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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21〕392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儿童生长发育及社会生活能力评估》适宜技术培训班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托幼机构： 

生长发育是儿童的基本特征，生长指标是评估儿童健康水平和营

养状况的重要依据。由于生长是受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因素综合影响

的复杂过程，每个人的高矮、胖瘦、生长速度和成熟程度等都不相同，

不同年龄阶段也有不同的发育特点，对个体儿童的生长发育监测与评

估，其目的是早期发现生长迟缓，以便及时分析原因采取干预措施，

促进健康成长。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精细化管理提升

妇幼保健服务能力活动，加强儿童健康管理，促进儿童综合发展和健

康成长，近年来，发育和行为障碍儿童的比例逐渐增加，儿童发育和

行为障碍性疾病越来越成为危害儿童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以医疗及

教育相结合模式，促进儿童健康。为提高妇幼保健机构及相关机构儿

童保健人员对儿童生长发育评估的能力，提升儿童保健服务水平。定

于 2021 年 11 月 26日-12 月 26日线上形式举办《儿童生长发育及社

会生活能力评估》适宜技术培训班。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二、培训时间及形式 

2021年 11 月 26 日-12 月 26日，线上培训。 

三、培训人员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医疗机构新生儿科、儿科、儿童保健的医护

人员，及从事儿童健康服务的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的医疗保健人员等。 

四、培训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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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童早期发展与儿童生长发育评估 

（二）儿童生长发育评估的意义和应用 

（三）《婴儿-初中学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简介 

（四）《婴儿-初中学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132 个测查项目的

指导语 

（五）《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简介 

（六）《婴幼儿发育检查》0-36 月发育的评价、实施、《鉴别

诊断》 

（七）《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3岁半-6 岁发育评价的实施 

（八）《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实操视频 

（九）儿保测评在“医育结合”托育中心的作用与帮助 

（十）新生儿抚触、婴幼儿及儿童游泳与发育评估的关系 

（十一）《GESELL发育诊断量表》系统使用 

（十二）《婴儿-初中学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系统使用 

五、其他事宜 

（一）培训费:3000元/人，通知发布至开班之前均可报名； 

（二）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登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注册、报名、缴

费、参会(详见附件 2)。 

2．对公汇款账户信息: 

开户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万泉河支行 

账  号:110906850910605  

汇款时请注明:“儿童生长发育及社会生活能力评估适宜技术培

训班+姓名”。 

（三）报名材料:请提交报名表（详见附件 3）及 1 寸免冠蓝底

彩色证件照片电子扫描件发至协会电子邮箱（zyh1163@sina.com）； 

（四）为方便参加培训的专业人员灵活学习，本次培训课程在线

上平台进行学习并保持一个月的回放学习，保证每个学员都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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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学员微信群，群里定时解答疑难问题。完成培训后，通过培训考

核的学员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颁发培训证书。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赵原卉 13683261163 

会务组：闫靖文  13683311864 

        马圣皓  13001939802 

 

附件：1.《儿童生长发育及社会生活能力评估》适宜技术培训班日程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3.报名回执表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1年 0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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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儿童生长发育及社会生活能力评估》适宜技术培训班日程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一、开班仪式（11月 26 日 14:00-14:40） 

14:00-14:40 
1.儿童生长发育评估的意义和应用 

王玲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讲话 

二、培训讲座（11 月 26 日 14:40-17：30） 

14:40-15:20 1.儿童健康管理 曹彬 

15:30-17:00 
2.基于系统复杂性的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障碍管理策

略 
朱宗涵 

17:00-17:30 3.《婴儿-初中学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简介 王贺茹 

培训课程 （11 月 27日） 

9:00-10:00 
4.《婴儿-初中学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指导语（6

月-10岁 6月以上） 
王贺茹 

10:10-10:20 5.《GESELL发育诊断量表》简介 李慧 

10:20-10:30 
6.《GESELL发育诊断量表》（0-36月）发育评价与

实施 
王贺茹 

10:40-12:00 
7.《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发育评价实施 4 周-28

周 
王贺茹 

12:00-14:00 休息  

14:00-15:00 
8.《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发育评价实施 32 周-56

周 
王贺茹 

15:00-16:00 
9.《GESELL发育诊断量表》发育评价实施——15月

-30月 
王贺茹 

16:00-17:00 
10.《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发育评价实施 36 月及

鉴别诊断与评价 
王贺茹 

17:00-17:30 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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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11 月 28 日 9:00-17:30） 

9:00-10:00 
11.《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发育评价实施——42

月-54月 
孙雪勤 

10:00-11:00 
12.《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发育评价实施——60

月-72月 
孙雪勤 

11:00-12:00 13.儿保测评在“医育结合”托育中心的作用与帮助 王昆 

12:00-14:00 休息  

14:00-15:00 14.新生儿抚触与发育评估的关系 王昆 

15:00-15:30 15.婴幼儿及儿童游泳与发育评估 王昆 

15:40-16:40 16.《GESELL发育诊断量表》—实操视频（1） 王贺茹 

16:40-17:30 答疑 闫靖文 

培训课程 （11 月 29 日 9:00-12:00） 

9:00-10:00 17.《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实操视频（2） 王贺茹 

10:00-10:30 18.《GESELL发育诊断量表》—系统使用 毛欣 

10:30-11:00 
19.《婴儿-初中学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系统使

用 
李慧 

11:00-12:00 答疑 闫靖文 

课程回放 11月 30 日- 12 月 26 日   

 12月 26日 
《GESELL发育诊断量表》及《婴儿-初中学生社会生

活能力量表》考试 
闫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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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一、 使用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服务号”进入“会议广场”。 

二、 填写报名信息： 

1. 在会议列表中找到会议“《儿童生长发育及

社会生活能力评估》适宜技术培训班”点击进入

“会议详情”页面； 

2. 点击“我要报名”，进入“填写订单”页面； 

3. 选择分会场：勾选分会场； 

4. 选择参会人：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需要报名的人员信息，第一次

使用本系统报名，需添加参会人信息（可添加多人）后再进行勾选（每

次报名只能勾选一人）； 

5. 选择发票抬头：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发票信息，第一次使用本系

统报名，需添加发票信息后再进行勾选，然后点击“选择此发票抬头”； 

说明：正确的发票信息，包括单位发票抬头和税号即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正确税号为 15 或 18 位，部队医院或无税号的单位填写 15 个“0”。

自费不需要开发票的参会人员抬头填写姓名，税号填写 15 个“0”）； 

6. 支付注册费：核查报名信息填写是否有误，确认无误后点击“确

认报名”并支付注册费。 

三、 报名成功的订单存储位置： 

1.已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已支付会议】； 

2.未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待支付会议】。 

四、 观看直播方式（非网络直播会议，请忽略）： 

1、第一次需要微信登录，验证手机号，必须是报名填写的手机号。 

2、报名成功后可以点击《跳转直播界面》，进入直播观看。 

3、请于直播开始前到《直播回看》点击会议名称直播观看。 

五、 本次会议将全程通过“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进行会议

事项通知，敬请关注。如有疑问或参会人员变更，请联系：会议服务

热线 400-004-2599、 苑福仁 13311319458（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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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儿童生长发育及社会生活能力评估》培训班报名表 
 

姓名  性别  专业  

照片扫描件 学历  职称  职务  

邮箱  科室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手机号  微信号  

科室意见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请提交 1张 1寸免冠蓝底彩色证件照扫描件以备培训证书使用，发送至

邮箱：zyh1163@sina.com。 

 

 

mailto:zyh1163@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