7 号）
日期

主会场
主持人 张东燕 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4 月 16 日上午
09:00-10:00

时间

内容

拟邀嘉宾

09:00-09:10

会长致辞

钟秉林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09:10-09:20

教育部领导致辞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领导

09:20-09:35

中国教育学会会员服务报告

游森
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09:35-09:40

公布优秀会员名单

09:40-09:50

教育服务单位代表发言

09:50-10:00

教育服务单位代表发言

/
张凯磊
学霸君 CEO
吴晓如
科大讯飞轮值总裁

应用演示 1
五步教学法解决中小学书法教学的核心问题

4 月 16 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拟邀嘉宾

13:30-13:35

领导致辞

杨念鲁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13:35-13:55

赵士英
全国书法课堂的开课情况普
教育部《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研
及
制专家组核心成员

13:55-14:35

“书法教育”实施中的问题 李再湘
与破解对策
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

14:35-15:15

张学鹏
构建高效的中小学书法课程 河北唐山师范学院书法教育研究所所
长

15:15-15:55

楷书、行书的技法要点演示 高军法
与讲解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15:55-16:15

如何借助信息化手段解决书 向大凤
法课堂的核心问题
北京华文众合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16:15-16:45

示范课堂展示

/

专家点评互动

16:45-17:15
应用演示 2
协同备课：信息化技术助力教师资源共享

/

时间

内容

拟邀嘉宾

13:30-13:50

领导致辞

中国知网领导

13:50-14:20

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与均衡 余胜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

13:30-17:15

4 月 16 日下午
13:30-17:30

发展

长、北京师范大学未来高精尖创新中
心执行主任

14:20-14:50
14:50-15:20

集团化办学模式探讨

王欢 北京史家教育集团校校
长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助力
王万青 北京师范大学石家庄附属学校
区域协同发展
茶歇

15:20-15:40
15:40-16:10
16:10-16:40
16:40-17:10
17:10-17:30

在线演示：网络协同备课（三
陈经纶中学教育集团特级教师团队
地协同备课场景直播）
优质教育资源扩大化策略

程木昌 北京陈经纶中学教育集团教育
科研创新部主任

大数据时代优质资源再生共
孔德珍 同方知网基础教育事业部总经理
享解决方案
访谈：推进集团化办学需要 与会相关专家及教师代表
协同创新
“中国知网杯”第三届校本
课程编创活动启动

应用演示 3
教育新探索：AI 与大数据如何助力教与学
时间

内容

拟邀嘉宾

13:30-13:40

领导致辞

戴家干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13:40-14:00

张治
上海市电化教育馆馆长，上海市教育委
解读学校 3.0 时代-未来学
员会基础教育资源中心主任，党支部书
校
记，生物特级教师

14:00-14:20

学霸君的 AI 教育之路

14:20-14:40

智慧课堂：大数据在教学中 焦富函
的应用
学霸君教研负责人

14:40-15:00

苗广艺
技术揭秘：让人工智能技术
中科院硕士， 学霸君技术副总裁
来解放教学的生产力

4 月 16 日下午
13:30-16:30

15:00-15:20

15:20-15:50

张凯磊
学霸君创始人兼 CEO

未来趋势：更细、更广、更智 陈锐锋
能——大数据让教学走向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学霸君首席科学
精
准量化之路
家
赵海涛
名校视角：面向未来构建开
人大附中总校 信息中心主任
放的互联网+智慧校园
林敏
西外外国语学校校长
李玉顺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5:50-16:30

马肖凤
圆桌论坛：智能教育的实践
ATA 创始人兼董事长
与发展
杨博雅
北大附中朝阳未来学校
信息中心主任
钱铭 无锡一中数学特级教师

应用演示 4
案例分享：人工智能+新中高考实施策略

4 月 16 日下午
14:30-17:30

时间

内容

拟邀嘉宾

14:30-14:35

视频播放

14:35-14:45

主持开场

/
科大讯飞

14:45-14:55

领导致辞

科大讯飞领导

14:55-15:25

新中高考政策解读

业内知名专家学者

15:25-15:55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驱动下的
科大讯飞领导
个性化教学

15:55-16:25

新中高考政策影响下的教学
案例校校长
改革

16:25-16:55

新中高考改革背景下的智慧
案例校校长
学习

现场交流互动
16:55-17:30
应用演示 5
双师云课堂在学校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

时间

拟邀嘉宾

14:50-15:20

解读《2018 年教育信息化
教育信息化专家
和
网络安全工作要点》
课
例展示互动：
直播课
《 Chinese
Festivals》
学校聘请外教教学与引进企
应用示范校校长
业服务的痛难点分析

15:25-16:00

外语课堂教学的应用展示与
应用校项目负责人
体验互动

16:00-16:30

公益赞助计划

13:30-13:55
4 月 16 日下午
13:30-16:30

4 月 16 日 全天
10:10-16:30
4 月 16 日 全天
09:30-16:30

主题

14:00-14:50

/

初中数学观摩课
新技术支持未来教育展示观摩
面向未来的学校教育（一）
着眼新技术对未来教与学带来的改变
主持人 任友群 华东师范大学
党委常务副书记
时间

内容

4 月 17 日上午
09:00-12:00

拟邀嘉宾
张绪培

09:00-09:20

解读新时代的学校教育变革 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顾问、浙江省
教育学会会长、国家督学
田慧生

09:25-09:45

展望新时代的课堂构建体系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基
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

09:50-10:50

多元化的教育教学应用案例 浙江省教育厅（教育改革）
、十一学校
）
交流
（教育创新

10:55-11:55

褚宏启（主持）
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石 鸥
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首都师
范大学教授
王殿军
圆桌论坛：探讨新时代的学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校教育需求与创新
清华大学附属 中学校长
刘长铭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
事长、
原北京四中校长
汪 琼
北京大学教授

面向未来的学校教育（二）
引智创新教师专业成长
时间

内容

拟邀嘉宾
杨念鲁

4 月 17 日上午
09:00-17:30

09:00-09:15

领导致辞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09:15-09:45

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与趋势

李方
原北京教育学院院长

09:45-10:15

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与方法

蔡永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0:15-12:00

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困境与
突破

教师专业发展实验区首期课题开题活动
“教师专业发展路径与策略”课题集体开题
14:00-14:15

领导主旨发言

14:15-17:00

课题分组开题

沙龙交流活动
17:00-17:30
面向未来的校外教育
促进校外培训机构健康发展高峰论坛

/

主持人 杨雯茜 中国教育学会项目办公室
4 月 17 日上午
09:00-11:30

时间

内容

拟邀嘉宾

09:00-09:10

面向未来的校外教育发展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民办教育管理处

09:10-09:30

校外教育机构的社会价值与
新东方教育集团
自我价值

09:30-09:50

第三方如何在培训机构规范
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09:50-10:10

如何运用专业标准建立培训
北京市海淀区教委
机构长效监管机制

10:10-10:30

基于数据的校外培训机构信
北京市怀柔区教委
息化管理

10:30-10:50

专业认证+平台化的行业
运
营模式探讨

10:50-11:30

SAE 社会艺术教育平台

中国民办教育研究所
沈阳市教育局
圆桌论坛—建立各方联动机
天津市教委 新东方教育集
制，共同促进校外培训健康
团 好未来教育集团
发展
媒体代表

面向未来的家庭教育
人工智能时代的家庭教育问题与对策
主持人 蓝玫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新家庭教育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
时间

内容

拟邀嘉宾

09:00-09:05

主持人开场

蓝玫

09:05-09:30

童喜喜
《信息时代和后现代主义双 儿童文学作家、
新家庭教育研究院理事长
重困境下的家教回归》
兼执行院长

09:30-09:35

现场提问

09:35-10:00

家校共育：国际经验与地方
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行动
教授，博士生导师

10:00-10:05

现场提问

/
冉乃彦

10:05-10:30

机器人时代的家庭教育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10:30-10:35

现场提问

/
孙宏艳

10:35-11:00

网瘾高危人群的个体特征与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
家庭教育特征
所长，研究员

11:00-11:05

现场提问

4 月 17 日上午
09:00-12:00

11:05-11:30
11:30-11:35

4 月 17 日上午
09:00-11:30

/
康丽颖

/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 朱永新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
委员会理事长朱永新 主 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
旨
发言
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现场提问

/

小型沙龙
11:35-12:00
应用演示 6
数学学科的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课程设计方法

/

时间

拟邀嘉宾

内容

金政国
09:00-09:30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课程设 洋葱数学课程与教师专业发展副总裁
计方法
原人大附中西山学校数字化学习项目
负责人
任炜东

09:30-10:00

学校使用实例分享

北京中学党总支书记，北京市物理学科
特级教师
谷丹
北京市数学特级教师，北京市数学学科
带头人
申海东
中学高级教师，
北京市骨干教师
王玉起
北京市数学学科带头人，北京市中考命
题专家

10:00-10:30

自由问答

体验式工作坊
10:30-11:30
应用演示 7
语文学科作文七步法与自动评分靶向导学

4 月 17 日上午

时 间

内 容

09:00-09:30

王晓龙
中文作文自动评分、智能导
北师大中国教师杂志社教育研究中心
学系统的创建与实践
语文测评研究院院长

09:30-09:50

作文微课、双师教学与翻转 北师大中国教师杂志社教育研究中心
课堂一体化研究实践
主任田玉敏、执行院长李亮等

09:50-10:20

李永辉
关于作文双师教学及其智能
作文自动评分、智能导学系统联合创始
评价的现场演示实证
人

10:20-10:3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全 冀海涛
国性活动的重要意义与实践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工作委员会主任

10:30-12:00

拓展：创建面向学校的外教 朱春娜
口语直播课程
微语言创始人 海归学者

09:00-12:00

4 月 17 日 全天
09:30-16:00
4 月 17 日 全天
09:30-16:30

/
金政国

小学英语观摩课
新技术支持未来教育展示观摩

拟邀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