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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22〕198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第二期儿童康复技师培训班 （贵阳站）的通知 

 

各妇幼保健机构、医疗机构、儿童保健、儿童康复机构等：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1 年 10 月 29 日发布了《健康儿童行动提升

计划（2021—2025 年）》，指出需要加强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与

评估，探索建立以儿童孤独症等发育异常为重点，在社区可初筛、县

级能复筛、专业医疗机构诊断和康复的服务网络。推动妇幼保健机构、

儿童医院、二级以上综合医院、精神专科医院开设儿童精神心理科或

儿童心理保健门诊，加强儿童精神心理专科建设，促进儿童心理学科

发展。为贯彻落实《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 年）》，

提升各级妇幼保健和助产机构对儿童康复科室建设、服务流程优化、

技能人才培养，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拟定于 2022 年 8 月 4 日—8 月 7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第二期儿童康复技师培训班（贵阳站）”，

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协办单位：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详见附件 1。 

三、时间及地点安排 

（一）培训时间：线上学习 2022 年 8月 4 日-5 日（支持回放）  

线下学习：2022 年 8 月 6 日-7 日 

（二）线下报到时间：2022 年 8 月 5 下午 13：00- 17：00 

（三）报到培训地点：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龙洞堡院区会议厅）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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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训对象： 

全国各助产机构儿童保健与儿童康复中心相关负责人、康复治疗

师、康复科医生、康复科护理人员、辅具师、特教教师和各儿童康复

机构培训教学及运营管理人员。 

五、培训方式： 

（一）理论教学：采用远程线上培训，学员须完成相应课程学习，

2 天（16课时）； 

（二）实践教学：线下实训课程，2 天（12课时）。 

六、报名及缴费方式： 

（一）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开班前，学员需登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

报名、注册、缴费、参会（详见附件 2）。 

2．对公转账汇款： 

收款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万泉河支行 

账户号：110906850910605 

汇款备注：“第二期儿童康复技师培训班”+ 学员姓名 

（二）培训费用：3180 元/人（28课时），交通、住宿费用自理，

会务组提供简餐。 

（三）颁发证书：全程参加培训并通过考核的学员，由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颁发相关专业能力证书。 

（四）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全程参加培训并通过考核的学员，

可获得国家级二类继续教育学分 5分。 

（五）报名材料：现场提供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学历（或资

格证）复印件各一份，并提供 2 张 1寸免冠蓝底彩色照片（背面正楷

注明姓名+身份证号）请在报到时上交。 

七、其他事宜： 

（一）住宿推荐：宜尚酒店（贵阳奥特莱斯店） 

房型和价格：单间、标准间住宿：218元/间/天，含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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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陆经理 13118595878 

酒店地址：贵阳市南明区机场路 9号太升国际一期 B区 

（二）会议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 

1. 中高风险地区及和新冠肺炎有密切接触者谢绝参会；严格执

行国家卫健委及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培训期间请全程佩戴口罩，保持

安全社交距离。 

2.会前 14 天没有发热等身体不适症状，持会前 3天核酸检测“阴

性”报告参会； 

3.参会期间请全程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进入会场时请

主动出示健康码和接受体温测量；体温正常和健康码绿码者方可进

入。 

（三）会议疫情防控责任人 

 第一责任人：马守玉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 

 第二责任人：唐  勇  15928613248 

（四）培训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唐  勇  15928613248 

曾  洋  13466333355 

丁丽丽  16600053283 

 

附件：1.“第二期儿童康复技师培训班”（贵阳站）课程表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3.讲师专家介绍 

4.交通线路图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2年 6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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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期儿童康复技师培训”（贵阳站）课程表 

 

日期 内容 授课专家 

 

8月 4日

08:00-12:00 

儿童物理治疗概述和学科魅力 

婴幼儿粗大运动发育规律 

儿童物理治疗常用的评估量表介绍 

儿童物理治疗服务范畴 

张琦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8月 4日

13:00-17:00 

儿童职能治疗概述和实践框架 

婴幼儿精细运动发育规律 

儿童职能治疗常用的评估工具介绍 

儿童职能治疗的基本技术和服务人群 

许利文 

菲律宾注册职业治疗师 

 

8月 5日

08:00-12:00 

儿童言语语言治疗的概述 

儿童言语语言发育规律 

儿童言语语言治疗常用的评估工具介绍 

儿童言语语言治疗技术和服务范畴 

卫冬洁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8月 5日

13:00-17:00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诊断及治疗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诊断及治疗 

精神发育迟滞的诊断及治疗 

抽动障碍的诊断及治疗 

儿童常用的心理干预技术介绍 

曹庆久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8月 6日

09:00-12:00 

关爱儿童精神心理健康 
李莹洁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自闭症、构音障碍、智力

低下患儿的鉴别诊断和典型表现 

言语语言障碍评估流程及要点 

何怡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8月 6日 

14：00-17:00 

自闭症合并智力障碍的干预操作（案例分析） 

自闭症合并构音障碍的干预操作（案例分析） 

自闭症合并社交障碍的干预操作（案例分析） 

自闭症合并吞咽障碍的干预操作（案例分析） 

分组互动演练及答疑 

何怡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8月 7日 

09:00-12:00 

大脑神经生理与感觉统合的关系 

感觉统合失调的表现及干预策略（实践操作） 
计春庚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8月 7日 

14:00-17:00 

感觉统合评估的介绍 

多种感觉障碍的干预策略（实践操作） 

分组互动演练及答疑 

计春庚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备注：具体以实际日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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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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名”。 

二、 填写报名信息： 

1. 在会议列表中找到会议“第二期儿童康复技师

培训班 （贵阳站）”点击图片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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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线上（即网络直播）会议和

线下会议，您可根据实际会议的具体情况勾选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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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学分信息（无学分会议，请忽略此步骤）：在弹出项目中点

击“选择学分信息”，第一次使用本系统报名，需添加参会人学分信

息后再进行勾选，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参会人的学分信息，点击“选

择此学分信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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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预订： 

1.网络直播会议，无需预定酒店； 

2.点击“酒店选择”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酒店和房型，点击窗口右上角

的“完成”，然后填写参会人身份证号，选择入住时间、离店时间。

（如不需要酒店请选择酒店自理） 

四、 报名成功的订单存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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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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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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成功后可在订单详情页面，点击《跳转直播界面》，进入

直播观看。 

3、直播开始前，微信打开“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选择“会

议咨询”按钮内的《往期回看》，点击会议名称观看直播。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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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附件 3 

讲师专家介绍 

（按姓氏排名、排名不分先后） 

 

曹庆久 教授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儿童病房主任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儿童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第七届全国理事会副秘书长，中国

中药协会儿童健康与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委）、

神经、精神心理学组副组长，中国妇幼协会儿童神经

发育障碍专委会秘书长。承担多项省部级及国家级课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三项，负责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

合作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共发表 SCI 论文 30 余篇；曾获“北京大学医学部

优秀教师”、“北京大学医学部 SCI论文引用奖”、“首都十大杰出青年医生”

提名奖、“北京优秀医师”、“国之名医·青年新锐”等奖励。 

 

 

何 怡 主任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博爱医院 

听力语言科、副主任治疗师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康复医学会言语康复委员会委员，中国抗衰老促

进会委员。擅长儿童吞咽障碍、构音障碍、失语症、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自闭症、儿童获得性失语的康

复治疗。熟练掌握标准失语症的检查、吞咽障碍及构音障碍的评价、（S-S）儿

童语言发育迟缓的评价工作及治疗工作。多次获得首都医科大学优秀教师的称

号，参与中西部康复人才的培训工作，参与日本福祉大学康复学生的授课及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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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工作，参与撰写了本科生言语治疗学的教材编写工作。曾在国家级核心期刊

上发表文章 9篇。曾多次参与“十五”攻关项目，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课题。 

参与编写《康复治疗师临床工作指南—失语症康复治疗技术》、《实用工伤康复

理论与实践》《言语治疗学》。 

 

 

 

计春庚 主任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儿童康复科 主管康复治疗师 

 

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专业擅长各型脑瘫，脑外伤，

脑炎后遗症，运动发育落后，孤独症以及其他中枢性

神经运动协调障碍，有着丰富的评估治疗经验，对于

儿童感觉障碍，脑瘫，孤独症，ADHD，发育迟滞以及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出现感觉统合失调等出现的也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毕业后至

今工作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一直从事儿童康复治疗工作，同时承担着科室教学

以及对外科普工作。 

 

 

李莹洁 主任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儿童保健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特殊儿童医教协同干预与发展专

业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儿童保健学组委员、贵州省营

养学会委员，贵州省儿童智力、言语残疾鉴定专家，

贵州省早教协会特聘讲师，贵阳市儿科学组委员，贵

阳市妇幼健康服务监管专家。师从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徐荣谦教，2004 年毕业于

贵州医科大学儿科学系，从事儿科及新生儿科临床及教学工作 18 余年。曾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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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发育行为儿科、PICU 进修及湖北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专业

进修，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儿童生长发育监测，身材矮小、性早熟，婴

幼儿喂养与营养，儿童早期发展，发育迟缓，语言发育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发育行为问题及儿童常见疾病的诊治。 

 

 

卫冬洁 主任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听力语言治疗科、副主任治疗师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编委会编委；中国老年保健杂志康

复治疗组编委；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龄健康服务

与标准化分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言语语言专业

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应用行为分析专业委

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医学会言语康复分会常务委员；北京听力协会康复教育专家

委员会委员；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科普教育中心听力语

言康复科普学组副组长；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中

国大百科全书》特殊教育专题言语和语言障碍儿童教育分支主编。在三十多年的

工作中，一直从事于儿童和成人的语言发育迟缓、失语症、构音障碍、自闭症、

嗓音障碍、口吃、吞咽障碍等各种语言障碍的康复治疗工作。 

 

许利文 治疗师 

菲律宾奎松市 ALRES PHILIPPINES 儿科职能治疗师 

菲律宾注册职能治疗师；菲律宾 Restart Occupational 

Therapy 执行委员；菲律宾中正学院教师；菲律宾职能

治疗学会成员；菲律宾大学 马尼拉 职能治疗学学士。 

服务于不同范围 0-20 岁人口包括有发展迟缓和特殊需

求的儿童（例如：自闭症谱系障碍、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唐氏综合症、全面性发育迟缓等等）；有视觉障碍的儿

童；有学习障碍的中小学生；有触犯法律的青少年，目前也有跟菲律宾自闭症协

会和菲律宾盲人资源协会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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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琦 主任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儿童 PT科主任、主任技师 

 

物理治疗专业硕士；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副教授、

PT教研室主任，香港理工大学物理治疗专业，获得本科

和硕士学位。北京康复医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康复医

学会儿童物理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和物理治疗专业

高校联盟副主任委员；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系系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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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交通线路图 

 

交通路线方案： 

1、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龙洞堡院区） 

① 打车：打车约 4公里，约 10 分钟，11元左右 

② 公共交通路线：约 30 分钟，4 元左右 

龙洞堡机场地铁站乘坐轨道交通 2号线 1 站，见龙洞地铁站出，在轨

道见龙洞站公交站换乘公交 750 路或 240 路公交，乘坐 2站在市一医

龙洞堡院区站下车，步行 304 米到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龙洞堡院区。 

 

2、贵阳北站－－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龙洞堡院区） 

① 打车：打车约 22 公里，约 30 分钟，50元左右 

② 公共交通路线：约 64 分钟，6 元左右 

贵阳北站地铁站，乘坐轨道交通 1号线 5 站，在喷水池地铁站下车，

同站换乘轨道交通 2 号线，乘坐 8站，在见龙洞地铁站 A口出，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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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里或公交 2 站（750 路或 240 路）到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龙

洞堡院区）。 

 

3、贵阳站－－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龙洞堡院区） 

① 打车：打车约 12 公里，约 20 分钟，22元左右 

② 公共交通路线：约 50 分钟，2 元左右 

火车站公交站乘坐公交 240 路，乘坐 11 站，在市一医龙洞堡院区公

交站下车。步行 304 米到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龙洞堡院区。 

 

4、贵阳东站－－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龙洞堡院区） 

① 打车：打车约 21 公里，约 30 分钟，47元左右 

② 公共交通路线：约 90 分钟，7 元左右 

贵阳东站公交站乘坐 275 路快速专线，乘坐 3 站，在龙洞堡机场公交

站，同站换乘 216 路公交车，乘坐 6 站，在市一医龙洞堡院区站下车，

步行 304米到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