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暨江西省第二届《生涯规划与辅导》首届《亲子教育》

研讨会的通知

（第一轮）

一、会议主题

新教育 新高考 心服务

二、参加对象

江西省心理学会会员，江西省社会心理学会会员，江西省各心理学组织负责

人，各设区市心理学会组织负责人，本省心理学工作者、全省中小幼（含普高和

职高）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分管校长、政教主任、生涯规划教师、班主任及中学

生家长、亲子教育工作从业者与爱好者。

三、会议时间

2018 年 12 月 7-10 日，报道时间为：2018 年 12 月 7 日 9:00—22:00。

四、会议地点

南昌市国贸酒店（南昌市青云谱区洪城路 2 号），本次会议不接站，自行前

往会议地点。

五、会议内容

1.专家报告

报告一：《大时代 大生涯 大格局》 ，主讲人：黄天中，美国哈佛大学教育

研究学院博士后、访问学者，现任美国乔治亚州托马斯大学教授兼中国总校

区校长，博士生导师，华侨大学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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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二：《选考科目改革与生涯规划》，主讲人：吴根洲，教育学博士，南

昌大学教授；

报告三：《积极心理学取向的生涯辅导：契合、理念、方法与工作启示》，

主讲人：陈宛玉，福建师范大学博士，主编及参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

就业指导》、《高中生生涯教育科普丛书》、《高中生生涯规划》《高中生

生涯规划教学设计》等生涯相关书籍；

报告四：《浙江省新高考改革实践与启示》，主讲人：叶建国，毕业于浙江

大学竺可桢学院，国际劳工联合组织 SYB 创业培训师，团中央 KAB 创业培训

师，高级职业生涯规划咨询师，著名高考志愿数据量化研究专家，中国升学

教育协会副会长。

2.优质课观摩（无生课堂）

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学技能大赛获奖者

小学组 李 佳

初中组 胡 悦

高中组 庄思铭

3.优秀教案、优质课评比（重要提示：为杜绝网上抄袭，教案设计作品、优

质课视频作品将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展示，发挥广大同行监督举报作用，

一经查实并确认的抄袭作品不得参与评奖，若已获奖的将在媒体上公布并通

知获奖者所在单位和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且追回相应奖励。每个项目均设一、

二、三等奖，按学段评奖。获奖比例原则上占参赛总人数分别为：一等奖 8%；

二等奖 10%；三等奖 12%，凡在本省获一等奖的作品将优先推荐至全国参赛。）

4.经验交流

5.工作坊：

工作坊 1：良好亲子沟通模式的培养 施钢 中国农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主任

北京高教学会心理咨询研究会理事

工作坊 2：生涯规划师实战演练工作坊 易芳 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博士

六、收费标准



1.本次会议会务费收取费用 380 元（在读学生 280 元）；11 月 30 日前报名

者会务组可帮助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住宿费标准：双人标间每人 130 元，

单人间 260 元，均含早餐；

2.优秀教案、同课异构优质课评比不收参评费，但参评者必须参加会议，否

则不评奖。

3.工作坊为收费项目，参会人员自愿参加，具体情况见“江西省首届生涯规

划与辅导种子教师”培训班的通知，具体如下表：

费用类型 费用金额 缴费方式

入会会费 100 元 开户行：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老福山

支行/迎宾大道支行

帐号：7919 1341 0900 066

户名：江西省纳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工作坊 1 480 元

工作坊 2 480 元

七、会议流程

1.接受报名时间 2018 年 10 月 25 日起

2.参会提交回执时间 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

3.提交参评的教案、优质课视频 2018 年 11 月 31 日前

4.会议议程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12

月

8

日

8:30-9:00 开幕式 曾晓青 秘书长

9:00-12:00
主旨报告：

《大时代 大生涯 大格局》
黄天中教授、博导

14:00-16:00
重点报告：

《选考科目改革与生涯规划》
吴根洲 博士

16:10-18:10
重点报告：《积极心理学取向的生涯

辅导：契合、理念、方法与工作启示》
陈宛玉 博士

19:00-22:00
工作坊：《生涯规划师实战演练工作

坊》
易芳 博士



12

月

9

号

8:30-12:00 工作坊：《良好亲子沟通模式的培养》 施钢 博士

13:30-15:00

优质课观摩：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心

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学技能大赛获奖

者讲授小学、初中、高中优质课

小学组 李 佳

初中组 胡 悦

高中组 庄思铭

15:00-17:00
重点报告：《 浙江省新高考改革实

践与启示》
叶建国 校长

17:10-17:30 闭幕式 曾晓青 秘书长

八、会务联络与 QQ群

1.会议电子邮件信箱

会议回执与参评教案、视频均发邮件至 jxpsychology@163.com ，同时请与

会议联络人确认。

2.会务组联络人

张 聪 133-8708-2453 陈 坚 133-8708-2463

王宝玺 151-7919-8526 李小山 187-7987-4286

3.收费帐号

（1）工作坊统一开具发票

开户行：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老福山支行/迎宾大道支行

账号：7919 1341 0900 066

户名：江西省纳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住宿费

会议地点为南昌市国贸酒店（南昌市青云谱区洪城路 2号），住宿费发票需

由酒店提供，协议住宿费为双人标间每人 130 元，单人间 260 元，均含早餐，具

体咨询会务组联络人。

4.联络 QQ 群

本次论坛设立了专用 QQ 群，名称为“江西省生涯规划研讨论坛”及“江西

亲子教育研讨论坛”，请参会代表搜索群名或扫描本通知所附的二维码加入（或

由本群好友邀请加入）。

mailto:jxpsychology@163.com


具体如下：

江西省生涯规划研讨论坛 QQ 群 江西省亲子教育研讨论坛 QQ 群

附件 1：参选优秀教案评比主题及要求

附件 2：同课异构优质课主题及要求

附近 3：参会回执

主办单位：江西省心理学会 江西省社会心理学会

承办单位：江西省纳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8 日



附件 1: 参选优秀教案评比要求

一、优秀教案主题

本次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优秀教案大赛各学段主题是：

（1）小学为生涯认识之自我认识

（2）初中为生涯探索之职业兴趣

（3）高中为生涯规划之生涯选择

二、心理辅导课教案评分标准

项目 评价内容 结果

辅导主题

与学生分

析（15 分）

1.主题选择符合学生发展特点。（5分）

2.主题分析具有恰当的理论基础与依据。（5分）

3.对学生实际特点分析深入透彻、清晰明确。（5分）

辅导目标

设计（10

分）

1．目标明确、具体、具有层次性，包括认知、情感体验和技能方法。

（5分）

2.目标具有可行性和可实现性。（5分）

辅导方法

选择（30

分）

1．辅导方法设计符合学生发展特点。（7分）

2．辅导方法具有活动性、体验性、操作性，能促进学生自我体验与

反思。（8分）

3. 辅导方法能促进学生之间分享、互动。（8分）

4. 辅导方法具有新颖性。（7分）

辅导过程

设计（30

分）

1．辅导过程完整，包含暖身、活动、反思与升华。（8分）

2．辅导各环节环环相扣，过渡自然流畅。（8分）

3. 辅导过程能有效促进目标达成。（7分）

4. 辅导过程时间分配合理，突出辅导重点。（7分）

创新（10

分）

1.整体设计有创意，不照搬教学参考资料。（5分）

2.活动形式和素材均有创意，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改编或改进。（5

分）

文档规范

（5分）

文字、符号、符合标准规范；语言简洁、明了，字体、图表运用适

当；文档结构完整，布局合理，格式美观。（5分）

总评 总分：90 分以上为优秀，80-89 分良好，60-79 分合格



附件 2：同课异构优质课要求

一、同课异构优质课主题

本次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优质课大赛各学段主题是：

（1）小学为生涯认识之自我认识

（2）初中为生涯探索之职业兴趣

（3）高中为生涯规划之生涯选择

二、视频格式要求

依据上述要求的各学段所对应的主题选择内容，选取其中核心内容进行 15

分钟授课并录像（有生课堂和无生课堂均可）。录像视频应于 12 月 15 日前统一

提交至会议通知中的指定邮箱(格式最好为 mp4 格式，画面不小于 720x576）

三、心理健康教育优质课评分标准

项目 评价内容 结果

辅导活动

设计

（35 分）

1．辅导活动设计符合学生发展特点。（7分）

2. 辅导过程能有效促进目标达成。（7分）

3．辅导环节过渡自然流畅，承上启下。（7分）

4．辅导活动具有活动性、体验性、操作性。（7分）

5. 辅导活动具有新颖性。（7分）

辅导技能

（30 分）

1.能恰当地运用与学生建立良好关系并理解学生的技术，如倾听、

语义简述、共情技术。（10 分）

2.能恰当运用引导学生思考和领悟的技术，如提问技术，具体化技

术。（10 分）

3.能恰当运用促进学生之间分享与互动的技术。（10 分）

辅导效果

（20 分）

1.创设平等、尊重、民主、共情的氛围。（5分）

2.学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积极分享，互动交流效果好。

（5分）

3.学生积极参与活动，体验深刻。（5分）

4.学生在活动中自我反思。（5分）

教师素质

（15 分）

1. 教态自然、富有亲和力，语言表达准确,富有感染力。（5分）

2. 班级管理良好。（5分）

3. 多媒体、教学仪器设备等辅助教学手段运用恰当。（5分）

总评 总分：90 分以上为优秀，80-89 分良好，60-79 分合格



附近 3：参会回执

姓名
性

别

职称

职务

所在单位 QQ 号

通讯地址

手机号码
E-mail

地址

住宿要求 （ ）单人间 260 元 （ ）双人间 130 元 （ ）自行安排

是否参加工作坊
工作坊 1（ ） 工作坊 2（ ）

发票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税号

（如多人参加，此表可复制；住宿要求与是否参加工作坊为必填项，请在相应选

项括号中打“√”，以便会务组工作安排）

江西省社会心理学会

江西省心理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参会回执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