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师范大学 2022 年家庭教育指导者（初级）培训班

招生简章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儿童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改革开放以来

与家庭相关的社会问题明显增多。面对新时代的新特征、新问题，为家长提供适切的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尤为迫切。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目标是“提高教育质量，改善教育效果；拓展教育空间，促

进终身学习；落实根本任务，践行立德树人”。本项目旨在通过专业引领帮助幼儿园、

中小学教师提升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和协同育人能力，帮助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从业人员

提升专业能力水平，帮助准父母及父母提升家庭养育和教育能力。

关于项目
一、项目基础

（一）国内领先的专业研究平台

首都师范大学在建设家庭教育研究中心、教育部关工委家庭教育中心、北京市关

工委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市妇联家庭建设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正完善协同智慧教

育平台建设。该平台拥有近百位专业研究者。研究者先后参与了全国、北京市家庭教

育立法调研、法案草拟；参与了教育部《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建设的指导

意见》政策文本起草前期论证报告；参与了中国教育学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

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家庭教育重要论述暨《家庭教育指导手册》丛书编写等。此外，

我校还连续两年分别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体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二）超高的人气和社会影响力

为更好地推动学术成果转化、服务社会，我校连续三年（2020、2021、2022）与

教育部关工委开展“家校共育 立德树人”公开课，累计收视率 8000 万人次；与北京

市关工委举办 30 期家庭教育大课堂，累计收视 400 万人次；连续四年在北京市举办

包括“超越个体经验的家庭教育研究”（2016）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关论坛；疫情

防控期间，组织了“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跨学科系列公益直播课，受到了社会各界

的好评。我校与湖南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的家校共育指导手册（学前版、小学版、初

中版、高中版）被评为“百部最受欢迎的家庭教育书籍”。三年来我校社会服务受益

群众达到了 1亿 6 千余万人次。



（三）一流的师资队伍和实践基地

当前，我校已建立了家庭教育研究方面的国内外权威专家资源库，专家涵盖国内

外高校科研院所、中小学实践一线、教育决策部门、优秀社工、家庭教育畅销书作家

等。在实践方面，我校自 2019 年起在北京市八区四十家（包括幼儿园、中小学、高

中、社区）孵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基地，基地能满足批量培训的实践观摩需求。

【部分专家团队成员】

劳凯声：首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起草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是相关部门向全国人大社建委提交立法建议

稿的重要蓝本；

孟繁华：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家庭教育分委

会副主任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康丽颖：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家庭

教育分委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 爽：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

成员。

【部分实践基地】
 北京市八区四十所“家校社共育咨询室”示范基地（涵盖幼儿园、小学、中学、

高中以及社区）；

 北京市“家校共育三年行动计划”海淀示范区；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小学、中学等；

 北京市若干名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室。

（四）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

首都师范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多年培训实践中，我校基于教育学

一级学科的雄厚实力和教育管理团队的优势引领，能够精准把握学员的培训需求、探

索培训规律、强调理论自觉、启迪专业智慧，实现培训品质创新引领学校改革发展。

近年来，我校在国培示范性集中培训、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北京市对口支援协

作培训、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援疆培训工作等项目培训中表现突出；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培训方面已出色完成了“全国家庭教育指导者培训班”、“北京市关工委家庭教育

研究公开课培训”等，授课内容和管理方式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在培训过程中，项目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管理制度，以切实保障培训活动的顺利开

展。具体包括：（1）实施制度化管理；（2）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3）建立导师制；



（4）建立班级管理机制；（5）建立项目设计研发与评估小组。

二、项目特色与优势

（一）专业化的培训需求解析。在培训前通过问卷、访谈等方法，项目开展深入

细致的需求调研，了解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群体的培训期待，准确把握学员的

自身需求以及新形势下社会对家庭教育指导者需求。

（二）个性化的培训课程设计。项目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依据培训需求解析，

项目聘请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方面的权威人士为首席专家，由首席专家主持培训课程设

计、资源开发和培训教学，真正实现“专家设计培训、专家实施培训”。

（三）免费获取海量课程资源包。作为线下培训的补充和延伸，学员除了享受线

下授课外，还将免费获取我校四大研究平台的部分研究成果。

（四）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培训过程中，学员可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政策

制定者、解读者、理论研究者共同探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问题，学习问题解决的专

业理论。

（五）与家庭教育权威专家一对一对话。在培训过程中，专家将实时答疑解惑，

与学员进行优质互动，解决学员在理论研修和实践探索中所遇到的难题。

（六）参与四大平台的课题研究并成为其中一员。部分优秀学员可参与并成为其

中一员，并与研究中心的师生一起开展课题研究。

（七）汲取优质实践基地的家庭教育指导实操技巧。培训秉持“理论引领+实操

指导”的原则，在培训过程中，将安排不同比例的实践观摩，确保学员家庭教育指导

的实践能力有所提升。

关于学习

三、培养目标

（一） 了解家庭教育指导相关内涵，熟悉相关政策法律，正确认识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的专业要求；

（二） 了解儿童发展相关知识，掌握家庭教育指导的常用方法，能够在实践中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三）了解家庭教育的主要形式，掌握家庭教育的主要方法，能够在实践中设计

与实施家园共育活动。

四、培养对象

（一） 中小幼校长、园长、教师；



（二） 早教机构、妇女儿童服务机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等管理人员、骨

干力量和工作人员等；

（三） 校外培训机构管理者和教师；

（四）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者；

（五）家长、热爱并有志从事家庭教育工作的人士。

五、课程设置

为达成培训目标，依据《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的“在职教师教育课程设

置框架建议” 中的专业理念与师德（A）、专业知识（B）、专业能力（C）三个维度，

将培训内容设计为“概论”、“政策法规”、“专业要求”、“基本概念”、“家庭

教育指导”五个模块，含 20 个培训主题，共 80 学时。

具体课程设置详见附件。

六、培训形式

考虑当前疫情因素，采取全程线上培训形式。包含线上授课、案例分析、问题研

讨、小组交流、实践操作等环节。

七、培训时间

额满开班（具体培训时间以班主任通知为准）

八、结业证书

学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课程学习，经考核合格者，颁发加盖“首都师范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公章的《家庭教育指导者（初级）

培训班》结业证书。

关于报名
九、报名缴费

（一）报名方式：扫描以下二维码完成报名，开课两周后不再接受报名



（二）缴费金额：3080 元/人

费用包含：培训费、培训资料费等

（三）缴费方式：个人网上缴费

以班主任通知为准，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四）发票开具

发票内容：培训费

发票类型：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形式：电子发票

发送地址：发送到报名者提供的邮箱

请学员填写报名表时，填入正确的单位名称和税号

十、咨询电话：

培训咨询电话：68434560 68416729/6732/6735/6741 转 8124/8021

班主任连老师 13811900664（微信同手机号）

班主任冯老师 15832668027（微信同手机号）

技术咨询电话：4009150925

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

2022 年 12 月

附件：家庭教育指导者（初级）培训班课程方案



家庭教育指导者（初级）培训班课程方案

家庭教育指导者培训方案（初级，80 学时，理论课占比 40%，实践课占比 60%）

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 培训形式 课程类别 课程来源 培训学时

概论

什么是家庭教育指导？ 专家讲座 理论课 国家课题研究成果 4

家庭教育指导的价值与功能 专家讲座 理论课 国家课题研究成果 4

合格家庭教育指导者必备的基本素养 现场研修 实践课 示范基地经验分享 4

如何提高自我的说话技巧和沟通方式？ 同行交流 实践课 示范基地经验分享 4

政策法规

关于家庭教育的重要政策法规解读 专家讲座 理论课 团队立法调研部分成果 4

家庭教育指导中常见法律问题及解决方案 小组讨论 实践课 团队立法调研部分成果 4

家长家庭教育责任的相关法律解读 专家讲座 理论课 团队立法调研部分成果 4

家庭教育指导相关法律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实践课 团队立法调研部分成果 4

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认知 专家讲座 理论课 团队专著部分成果 4



专业要求

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能力 教学观摩 实践课 示范基地经验分享 4

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素养 专家讲座 理论课 团队专著部分成果 4

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发展规划 同行交流 实践课 示范基地经验分享 4

基本理念

超越个体经验的家庭教育指导 案例分析 实践课 国家课题研究成果 4

儿童多重社会角色和身份 专家讲座 理论课 国家课题研究成果 4

中外教育名家的家庭教育理念解读 专家讲座 理论课 国家课题研究成果 4

传统家教家风家训的社会文化性探讨 同行交流 实践课 团队专著部分成果 4

不同年龄段

儿童的家庭

教育指导

胎儿期的家庭教育指导 实践操作 实践课 团队专著部分成果 4

婴幼儿期的家庭教育指导 实践操作 实践课 团队专著部分成果 4

少年期的家庭教育指导 实践操作 实践课 团队专著部分成果 4

青少年期的家庭教育指导 实践操作 实践课 团队专著部分成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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