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根实践的教育信息化理论创新

“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研究”20 周年年会

为推进信息技术与基础教育教育的双向融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值此“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研究”历时已满廿年之际，北京师范大

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拟定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至 18 日在线召开“扎根实

践的教育信息化理论创新”主题研讨会。

一、会议主题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已经成

为一种趋势。“扎根实践的教育信息化理论创新”研讨会旨在回顾二十年里北京

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及其团队扎根基础教育一线的教学实践研究经历，并由此形

成的丰富的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理论研究成果，并展望未来教育信息化理论助

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促进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之路。

本次研讨会将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搭建高端交流平台，分享中国特色信息化教

学创新理论，研讨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发展路径，共享新技术新工具在教育中

的创新应用，描绘新时代智慧教育教研的创新格局，构建富有活力的教育信息生

态圈，以信息技术创新融入基础教育来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

二、会议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承办单位：“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现代

教育技术研究所

三、会议时间和参与方式

会议时间：2020 年 10月 17-18日

会议参与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线上参与的方式，欢迎您关注“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微



信公众号，回复“跨越 2020”，进入会议微信群，获取最新会议信息。

四、拟定日程（以会议当天为准）

会议日程与时间安排 会议内容 主持人/主讲人

10

月

17

日

上

午

开幕

仪式

9:00-9:10 跨越式 20 周年短片回顾
余胜泉教授

9:10-10:00 领导致辞

专业

引领

10:00-10:40 中国特色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 何克抗 教授

10:40-11:20 深入教学一线的教育技术研究回顾与

展望
王珠珠 教授

11:20-12:00 主题报告（待定） 黄荣怀 教授

10

月

17

日

下

午

理论

深耕

主持人：陕西师范大学 张文兰教授

14:00-14:30 建构主义理论与建构性教学 余胜泉 教授

14:30-15:00 创造性思维理论 吴 娟 博士

15:00-15:30 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 马 宁 博士

15:30-16:00 新型学教并重教学设计 林君芬 博士

16:00-16:30 儿童思维发展新论 孙 众 博士

16:30-17:00 语觉论 陈 玲 博士

10 跨越 主持人：郭佳丽老师



月

18

日

上

午

岁月

峥嵘

路途

专家

沙龙

（嘉

宾暂

定）

9:00-9:40

跨越式课题项目的开篇：聚力·克艰

沙龙发言人：

指导教师代表：马宁、张文兰、林君芬、

孙众、刘军

课题校代表：石义琦、范巧玲、雷迎花

引言人：

马 宁 博士

9:40-10:20

跨越式课题项目的发展：理论·实践

沙龙发言人：

指导教师代表：陈玲、赵兴龙、杨现民、

梁文鑫、毕海滨

课题校代表：杨剑英、苏洁珍、肖云东

引言人：

陈 玲 博士

10:20-11:00

跨越式课题项目的深入：完善·延伸

沙龙发言人：

指导教师代表：李晓庆、乔爱玲、王济

军、崔京菁

课题校代表：邱成国、张梦鸿、许世民

引言人：

李晓庆 老师

11:00-11:40

跨越式课题项目的展望：继往·开来

沙龙发言人：

指导教师代表：吴娟、王阿习、黄云龙、

刘婉丽、李梦

课题校代表：李颖、商学军、刘庆欢、

李佳奕

引言人：

吴 娟 博士

10

月

18

日

下

午

扎根

一线

技术

融合

主持人：李卓越老师

14:00-14:40

理念传承：互联网+大语文教学

（全科阅读、师生经典共读、拓展阅读、

三余阅读）

吴 娟 博士

李 梦 老师

14:40-15:20
模式传承：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

（项目式学习、EPBL、STEM教育）

马 宁 博士

方紫帆 老师

15:20-16:00

发展传承：技术支持下的智慧教研

（教师专业发展、协同备课、精准教研、

协同教研）

陈 玲 博士

郭晓珊 老师



16:00-16:40

学科传承：基于大数据的核心素养和关

键能力培养

（智慧学伴、数据素养、智慧评价、教

育均衡）

李晓庆 老师

殷 乐 博士

16:40-17:20

实践传承：骨干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师专

业发展

（名师培养、区域协同、课题引领、研

训一体）

扶元泳 局长

韩冬花 老师

黄 莉 老师

闭幕

仪式

17:20-17:30
专家发言 武法提 教授

五、拟邀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副教授，“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

联合实验室副主任

王阿习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博士，北京联合大学讲师

王济军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教务处副处长，天津市高校学科领军人才，

硕士生导师

王珠珠 原中央电化教育馆馆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资源中心主任

方紫帆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助理教研员

林君芬 广东省基础教育与信息化研究院副院长、广东省基础教育未来课程

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石义琦 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技术与创新部副部长、中学高级教师、

南粤优秀教师、深圳市名师工作室优秀主持人、深圳市教育信息化领军人才、华

南师范大学和湖北大学硕士生导师

毕海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副编审，京师讯飞教育科技公司总编辑，新

闻出版署融合发展（北师大社）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乔爱玲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刘 军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刘婉丽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融合应用实验室区域应用

主管



刘庆欢 北京师范大学海沧附属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许世民 河北省涿鹿教育局副局长

孙 众 首都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人工智能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杨现民 江苏师范大学智慧教育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博士

生导师

杨剑英 北京市昌平区信息中心主任，中学高级教师

苏洁珍 第五批广州市中小学骨干教师，第七届跨越名师，荔湾区汇龙小学

英语科长

李卓越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推广专员

李晓庆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常务主任

李 梦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融合应用实验室区域应用

主管

李 颖 北京市通州教师研修中心党总支副书记

李佳奕 天津市英华国际学校小学语文教师

扶元泳 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局局长

吴 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肖云东 河北省承德市名师，丰宁第一小学教务副主任

何克抗 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教授

余胜泉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陈 玲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

新中心融合应用实验室主任

张文兰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数字化教育研究所所长，教

育部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人工智能教育研究分中心主任

张梦鸿 黑龙江省兰西县崇文实验学校校长

邱成国 教育部首批名校长领航班学员，华山中学校长，特级教师、正高级

职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范巧凌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

武法提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技术学院院长

赵兴龙 中央电化教育馆研究员

殷 乐 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副主

任

郭晓珊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融合应用实验室副主任



郭佳丽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中心对外推广主管

黄荣怀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院长、教授

黄 莉 小学语文正高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贵州省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贵州省骨干教师、优秀辅导教师、教学名师、特级教师

黄云龙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博士后，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计

算语言学方向

崔京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教育技术学博士，北师大未来教育高精

尖创新中心学习科学实验室副主任

梁文鑫 北京教育学院副研究员

商学军 北京市通州教师研修中心科研部主任

韩冬花 2015年“跨越名师”，甘肃省陇南市骨干教师

雷迎花 深圳市福田区教科院教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