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

中培 E2022〕 308号

关于举办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体系建设

与实施专题培训班 (第工期 )暨首届高校

劳动教育课程教学高端研讨会的通知

有关高等学校 :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 ,

学习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精神及劳动教育评估的相

关要求,探讨构建体现时代特征的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开放

性、针对性的高校劳动教育体系问题,中 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

决定联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劳动教育专业委员会举办
“
新时代

高校劳动教育体系建设与实施专题培训班 (第二期 )暨首届高

校劳动教育课程教学高端研讨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举办单位

指导单位: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 武汉大学

主办单位:中 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劳动教育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北京中教国培博文教育咨询中心

二、时间地点

时间:⒛⒛年11月 11ˉ 14日 (Ⅱ 日报到,14日 离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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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西安+线上 (直播+回看 )

三、培训对象

各高校分管劳动教育的校领导;教务处、学生处 (部 )、

劳动教育教研室、实训中心、教师发展中心等部门负责人;

劳动教育专业师资人员、专兼职辅导员及骨干教师等。

四、培训内容

1。 高校劳动教育的政策解读和发展趋势;

2.高校劳动教育课程框架与实践探索;

3.德国高校劳动教育专业课程体系的主要特征与建设经骁

4.高校劳动教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5。高校劳动教育分类实施典型案例分享。

五、报名及缴费

(一 )报名方式与时间

1。个人报名请微信扫描下图二维码填写个人信 u急进行报

名 ;

线下班 (西安 )

2.团 队报名请咨询相关联系人 ;

3.报名时间:⒛” 年 9月 14日 -11
(二)收费标准

线上班

月 9日 。



1.本期培训班线下收费标准为 1880元 /人 (含培训费、

证书费等),线上收费标准为 9s0元 /人 ,参加线下班,食宿

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2.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个人会员 (以 学会公示名单为准 )

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劳动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享受报名优

惠政策,具体标准为线下 1680元 /人 ,线上 88o元 /人;单位

团体线上报名 19sO0元 /校 (限 50人 )。

(三 )付款方式

l。支付宝或微信扫描报名成功后生成的缴费二维码在线

缴费。

2.对公转账

帐户名称:中 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

伺廴彳亍贝长号: 110060149018170009965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营业部

汇款成功后请将汇款单或截图等凭证发送至中国高等

教育培训中心邮箱∞句ie@hie廿。cn,汇款请各注“
姓名+单位+

西安劳动教育
”。

3.线下班支持现场刷卡缴费。

注:交费时请填写实际参会人员姓名和手机号码,并请

在各注中注明学校 (单位 )和电子邮箱。

培训费电子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由 中国高等教育培

训中心统一开具,缴费成功并在培训班结束后 10个工作日

内通过邮件发送至参训联系人预留邮箱中,请注意查收。

六、结业证书



参训学员按照规定完成培训课时,颁发中国高等教育培

训中心“
结业证书

”,证书中注明培训课程名称及学时。

七、疫情防控要求

请参训学员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各项要求,自 觉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配合做好测温、验码等必要事项。培训前 14

天内如有新冠肺炎疑似症状,疫情中高风险区人员接触史,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驻留史或其他疑似情况者,不得参加培

训。培训期间,参训学员需全程佩戴口罩。

八、联系方式

曹 杰:17gO1752782(报名咨询 )

郭 亮:1591"31“6(报名咨询 )

王鑫渝Ⅱ381030”41(劳动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报名咨询 )

汉由之:010-633Ss锶⒈ 18810狃5855(证 书事宜 )

马金荃:010-“ 385091;1⑹呢⒉%4(发票事宜 )

附件:l。报名回执表

2.日 程安排 (拟定 )

育培训中心简国高等教

⒛” 年9月 8日 2022年 9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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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姓名 性别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QQ邮箱

参会地点 时间 : 月 日 , 地点 ;会议主题

住宿信息 是否住宿:是  否    房间数:   标间   单间

发票内容
发票单位全称 :

纳税识别号 :

备注: 1。 参会人员手机号、邮箱与发票信
'急
必填,用于开票和接收发票。

2.学校对发票信息有要求的,按学校要求填写。

会务组 :010-S33S”sO     E-mail∶ 犭gphwz@126。 ∞m



附件 2

日程安排 (拟定 )

1 11月 11日 全 天 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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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2日

9: 00-10: 30
高校劳动教育实施推进中的困惑

与廓清

李珂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教育学院院长,中 国高等教

育学会劳动教育分会秘书长,研究员

3 10: 30-12: 00
学校劳动教育顶层设计与校园劳

动文化培养

黄国萍

池州学院劳动教育中心主任,副教授

4 14: 00-15: 00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专题教肓实施

指导

曲霞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教育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5 15: 00-15∶ 40 高校劳动实践设计与实施
许涛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工部部长,副研究员

6

15∶ 40-16: 20 劳动法律专题教育实施指导
李娜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骨干教师

16: 20-17:
劳动教育课程教学实施研讨:说课

交流与教学分享

黑新宏

西安理工大学教授、教务处处长

教师待定

江苏师范大学

陈玉明

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劳动关系教研室丰任

张士斌

广东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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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3日

9: 00-10: 00
德国高校劳动教育专业课程体系

的主要特征与建设经验

任平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

副主任,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客座教授

10∶ 00-11∶ 00
“
读思达

”
教学法在师范生劳动

教育课程的应用与实践

陈昭志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福建省教育学会

教育学委员会理事

8 11: 00-12: 00
高校劳动教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蔡瑞林

常熟理工学院教授,劳动教育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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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衽 : 00-14: 40

典型案例

分享与交流

基于专业成长 的

高校劳动教 育育

人路径一  以西

南大学为例

严怡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党委书记,副研究员

14: 40-15: 20

综合素质发展视

角下高校劳动教

育的实践探索

张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综合素质教育学院

劳动教研室主任

15: 30-16: 10

行业特色型高校

劳动教育分类实

施的路径探索

田剑

江苏科技大学教授、教务处处长

16: 10-16: 50

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
“岱 1” 劳动教

育

模式的探索

张毅哲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学工办主任

深职院名辅导员工作室主持人

16∶ 50-17∶ 30

发挥职教优势助

力中小学劳动教

育高质量发展

朱厚颖

北京昌平职业学校高级讲师,昌平区中小学

劳动教育课程服务中心主任

10 1I月 14日 全 天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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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简介

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是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举办的

独立事业法人单位,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政府工作重点、宏观政策热点、高校

发展难点、行业企业发展痛点,整合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

面向全国教育系统和行业企业管理干部、骨干教师等,开展

专业化、定制化培训和精准化咨询服务。中心一直致力于以

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努力建设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

域最具公信力、权威性、影响力、引领性的教育培训机构。

详情请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官网

(h即
s∶ //chetc。 c洫 e。 edu。 cn/)或 关注培训中心微信公众号了解

更多培训动态。

(微信公众号 )
(企业微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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