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 
 
 

关于开展全国教育系统在线公益培训的通知 

 中成协继教〔2020〕010号 

 

各地教育局、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和幼儿园： 

疫情期间，为帮助各地区和学校解决开学复课后各类教育教学问题，

及时开展在线培训，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年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教师厅〔2020〕1号）、

《关于做好 2020年春季学期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的通知》（教基厅函

〔2020〕5号）精神和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

相关内容要求，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特组织国内

教育权威专家进行在线公益讲座，具体内容如下： 

 

一、培训对象 

全国教育系统教育行政干部、校园长、教研员、一线教师、班主任

等，各单位也可组织学生家长开展家庭教育线上学习课程。 

二、培训时间 

2020年 5月至 8月，平台可设置线上专栏培训，各单位根据各自时

间安排，组织参训人员在线学习，具体时间可商议。 

三、培训平台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简介：中国成人教育协

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是集教育培训、学术研究、咨询服务、对外



交流于一身的学术研究机构；是全国各地教师教育培训中心、继续教育

学院、高职院校、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学院、再就业培训中心等单位教

育工作者自愿组成的群众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它以提高教师素质，

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为目的，加强教师执教能力为核心，以提高教师职

业道德水平为重点，将成为国家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依托和枢纽。 

四、培训内容 

中小学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法治教育、校园安全及突发事件应对，

师德师风、党建廉政教育等，具体课程内容请参考附件各模块课程库，

可根据学校具体情况任选课程组合，也可以按需求定制课程。 

五、学习方式 

关注微信公众号【教师继教在线】（ID：tcaea2020），点击栏目【在

线服务—直播课堂】进行观看，使用方便简洁，无需下载 APP。 

 

六、培训费用 

公益培训，免培训费（包含师资费、平台使用费、人员管理费等费

用），每个单位可任意选择课程库中的 10节课，有效时间为 1个月（每

月课表有更新）。 

可为每位学员颁发纸质结业证书（学时证明），证书工本费和邮寄

费需各单位自行承担，合计 50元/人，关于培训学时，我们将配合学校与

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协商，计入继教学时。 



七、联系方式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 

刘彩秀：18500670086（微信同号） 

高  慧：15910503877（微信同号） 

李腾腾：13269285176（微信同号） 

邮  箱：tcaea2016@vip.126.com 

网  址：www.tcaea.com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 

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 

                                2020年 5月 16日 

 

 



附件 

课  程  库 

 

模块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序

号 

专家 

姓名 
专家简介 课程题目及主题 直播时间 

1 刘晓明 

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吉林省心理学会理事长，吉林省心理

咨询师协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

康教育、学校心理咨询及教育心理学。在

心理学领域发表学术论文 100多篇，出版

著作及教材 100 多余部，主持研究课题

20 多项，为教师及社会各界做讲座和学

术报告 1000 多场，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

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心理健康教育特

聘专家。 

《疫情后期中小学生的心理建设》 

5月 16日 

（周六）  

15:00-16:30 

2 方珊梅 

央视中学生频道成都站家庭教育讲师，心

理咨询师，专业认证沙盘治疗师，亲子情

商训练高级讲师，龙泉社区教育学院家庭

教育讲师，四川省社会教育发展促进会特

聘讲师，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

专业委员会心理健康教育特聘专家。 

《特殊开学季，更需关注亲子关系》 

5月 17日 

（周日）  

15:00-16:30 

3 郑日昌 

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应用心理发展中心主

任、博导；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咨

询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

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人社部人才测

评师资格认证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成人

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心理

健康教育特聘专家。 

1.《校长压力与情绪管理》 

2.《教师职业倦怠的心理疏导》 

3.《沟通与说服的艺术》 

4.《积极心理学在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5.《全人教育与心肓》 

6.《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务》 

7.《阴阳辩证辅导》 

8.《高考心理辅导》 

5月 18日 

（周一） 

 

15:00-16:30 

4 杨旭红 

重庆市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国家级心理

咨询师、国培资源库专家、南岸区教师进

修学院书记、院长、教育硕士、重庆市教

师教育专家、中学高级教师、市级骨干教

师、南岸区心理健康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

员会心理健康教育特聘专家。 

《面对危机，幸福成长——教师心理

健康调适》 

5月 19日 

（周二） 

15:00-16:30 



5 赵明丽 

山东省邹城市唐村镇中心小学心理健康

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沙盘咨

询师、高级心理健康讲师，济宁市健康教

育协会副秘书长，山东省众联心理咨询有

限公司特邀心理专家，中国成人教育协会

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心理健康教育

特聘专家。 

1.《如何提高教师的幸福感》 

2.《心理沙盘走进我，温暖我》 

3.《陪孩子一起成长》 

4.《欣赏自家的孩子》 

5.《如何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 

6.《如何培养良好的习惯》 

7.《我的十年计划》 

8.《一位心理咨询师的成长轨迹》 

9.《温暖》 

10.《家校联合做教育》 

11.《幸福的金钥匙》 

12.《感受爱，传递爱》 

5月 23日 

（周六） 

15:00-16:30 

6 周运清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香港树人学院访问

教授、湖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名誉会长、

湖北省家庭教育报告团团长、全国家庭教

育专家讲师团专家，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

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心理健康教育特

聘专家。 

1.《疫情煎熬下的心里危机调适》 

2.《疫情下要活一个好心情》 

3.《小升初如何缓解心理焦虑》 

4.《疫情肆虐下的人生大课》 

5.《疫灾历练与忧患意识教育》 

5月 24日 

（周日） 

15:30-16:30 

7 王金华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小学心理教研员，高级

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社工师，沙

盘游戏治疗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山东省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理事，青岛心理学会

理事，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

业委员会心理健康教育特聘专家。 

1.《疫情下亲子关系的重塑》 

2.《五大心理营养，“喂”出健康孩

子》（幼儿园家长讲座） 

3.《 爱在新起点  陪伴孩子进入一年

级》 

4.《做情绪稳定的父母》 

5.《关注孩子心理健康  陪伴孩子快

乐成长》 

6.《相逢花季  快乐成长》 

7.《我和青春有个约定》 ..... 

5月 24日 

（周日） 

19:30-21:00 

8 王一竹 

西南大学应用心理学硕士，讲师，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心

理健康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中国成人

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心理

健康教育特聘专家。 

社会心理学、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5月 30日 

（周六） 

15:00-16:30 



9 唐远琼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中学高级教师，泸县

二中专职心理教师，四川省特级教师，西

南大学国培•市培项目授课教师，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教育部首批“名师领航班”

成员，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

业委员会心理健康教育特聘专家。 

一、高中生心理“防疫”微课 

1.《我心向阳——培养积极情绪，提

升免疫力》 

2.《我能自控——增强自我意识，拒

绝诱惑》 

二、家庭“抗疫”微课 

1.《居家隔离，用契约帮助孩子学会

自控》 

2.《共情，助你赢得孩子的心》 

3.《让孩子远离情绪“病毒”》 

4.《觉察应对方式，改善亲子沟通》 

5.《让孩子爱上阅读》 

三、其他课程主题 

1.《共情，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2.《阅读改变人生》 

3.《我心向阳——积极情绪的自我建

构》 

4.《借我一双慧眼——学生常见心理

问题的识别与处理》 

5月 31日 

（周日） 

16:00-16:30 

10 李 勤 

武汉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曾任武

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团委书记，武汉大学团

委副书记等。先后获得全国高校优秀辅导

员（首届），全国教育系统先进个人，湖

北省三育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中国成

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心

理健康教育特聘专家。 

《有效提升中小学教师心理危机突发

事件处置能力》 
时间待定 

11 王卫红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北碚区政协委员，重庆心理学学会秘书

长，重庆市人民政府危机干预专家组成

员，重庆市市委组织部干部考评专家组成

员，国家级高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培训

主讲教师，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

育专业委员会心理健康教育特聘专家。 

1.《中/高考学生考前疏导心理》 

2.《校园危机的预防与干预》 

3.《我的未来我做主——生涯规划》 

4.《做学习的主人——刻意练习》 

5.《教师心理健康与调适》 

6月 16日 

（周二） 

19:30-21:00 

12 何 桥 

浙江省教育工会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

员会心理健康教育特聘专家。原浙江工业

大学工会主席、浙江省教育工会理论研究

会副理事长，浙江省人民政府立法专家库

成员。先后受邀担任浙江大学、浙江工业

大学、省人力社保厅和武警部队等高级研

修班培训师。 

1.《新冠疫情下的心理学思考》 

2.《疫情下的情绪管理与优化》 

3.《与青春期和解》 

4.《爱就要彼此珍惜》 

5.《生命无常·活在当下“疫战”生

命教育》 

时间待定 



模块一说明：此模块课程部分已录制完成，部分近期直播。 

 

 

 

 

 

 

 

 

 

 

 

 

 

13 路晓宁 

重庆市渝北区实验中学心理健康教师，中

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

会心理健康教育特聘专家。 

1.《心理问题学生的识别与干预》 

2.《自杀危机干预的流程与操作》 

3.《复学后教师心理建设与心理调适》 

4.《复学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方向和内容》 

时间待定 

14 张学新 

复旦大学心理系美国普利斯顿大学心理

学博士，耶鲁大学博士后创立基于脑科学

的“对分课堂”教学新模式（上海市教学

成果一等奖），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

续教育专业委员会心理健康教育特聘专

家。 

《唯有生生深刻互动，才有真学习与

好成绩》 
时间待定 

15 刘若实 

浙江省工会干部学校副教授，劳动关系一

级协调师，高级心理健康咨询师，中国成

人教育协会教师培训项目专家组成员，国

家人社部技能大师培训特聘讲师，中国成

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心

理健康教育特聘专家。 

《阳光心态与工作正能量》 已录制完成 



模块二：法治教育、校园安全及突发事件应对 

序

号 

专家 

姓名 
专家简介 课程题目及主题 

1 张维平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成人教育协会

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会员理事长，全国

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师法》

《学位法》的起草人之一。 

1.《教育法》修订解读 

2.《义务教育法》解读及教学建议 

3.教育法律基本理论及教学建议 

4.教育纠纷案例分析 

5.教育法律案例分析法及教学建议 

2 马雷军 

教育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教育学博士，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安全

教育与安全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法制专业

委员会常务理事。 

1.学生相关法律规定及教学建议 

2.教育教学安全——校园安全与突发事件应急

管理专题培训 

3 石连海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研究员，教育部首

批中小学校长法治教育培训专家，中国

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 

1.《未成年人保护法》解读 

2.《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教育法治化》 

3.《教师法》及相关知识解读 

4.《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知识解读 

5.依法治校视域下高校辅导员法治素养培育 

6校园安全事故分析与预防 

7.校园暴力分析与预防 

8.校园欺凌分析与预防 

9.教育教学安全——校园安全与突发事件应急

管理专题培训 

10.疫情下学校安全风险防控的关键点 

11.寒假学生安全事故责任认定分析与处理 

12.学校突发事件防控及法律责任分析 

4 杨挺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学博士。

主要从事教育法学、教育管理学研究。 
《民办教育促进法》解读及教学建议 

5 赵玄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大

学法学博士 
《宪法》解读及教学建议 

6 柳翔浩 

教育学博士，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二级警

督，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

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1.常用法律文书写作及教学建议  

2.学校新冠肺炎应急预案编制  



模块二说明：此模块课程已录制完成。 

7 袁春燕 

教育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重

庆邮电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

员会副秘书长，重庆市创新教育学会理

事。 

学校章程与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及教学建议 

8 鲁幽 

教育法学专业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助理研究员，兼职律师。主要从事教

育法治、教育标准、教育政策等方面研

究。 

《民法》及相关知识解读 

9 苏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讲师，北京大学法学

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知识解读 

10 王晓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法

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省“百千万

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千人层次，沈阳

市领军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宣传

教育与公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

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兼职律师。 

《教育法律基础知识》 

11 范际会 辽宁华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1.《刑法》及相关知识解读 

2.突发事件中公民（教师）常见法律问题分析 

12 王俊伟 辽宁华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1.《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及相关知识解读 

2.突发事件预防视角下学校安全防控机制构建 

13 房祥伟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小学法治教育任

课教师专题培训项目兼职专家，南京晓

庄学院客座教授，山东邹城市教育和体

育局综合科科长、法制科科长、督查办

主任。 

1.教师如何上好法治教育课 

2.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如何把上级的政策措施落

到实处 

3.疫情当前家长大有可为 

4.家校合力 战胜疫情 共创未来 ——与家长师

生探讨复课阶段的准备工作 

14 王琛 

中央美术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心理教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北京市朝阳区心

理健康兼职教研员。 

教师如何做好突发事件时学生心理干预 

15 高岩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

委员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教育部“国

培计划”骨干教师高端研修班讲师；国

家教育行政学院远程培训中心教育法

治项目特聘专家；湛江市法治安全名师

工作室主持人。 

1.班主任如何教学生应对突发事件 

2.开学前后班主任工作重点 

16 陶娟 
国资委首批认定儿童发育商测评师，慧

心父母课堂讲师。 

隔离不隔爱，用心坚守——疫情期间，我们怎么

做 



模块三：师德师风和党建廉政教育 

序

号 

专家 

姓名 
专家简介 课程题目及主题 

1 黄百炼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 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2 马宪平 

北京教育学院原党委书记，编审(教授)，

长期从事学校党建研究、校长教师培训

等工作。 

全面加强中小学党的建设 

3 穆英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党总支

书记，曾荣获北京市优秀青年知识分

子、北京市中小学优秀党务工作者、北

京市基础教育系统党建研究先进工作

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争做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4 姜源 

中央美术学院附属实验学校校长，中学

高级教师。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

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

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研究员，北京师

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客座教授。  

师德师风建设理论分析与实践策略 

5 石连海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研究员，教育部首

批中小学校长法治教育培训专家，中国

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 

1.新时代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培养 

2.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6 柳翔浩 

教育学博士，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二级警

督，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教师继续教育专

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1.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2.廉洁执教  为人师表——中小学校教育腐败问题探

讨 

3.公安院校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专题 

7 胡一峰 

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

编辑部主任（正处级），副研究员，中

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青年工作委员

会委员。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

中小学党建创新发展 

8 张欣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

教师 
全面从严治党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9 宋颖 

沈阳市和平区教育研究中心，高中政治

教研员，中学高级。沈阳市骨干教师、

和平区名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高级职业生涯规划师 

加强中小学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和谐校园 

10 朱红艳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十八家子中学教

师，正高级教师，班主任 
执着乡村坚守  坚定幸福为师 



模块三说明：此模块课程已录制完成。 

注：以上模块排序不分先后顺序，除以上三大模块之外，另有学科育德、课堂学习指导与有

效教学、家庭教育指导能力等多个模块培训课程供学校选择，具体可咨询。 

11 杨文静 

济宁市特殊教育学校语文教师，中学一

级教师，曾获得国家级微课一等奖、国

家级教学具制作比赛二等奖 

特教之特需竭尽所能 

12 刘强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党总支书记 中小学校党组织主体作用发挥的实践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