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便函〔2017〕172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 

举办 0-1 岁高危儿干预实用技术学习班的通知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会员单位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围产医学的发展，高危儿如早产儿、低体

重儿等的存活率越来越高。然而存活下来的高危儿，有部分会伴有不同

程度的神经系统损伤，致其脑瘫、发育落后等发生率远高于正常儿，给

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研究表明脑损伤患儿如果能早期发现，早期

干预，大部分可以恢复正常。因为在生命的早期，大脑有很大的代偿能

力，而且年龄越小其再构能力越强。 

此次 0-1 岁高危儿干预实用技术学习班，聚焦高危儿这一需要特别

关注和医学监控的特殊群体，邀请了国内知名专家鲍秀兰教授、田鸿教

授、庞红老师、孙淑英老师等进行专题的学术讲座，旨在提高有脑损伤

高危儿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水平，促进高危儿健康管理系统的建立。 

一、培训内容 

（一）理论部分  

1.  高危儿早期干预的意义 

2.  0-1 岁 20 项神经运动检查的解读 

3.  0-1 岁生长发育特点 

4. 智力发育落后的早期发现 

5．婴幼儿沟通功能促进及婴幼儿吞咽功能改善技巧 

6. 发育障碍儿的早期评定及促进姿势控制训练 

（二）操作技术  

1.  0-1 岁神经运动检查的实操练习 

2.  0-6 月早期综合干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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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始反射检查、姿势控制操作 

4.  0-1 岁认知语言的早期干预技术 

二、培训时间、地点 

培训时间：2017 年 11 月 8 日 -11 月 11 日，具体安排：11 月 7 日

9:00-19:00 报到，11 月 11 日 17:00 点课程结束。 

报到地点： 北京市丰台区外环西路 26 号院 6 号楼宝篮贝贝儿童早

期优化发展中心 

三、培训对象 

全国各级医院儿科、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发育行为儿科、心理

科、精神科、康复科的临床医生、护理人员、治疗师等相关工作人员。 

四、收费 

培训费及资料费： 3900 元/人，资料含：讲义。培训班期间食宿统

一安排，费用自理（200-300 元/天/人）。如需提前汇款（提前 10 日），

并注明培训名称，汇款信息如下： 

户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帐号：110906850910605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万泉河支行 

五、报名咨询 

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报名均可。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 1 日。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老师 13911527339      吴老师 18911608463 

邮  箱：pxb2014@baolanbeibei.com  

附件：1.课程安排 

2.回执与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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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课程安排 
  

11 月 8 日（周三） 

主讲人：鲍秀兰   主讲题目：高危儿早期干预的意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儿科教授 

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常务理事和儿童发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关心下一代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宝篮贝贝儿童早期发展中心首席专家 

 

主讲人：马  磊   主讲题目：0-1 岁 20 项神经运动检查的解读、操作方

法 

主治医师，现任宝篮贝贝康复中心主任。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儿科学系，

专业方向是儿童神经康复，师从唐久来教授。2012 年研究生毕业后一直

从事高危儿、脑瘫、孤独症的诊疗及研究工作，曾跟随鲍秀兰教授在协

和医院和宝篮贝贝学习高危儿、脑瘫儿的早期诊疗、干预、培训工作，

跟随贾美香教授在北大六院学习孤独症的诊治、干预。参与鲍秀兰教授

系列高危儿、早产儿的课题研究工作以及鲍秀兰系列育儿书籍的编写工

作 

 

11 月 9 日（周四） 

主讲人：田鸿   主讲题目：1.婴幼儿沟通功能促进及婴幼儿吞咽功能改

善技巧 

                         2．0-1 岁认知语言的早期干预技术 

中国康复技术转化与发展促进会言语听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康复学院兼职教授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听力语言科副主任治疗师 

中华医学会物理与康复医学会第十届委员会言语康复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言语治疗学组委员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应用行为分析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11 月 10 日（周五） 

主讲人：孙淑英     主讲题目：0-1 岁生长发育特点 

首都儿科研究所生长发育研究室副主任医师 

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儿童发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优生科学协会理事 



 

宝篮贝贝儿童早期发展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 

 

主讲人：朱晓文     主讲题目：0-6 月早期综合干预操作 

毕业于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从事婴幼儿早期干预

工作 5 年，熟练掌握 0-3 早产儿、高危儿的早期干预方法，主要擅长 0-1

岁的早期干预及训练方法。 

 

11 月 11 日（周六） 

主讲人：庞红      主讲题目：1. 发育障碍儿的早期评定及促进姿势控

制 训 练                             

2． 原始反射检查，姿势控制操作 

副主任治疗师，毕业于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治疗专业硕

士，主要从事脑瘫的运动疗法，发育障碍儿的早期干预等儿童神经疾患

的康复治疗工作。具有二十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并担当首都医科大学

康复医学院的教学工作，参编多部教材，参与北京市科研课题工作。 

 

 

 

 

 

 

 

 

 

 

 

 

 

 

 

 

 

 

 

 

 

 

 



 

附件 2 

回执与交通图 
 

姓名  职称  职务  

学历  单位  

联系方式  邮箱  

住宿安排 入住时间            离店时间            元/床/天       元/间/
天 

 

宝篮贝贝儿童早期优化发展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外环西路 26 号院 6 号楼 

 
北京站：出地铁口在花市口南站乘坐特 7 路，看丹桥站下车，换乘 470 路在海鹰路

口站下车，步行 780 米至宝篮贝贝儿童早期优化发展中心。（打车费约 62 元） 

 

北京西站：地铁站里面换乘九号线（往郭公庄方向），在丰台科技园站下车，A 口出，

步行 270 米，换乘 470 路，在海鹰路口下车，步行 780 米至宝篮贝贝儿童早期优

化发展中心（打车约 33 元） 

 

北京北站：地铁站里换乘四号线（安河桥北方向），在国家图书馆站下车，换乘地铁

九号线，在丰台科技园站下车，A 口出步行 270 米，换乘 470 路，在海鹰路口下车，

步行 780 米至宝篮贝贝儿童早期优化发展中心，（打车约 58 元） 

 



 

北京南站：地铁里换乘四号线（往天宫院方向），在西红门站下车，A 口出步行 80

米，在西红门站乘坐 470 路，在海鹰路口下车，步行 780 米至宝篮贝贝儿童早期优

化发展中心（打车约 36 元） 

 

机场 T1：步行至 1 号航站楼出口，乘坐机场大巴（北京西客站线），在广安门站下

车，步行 70 米， 在达官营站乘坐 477 路，在六圈下车，步行 1.1 公里至宝篮贝贝

儿童早期优化发展中心（打车约 155 元） 

 

机场 T2：步行至 2 号航站楼出口，乘坐机场大巴（北京西客站线），在广安门站下

车，步行 70 米， 在达官营站乘坐 477 路，在六圈下车，步行 1.1 公里至宝篮贝贝

儿童早期优化发展中心（打车约 155 元） 

 

机场 T3：步行至 3 号航站楼出口，乘坐机场大巴（北京西客站线），在广安门站下

车，步行 70 米， 在达官营站乘坐 477 路，在六圈下车，步行 1.1 公里至宝篮贝贝

儿童早期优化发展中心（打车约 15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