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邀请嘉宾和主持⼈简介（以姓⽒拼音为序） 

• 封安保：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合肥市第⼀中学党委书记、校长，安徽省物理特级教师、安徽省物理学会常务

理事、安徽省⾼中物理奥林匹克⼀级教练员，合肥市物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物理学科带头⼈、物理教师特级教师⼯作站站长。 

• ⾼杨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教

育学会管理分会常务理事 

 陕西省西安⾼新第⼆学校“名校+”教育联合体总校长。中小学校长国家级培训

专家，教育部中小学领航名校长“⾼杨杰校长⼯作室”主持⼈，获2020西安基础

教育突出贡献校长称号。他所主持的“基于学⽣全面发展的知⾏校本课程”获

2018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等奖。2019年4月在教育部中学校长中⼼举办的“全

国优秀中学校长教育思想研讨会”上进⾏“爱注九年，知⾏⼀⽣”教育思想分享。 

• 郭璐宁：杭州云⾕学校学⽣⽣涯发展部主任 

英国华威⼤学硕⼠，曾于南京外国语学校剑桥⾼中和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中

担任升学主任，深受学⽣和家长的信任与喜爱。作为国内最早的⼀批校内升学

顾问，成功指导近千名毕业⽣申请海外院校；并受邀在国内外⾏业会议中演

讲，分享观点。杭州云⾕学校国际事务部主任，⼋年级道法教师，希望能够看

见学⽣，与学⽣⼀起成长，相信“⼀朵玫瑰，就是所有玫瑰”。 

• 郭志伟：四川西部经济⽂化发展研究院执⾏副院长 

四川新华科技学院常务副院长，四川省和谐事业促进会副秘书长，教授，长期

指导支持院直属终身学习研究所进⾏K12学校⽣涯教育的课题研究，2019年发



起成立四川省教育学会⽣涯规划教育专委会，2020年指导支持终身学习研究所

成功申报省级课题“新⾼考背景下普通⾼中育⼈⽅式变⾰研究”，”K12学校⽣涯

教育的实践研究”。 

• 何红华：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深圳市教育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深圳市宝安区学校德育⼯作导师，

深圳市新安中学（集团）⾼中部德育处负责⼈，多次给⾼中学校做⽣涯教育与

学⽣学业规划指导专题讲座，先后参加《学⽣自主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

⼗项国家、省、市、区课题研究，出版《学⽣自主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等著作，

多篇论⽂在各级刊物上发表。 

• 黄均钧：华中科技⼤学讲师，博⼠ 

现就职于华中科技⼤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兼职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海外研究

员，擅长参与式教学，主张外语教育应积极参与学习者的⽣涯发展及意义世界

的建构。主要研究领域是实践研究（Jissen Kenkyu）、叙事教学。著有《⼤学

授業のコメント活動に挑む留学⽣の成長》（东京：ココ出版），在国内外期

刊杂志发表论⽂⼗余篇。 

• 黄⽂武：四川西部经济⽂化发展研究院终身学习研究所所长 

教授，四川省教育学会⽣涯规划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四川省⼤学⽣就业

创业指导专家，主要负责⽣涯教育的咨询指导、培训服务、课题研究。 

• 姜佳玥：北京⼤学教育学院考试研究院科研助理 

2018年获得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学⼠学位，主修英语语⾔⽂学、公共政策双专

业，2019年获得美国宾⼣法尼亚⼤学教育政策硕⼠学位。目前参与的主要研究



项目涉及基础教育评价改⾰、应试教育相关政策与教学研究、⾼考状元研究

等。 

• ⾦树⼈：台湾师范⼤学教育⼼理与辅导学系名誉教授 

澳门⼤学客座学者，台湾⽣涯发展与咨询学会常务监事。曾获美国⼼理学会

（APA）第17分会颁发“促进⽣涯咨询东西交流特殊贡献表扬状”（2007），美

国⽣涯发展学会（NCDA）颁发“华⼈⽣涯发展杰出专业奖”（2017）。目前研

究重⼼关注于“东⽅智慧与⼼理疗愈”，以及“⽂化本位与⽣涯理论”等。 

• 李新：华为公司前⼈⼒资源⾼管，华蔚管理咨询（深圳）有限公司董事

长、首席专家 

18年华为⼯作经验（1999-2017），深度参与和见证了华为公司从1999年⾄今的

整个发展历程；华为集团⼈⼒资源三支柱变⾰项目终端公司项目经理，东北欧

地区部/英国地区部HRD（常驻地波兰、英国），华为全球销售部考核激励模

块⾼级专员。 

• 李燕：济南⼤学教育与⼼理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 

主要从事教育学、⽣涯咨询与辅导的研究与教学⼯作。 

• 廖小强：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陵小学校长 

曾任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湖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四川省教育学会⽣涯规划

教育专委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首批STEM教育专家组成员，成都市优秀校长，

全国⽣态⽂明教育优秀教师，四川省第⼆届“⼗⼤绿⾊先锋”，成都市中小学环

境教育专家组成员，成都市最美环保⼈。 

• 林小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



员 

北京⼤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质性研究中⼼主任、教育管理与政策系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政策研究、质性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代表作有

《教育政策变迁中的策略空间》《促进⼤学教师卓越教学：从⾏为主义⾛向反

思性认可》《分析归纳法与连续比较法：质性研究的两种研究路径》等。   

• 刘东平：北京交通⼤学招⽣就业处处长 

北京交通⼤学讲师，参与编写《把握前程—⼤学⽣就业与发展》等著作，发表

《辅导员就业⼯作效果提升研究》等⽂章， 多年主讲《⼤学⽣学业与职业⽣涯

规划》。  

• 刘凯：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中学⾼级教师，四川省教育学会⽣涯规划教育专委会主任委员。2020年9月8

日，被四川省委教育⼯委、教育厅评为四川省中小学名校长。 

• 闵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北京⼤学教育学院名誉院长、教

授 

北京⼤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曾任北京⼤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

任，教育学院创任院长。北京师范⼤学教育学学⼠，斯坦福⼤学硕⼠、哲学博

⼠（教育经济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重⼤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

⼤攻关项目等课题。出版《⾼等教育运⾏机制研究》、《探索教育变⾰：经济

学和管理政策的视角》、《中国教育与⼈⼒资源发展报告2005—2006》、《教

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等教育的发展形式与办学效益》、《发展知识

经济的关键与⼤学的使命》等中英⽂论著。研究成果两次获中国⾼校⼈⽂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奖，另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多项。现任或曾任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经济

与管理组组长、全国教育财政学研究会理事长、全国教育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副

理事长、中国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出国留学⼯作研究会理事长、世界

银⾏中国贫困省教育发展项目专家组组长等职务，担任《北京⼤学教育评论》

编委会主任，曾任Higher Education等期刊编委。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选教育部首批“跨世纪优秀⼈才计划”。 

• Leena Penttinen：Senior Specialist, PhD，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芬兰全国职业顾问和教练协会主席，芬兰国家终身指导专家组成员，职业指导

⽅法⽅面的专家。研究集中在职业前景、学习途径和⾼等教育辍学以及指导和

咨询⼏个⽅面，也对职业学习技能的培养、职业⽣涯⽅向、毕业⽣的就业能⼒

以及职业创业等进⾏研究。她与同事们⼀起出版了《教育学职业⽣涯视野模

型》。最近⼀直从事终身教育⽅面的国家职业顾问专家项目的研发。 

• 桑国勇：北京积极⼼理学协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阶梯学习法”首席讲师，混沌⼤学特邀讲师，PFF首席教

育咨询专家，资深互联⽹产品技术及运营专家。前e代驾首席产品架构师、折

800产品及运营总监、飞信和139邮箱产品运营负责⼈，超过三款过亿用户规模

的互联⽹产品运营管理经验。 

• 苏⽂平：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

员 

北京航空航天⼤学副教授，北航⽣涯规划教学团队召集⼈；中国劳动经济学会

职业开发与管理分会理事；2019年主讲的《职业⽣涯规划》获得北京市优质本

科课程；主编出版⼤学⽣职业⽣涯规划教材6本、案例集1本，其中⼈⼤出版社



出版的《职业⽣涯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获得2020年北京市优质本科教材。 

• 谭六三：四川省成都⾦⽜区教育局⽣涯教育指导中⼼主任 

曾任四川省成都市通锦中学校长，四川省教育学会⽣涯规划教育专委会理事，

四川省教育学会学习分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陶研会会员、全国100名基础教育

改⾰杰出校长、全国教育科研管理先进校长。 

• 田保华：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河南郑州市教育局原副局长，郑州市“道德课堂”和“评价即育⼈”理念的创始⼈

和推动者，中小学创客教育的倡导者和践⾏者。著有《教育即道德》、《课改

有道》、《教育有道》、《道德课堂的构建与区域推进》等。曾被评为首届全

国⼗⼤教育改⾰杰出⼈物、全国区域课程改⾰推动⼈物、中国创客教育先锋⼈

物。 

• 田双喜：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长沙理⼯⼤学副教授。从事职业⽣涯、就业指导、创新创业近⼗年。主持国家

与省部级课题15项，发表论⽂20余篇，教材专著3部。湖南省综合实践与研学旅

⾏研究会副秘书长，湖南新⾼考特邀研究员、湖南⾼中⾼校协同育⼈联盟发起

⼈，教育部⾼级就业指导师，湖南省教育厅就业指导讲课比赛⼆等奖、论⽂特

等奖，湖南省团省委“最喜欢青年教师”，“智联招聘”特聘就业指导专家，首届

中国“互联⽹+”⼤学⽣创新创业⼤赛⾦奖“切糕王⼦”创业团队指导老师。 

• 王青⼭：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陕西省府⾕县教研室副主任、府⾕县前⽯畔九年制学校校长。曾在基层学校任

教⼗余年，在教育⾏政管理多部门⼯作，⼀直致⼒于西部基础教育和中小学校



管理探索与实践。是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程⾼扬杰校长⼯作室成员，是中国教

育学会“未来教育家公益项目”首批学员，系陕西省优秀教师、榆林市首届好教

师，府⾕县优秀校长。 

• 汪荣洪：四川西部经济⽂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执⾏助理 

四川新华科技学院院长执⾏助理，教授，从事⽣涯规划与升学就业咨询20年。

曾任《⾼校招⽣》编委，⾼校招⽣策划部主任，就业指导中⼼主任。参编⽣涯

教育教材⼀部，完成《⾼职院校⼤学⽣职业⽣涯规划研究》课题。常年在⼤学

中学主讲职业⽣涯规划类讲座逾百场。 

• 王小平：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综合部主任 

浙江省⽣涯规划教研员，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改⾰专业指导委员会⽣涯规划组

组长，长三角基础教育专家库成员，深度参与浙江省⾼中课程改⾰和⾼考招⽣

改⾰，负责⾼中选修课程建设和⾼中学⽣⽣涯规划教育等⼯作，在华东师范⼤

学学报、⼈民教育、基础教育课程、中国教育报等发表⼗余篇，带领团队探索

浙江省区域推进⽣涯规划模式和⽣涯规划学科渗透⼯作。 

• 王旭涛：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中学教师 

1994年⽣，⼭东青岛⼈，硕⼠，中共党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

业委员会会员，青岛市青少年⼼理健康研究会会员，主要从事学校⼼理健康教

育、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主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

教育专业委员会课题1项，参与⼭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1项，发表论⽂10余

篇。 

• 吴鹏飞：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超星创新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学⽣涯规划指导师（中级），湖北省教科院重

⼤课题《新⾼考背景下⾼中教学与管理改⾰的实践研究》课题组成员，中央电

教馆《基于学⽣综合素质培养的云课程⽣态构建与应用研究》课题组核⼼成

员，超星“新时代⾼中-⾼校贯通式⼈才培养⾼峰论坛”及超星⽣涯教育课程联盟

发起⼈，主导开发了⾼中《⽣涯规划数字服务系统》和《学科能⼒倾向测评系

统》。 

• 吴先红：北京⼤学名誉校董、优秀校友，北京⼤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委会发起⼈ 

同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Chairman of Verakin Group Co.，Ltd，经济学博⼠、

博⼠后，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主席。先后获得“西部优秀创业者”、教育突出贡

献奖”、“全国⼯商联抗震救灾先进个⼈”、“优秀民营企业家”、“北京⼤学优秀校

友”等荣誉称号。兼任北京⼤学光华天成博⼠后流动站客座教授和常务副站

长，中国⼈民⼤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智库）研究员，东北财经⼤

学、北京交通⼤学、美国Keuka ⼤学客座教授等。 

• 夏辉辉：⼴西⽣涯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研究员，⼴西教育学院教研部教研员，教育部国培专家，⼈教社⾦牌培训师，

NCDA-CDP国际⽣涯规划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理

事。《⾼中⽣⽣涯规划指导》副主编（⼴西教育厅指定教材）。 

• 谢芳青：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委会常务理事，深圳市新安

中学（集团）副校长兼外国语学校校长 

先后获得“江西省优秀教师”“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才⼯程⼈选”“全国五⼀⼱帼

标兵”“江西省先进⼯作者”等省级以上荣誉称号10 个；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级



教育教学课题14 个，先后在《中小学⼼理健康教育》《班主任之友》《未来教

育家》等核⼼刊物发表论⽂40 余篇。 

• 熊江玲：George Brown College教授 

⼼理测量与评价⽅向⼼理学硕⼠，加拿⼤职业咨询师，加拿⼤乔治布朗学院认

证⼈⽣导师，营地百科特聘⼼理专家以及家庭教育导师，从2013年起担任加拿

⼤乔治布朗学院教授，教授⼏千名学⽣，主讲职业发展等课程，曾经在加拿⼤

著名非盈利组织，在⼤学职业咨询中⼼担任职业咨询师、教育咨询师等职务。 

• 许楠：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北京⼋中⼤兴分校中学⾼级教师，北京市科研骨⼲教师。有多年⼀线教育教学

⼯作经验，擅长利用学科教学对学⽣进⾏⽣涯教育，参与《我的中学⽣涯与发

展》等多本⽣涯教育教材的编写。 

• 徐宪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宁波教育学院副教授，⼉童研究院（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学博⼠研究

⽣。兼任宁波市⼈民政府督学，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专家，宁波市委

组织部和社科联讲师团专家，⼊选宁波市领军与拔尖⼈才培养⼯程。在《⼼理

科学》等刊物发表论⽂40余篇，受邀作⼼理健康教育、家庭教育等主题讲座百

余场。 

• 杨娟：北京师范⼤学教授，博⼠⽣导师 

北师⼤学业规划研究中⼼主任，经济系主任，主要研究⽅向为青少年学业规

划，中小学⽣学习动⼒，学习成绩影响因素等，著有中学⽣学业规划、中学⽣

提分宝典等10本著作，国内外核⼼杂志发表论⽂40余篇，多次主持世界银⾏、



国家自然科学基⾦、教育部⼈⽂社会科学基⾦及省部委的委托课题。 

• 叶双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湖南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校长，中学⾼级教师，湖南师范⼤学硕⼠⽣导师、

湖南省创造学会中小学专业委员会首届理事会副主任，湖南省教育学会创客教

育中⼼副主任，湖南省教师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湖南省

教育学会中小学⼼理与⽣涯教育专业委员副理事长。获评长沙市首批“名校长”

和长沙市⼈民政府授予的首批“长沙市优秀校长”。主编或参编《中小学科普教

育的实践与研究》、《为“世界公民”的⼈⽣奠基》等⼗余本教育专著。 

• 叶之红：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原中国⾼教学会副秘书长，曾先后在教育部政研室、教育发展研究中⼼参与、

组织和主持了许多重要研究项目，包括：素质教育观念研究、⾼考制度改⾰研

究、拔尖创新⼈才培养研究、职业⽣涯规划教育研究、⾼校教师专业化发展、

⾼等学校实习实训教育质量监测等。有关研究成果主要应用于国家教育决策参

考、学校改⾰试验指导、教育⾏政⼈员和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等实践领域。 

• 喻良刚：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校长助理 

学⽣处主任，⾼中数学教师，中学⼀级，四川省教育学会⽣涯规划教育专委会

会员，四川省中学校长协会教育学术专委会委员。 

• 曾红权：江西农业⼤学职业师范技术学院副研究员 

硕⼠⽣导师、博⼠，近5年，主持省部级以上重点课题和⼀般课题8项，结题5

项，在学位与研究⽣教育和研究⽣教育杂志等期刊发表论⽂7篇，主编、副主

编著作3部，以主要贡献获省级教学成果奖4项。 



• 查有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四川西部经济⽂化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

川省先进⼯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四川省

智⼒开发与专门⼈才研究所所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央教育科

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学，华中理⼯⼤学，西南师范⼤学兼职教

授，教学论博⼠点导师，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基本理论组成员。 

• 詹逸思：教育学博⼠，清华⼤学学⽣学习与发展中⼼副主任，副教授 

加拿⼤阿尔伯塔⼤学访问学者（2018），全球学业咨询协会国际促进委员会首

位亚洲籍委员（2013-2019），多次担任全球学业咨询协会国际会议投稿评审专

家。讲授《⼤学⽣⼼理训练与潜能开发》等课程，从事⼤学⽣发展咨询⼯作14

年。 

• 张丁丁：北京师范⼤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教育管理硕⼠ 

2017年2月⾄2020年8月先后在湖北黄⽯、贵州黔西南任教⾼中语⽂，兼任班主

任、社团导师。目前的研究⽅向是⽣涯教育课程开发。 

• 张海昕：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党总支委员/中⼼特聘专家，曾任中国教育后勤

协会中小学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室主任，中⼭⼤学出版

社社长助理，⿊龙江省⼤学城后勤集团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新加坡国立⼤

学 管理学硕⼠，香港公开⼤学 法律硕⼠，新加坡新跃社科⼤学 博⼠（在读）

美国斯坦福⼤学 美国加州洛杉矶州立⼤学访问学者，牵头起草中国教育⾏业标

准《中小学膜处理饮用⽔设备技术要求和配备规范》。参编著《教育发展战略

40年回顾与展望⼀纪念改⾰开放40年研究报告集》主持重点课题《推动民族地



区智慧幼⼉园建设对策研究》。 

• 赵丰平：全国⼗佳中学校长，⼭东省昌乐⼆中总校长 

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中学英语教师园丁奖获得者，全国推动读书⼗⼤⼈物，全

国教育改⾰创新杰出校长奖获得者，⼭东师范⼤学兼职教授，江苏师范⼤学、

曲⾩师范⼤学特聘研究⽣导师。出版《教育其实很简单》《做最好的校长》等

教育专著，发表《教育改⾰的三个伦理向度》《为全校营造⼀个读书的场》等

论⽂，主持和参加《学校引⼊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标准的研究》《实施研究

性学习的研究》等国家级、省级课题的实验研究。 

• 周旭荣：浙江学⽣⽣涯教育发展联盟副秘书长 

浙江衢州⼆中⽣涯指导中⼼主任，中学⾼级教师，市优秀班主任、市学科带头

⼈，德育名师。浙江学⽣⽣涯教育发展联盟发起⼈、特聘研究员，浙江省家长

学校讲师团成员，从事班主任⼯作23年，担任年级组长六年，有丰富的中学⼀

线⼯作经验。近⼏年在省内外就学校德育和⽣涯发展教育两⼤主题讲座90余

场。 

• 朱红：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涯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兼副理事长，

北京⼤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导师 

北京⼤学教育研究中⼼副主任，⾼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常务理事。讲授

“教育与幸福”、“教育研究过程与⽅法”、“⼤学⽣发展”、“院校研究”等课程。研

究领域包括⼤学⽣发展，青少年⽣涯教育，家庭教育和家庭教养⽅式，院校研

究等，出版著作《⾼等理科教育的发展与挑战》。曾获第九届⾼等教育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等奖，教育部优秀调研报告⼆等奖、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