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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要闻】


教育学部召开新学期全体教工大会
3月2日，教育学部“新学期全体教工大会”在科学会堂举行，近300位教职工出席，会议由

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汪海萍主持。
汪海萍首先传达了学校寒假务虚会及学校新学期教师干部大会的会议精神，并重点介绍了
2016年1月31日学校领导班子到学部召开专题调研会的相关情况；同时对新学期学部党委重点工
作做了部署。学部主任袁振国以“大力提高教育质量”为主题，结合“教育学上海市高峰学科
建设”相关计划部署了教育学部2016年主要行政工作


教育学部袁振国主任率团访问日本名古屋大学
2016年3月7-11日，学部主任袁振国率团访问日本名古屋大学（Nagoya University）教育

发达科学研究科•教育学部并开展学术交流，学部副主任黄瑾、科学研究部主任李政涛、国际事
务部主任杨福义、教育学系教授吴遵民以及教育学系邓璐、比较所张燕南、教管系蒿楠等三位
博士研究生随行访问。此次联合师生研讨会促进了华东师大教育学部和名古屋大学教育发达科
学研究科•教育学部进一步的相互了解，也拓展了双方在教育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空
间。


教育部哲社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开题
3月12日，由职成所徐国庆教授主持的201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开题报告会在我校顺利举行，会议由校社科处处
长顾红亮教授主持。副校长汪荣明教授、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
长石伟平教授、评议组专家、课题组成员和部分师生40余人出席了报告会。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开题会议顺利举行
3月16日，由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牵头的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适应新高考要求

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策略研究”开题论证会在我校成功召开。开幕式
由校社科处处长顾红亮教授主持，开题论证会议由上海市教委副主任郭为禄教授主持。副校长
汪荣明教授、上海市教委副主任郭为禄教授、浙江省教育厅韩平副厅长、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
秦春华院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刘海峰院长、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鞠勤院长、上海教育考试院
刘玉祥院长及上海纽约大学中方招生办周鸿主任作为专家组成员出席了会议。此外，还特别邀
请了《华东师范大学校报（教科版）》杨九诠主编、《人民教育》余慧娟主编及《中国高等教
育》唐景莉主编出席开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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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全国教科重点课题开题会举行
3月16日，由教育学部李政涛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2015年度全国教科重点课题项目《当代中

国社会的教育责任研究》和教育学部吴遵民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路
径与机制研究》在理科大楼 A204会议室联合举行开题会。课题组负责人、评审专家及研究生共
30余人参加了开题会。


“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成立大会暨研讨会举行
3月21日，“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成立大会暨研讨会举行。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汪海萍

宣读了研究院成立及干部任命的相关文件，聘任校终身教授叶澜为研究院名誉院长，任命李政
涛教授为研究院院长。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枬，教育学系系主任、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
院副院长朱益明，“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成员，以及部分研究生30余人出席会议。


教育学部举行首次宣传工作会议
3月31日，教育学部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回顾并总结了2015年宣传工作成绩并商讨了学

部宣传工作的目标、思路和机制。学部主任袁振国、党委书记汪海萍等领导，《华东师范大学
学报（教科版）》主编杨九诠，以及《全球教育展望》、 《基础教育》等教育期刊编辑部负责
人等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科研部主任李政涛主持。


教育学部在华盛顿举办首届学术交流会
为了深化国际化战略，加快“双一流”建设，美国当地时间4月9日晚，教育学部在美国举

办了首届学术交流会，200多位各国来宾出席了交流会。我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任友群出席，
学部主任袁振国向与会来宾介绍了教育学部未来3-5年的发展规划及国际化发展战略。此次会议
借助美国教育研究联合会（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简称 AERA）年会的
平台开展。教育学部共有17篇论文被大会接收，在5天的会议期间，教育学部师生在小组会、圆
桌会和张贴论文等多个环节做了十余场报告，交流和分享了研究成果及学术观点。
与会期间，教育学部还组织召开了“教育研究及合作”的圆桌讨论会议，与多所大学教育
学院在人才培养、师生交流、科学研究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


教育学部代表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举办华东师大教育论坛
为进一步推动教育学部国际化进程，应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

教育学院院长 Ralf St. Clair 的邀请，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率团于4月13日-15日赴加拿大展开
学术交流，举办华东师大教育论坛。教育学部周彬教授、黄忠敬教授、杨向东教授、荀渊教授、
特殊教育学系杨福义副教授参加了论坛并做主题发言。


“承载荣耀 筑梦起航” ——教育学部第二届学生表彰大会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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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
教育学部第二届学生表彰大会于科学会堂顺利举行。本次表彰大会旨在总结 2015
年教育学子取得的优异成绩，表彰获得校级以上奖项的学生和集体，发挥优秀学子的榜样作用，
激励教育学子追求卓越。



教育学部与研究生院共同组织召开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
4月22日，教育学部与学校研究生院共同组织召开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为主题的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双方重点就“佛年计划”的实施、教育学一级学科学位
基础课程建设、教育学部全英语专业建设、研究生管理制度建设等议题开展讨论，并提出一系
列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创客空间”揭牌运营
4月22日，教育学部筹建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创客空间”正式揭牌运营。该空间位于中山

北路校区田家炳教育书院，设有团队入驻区、创客活动区、成果展示区、创客咖啡吧以及创客
技术吧，主要面向在校大学生及校友开放。空间具有五大功能：展示成果作品、孵化创业团队、
开设创业课程、运作创客咖啡、展示创客技术。


教育学部校友联谊会成立
教育学部校友联谊会成立大会于4月30日，在中山北路校区思羣堂隆重举行。千余名校友从

五湖四海再聚丽娃河畔，共同追忆在师大时的青春，共同祝福母校走向新的辉煌。校党委书记
童世骏、副校长梅兵出席成立大会。会议由学部副主任、学部校友联谊会筹备组副组长代蕊华
主持。学部主任袁振国致欢迎辞，学部党委书记、校友联谊会筹备组组长汪海萍做了筹备工作
报告；我校终身教授叶澜当选首任会长。

【学部荣耀】


教育学部 2 项本科教学成果荣获华东师范大学 2015 年度本科教学成果奖
经学校评审，教育学部2项本科教学成果荣获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度本科教学成果奖。具体

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

完成单位

1

协同实践，推进特殊教育教法类课程的教学
改革与实践

柳笛、马红英、刘
春玲、江琴娣

特殊教育系

2

信息技术类课程教学新方法探索——类幼
儿言语习得教学法

毛敏

6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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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勇当选上海市写作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写作学会近期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举行理事会，讨论换届及未来发展议题，学部课程

所周勇教授应邀出席，并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黄玉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荣生一起
当选副会长。


崔允漷受聘担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评审顾问
课程所崔允漷教授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的邀请，担任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顾问团

成员，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与来自英国、台湾以及香港本地的专家一起，参加第三轮第二届行
政长官卓越教学奖（2015/2016）的评审会议。该奖项是香港教师的最高荣誉。


徐国庆获评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
4月20日，“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评选活动落下帷幕，职成所徐国

庆教授成功获选。该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指导、
“壹学者”
移动学术科研服务平台与百度学术联合举办，活动旨在充分鼓励青年学者学术科研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遴选、表彰一批水平高、影响大的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王占魁获上海教师板书大赛一等奖
4月23日，教育学系王占魁副教授以高校青年组板书第一名的好成绩荣获首届上海教师板书

大赛一等奖。


柯政入选上海市 2015 年度“曙光计划”
课程所柯政副教授申报的“中小学课业负担调查方法的优化研究”课题成功入选2015年度

“曙光计划”。我校共有8位青年教师入选，柯政副教授是唯一一位教育学科入选者。


践行人才培养新模式—教育学子女大学生风采大赛获佳绩
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系於唯依、艺术教育部金典、高等教育研究所吴晨三名同学分别荣获

华东师范大学2016 “Miss ECNU” 女大学生风采大赛的亚军、季军和“惟妙惟肖奖”。


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团队在校第 29 届思政年会中斩获多个奖项
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团队在华东师范大学第29届思政年会中斩获多个奖项。在思政年会获奖

板块，学部获二等奖4项，其中论文类2项、工作案例类和小结各1项，获奖数在各学部、院系中
并列第一，并获“优秀组织奖”。学前教育系李玉华荣获学生工作十五周年“金奖”；韩春红
荣获学生工作十周年“银奖”；教育学系杨光富、教育信息技术学系郁晓华、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所沈章明获学生工作五周年“铜奖”。教育学系王丽佳、特殊教育系陈旭峰、学生事务部
孙梦三位老师，荣获2014-2015学年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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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之窗】


2015 级佛年班《跨学科基础与前沿》课程开讲
3月2日，2015级佛年班《跨学科基础与前沿》课程在文附楼103正式开讲。本门课程分信息

科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5个专题，分别邀请周傲英、郭秀艳、高瑞泉、文军、黄
泽民5位专家为同学们介绍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前沿及研究范式，以培养学生开阔宽广的学术视
野，养成跨学科综合性的思维方式，从跨学科的视角审视、思考教育问题，获得解决教育问题
的启迪。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召开博士招生与培养工作协调会
3月8日，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召开博士招生与培养工作协调会，校党委书记、研究院

院长童世骏，上海市教科院院长、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良，校研究生院长周傲英及导师组成
员等一同出席了会议。会议通报了研究院博士生培养人才计划，并就博士生的考试招生、培养
目标、专业方向、课程设置、学术考核评价、就业方向及2017年的招生思路等具体问题进行了
讨论。
研究院邀请教育学、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人口学、社会学、地理学等专业的教授、
博导担任导师组成员，通过协同创新的模式，充分依托华东师范大学多学科优势，整合多领域
资源，转变博士培养方向与方式，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层次教育决策研究与
教育管理人才。无论是从培养模式创新，还是跨学科合作的角度而言，都是一项积极有意义的
探索。


高雄师范大学孙仲山教授到职成所开设工作坊
3月20-31日，职成所“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工作坊在理科大楼 A1306顺利举行。高雄师

范大学孙仲山教授围绕论文写作，结合案例对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刻剖析和讲解。职成所中青年
教师、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共40余人参加了工作坊。


教信系邀请高云峰教授举办“启发式教育及挑战性课程设计”讲座
3月12日，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和学习科学中心邀请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高云峰教授，在文

附楼103做了题为“启发式教育与挑战性课程设计”的讲座。教信系主任顾小清教授主持讲座，
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任友群教授及教信系、学习科学中心的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高云峰教
授是中国力学会理事、力学专家，也是青少年科普教育专家，多次担任全国科技竞赛评委、命
题人。


同济大学柯小刚教授到课程所作学术报告
3月22日，同济大学哲学系柯小刚教授应邀到课程所作“华夏课程论坛”第110期的学术报

告，报告主题为：诗经教学与诗教。活动由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刘良华教授主持，彭正梅教授做
了精彩点评。课程与教学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教育学部其他系所的教师、研究生等近100
人参加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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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所邀请《教育发展研究》编辑部林岚主任做报告
3月29日，《教育发展研究》杂志编辑部林岚主任应邀到课程所作华夏课程论坛第111期学

术报告，主题为“学术论文的撰写与发表”。活动由胡惠闵教授主持，柯政副教授、课程与教
学系和教育学部其他系所的100多名师生参加。

【科研动态】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举办“我国高校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为回顾我国高校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的历史，展望新形势下我国高校结构调整与优化组合

的趋势，由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
“我国高校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的回顾与展望” 研讨会于2016年3月29日在我校举行。来自教
育部、各高校的领导及高等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举办“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0”规划研讨会
4 月 6 日，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与上海教科院联合召开“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0”规划

研讨会，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上海教科院、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相关领导和研究人员参会
讨论。上海教科院院长、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良介绍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0”规划文本的
研究进展，以及下一步整合跨系统、跨学科团队开展研究的计划。会议在分析国内外宏观教育
基本形势的基础上，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前景目标、战略任务、实现路径等问题展
开研讨。



民盟中央与我校共话教育发展
4月7日，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一行来到华东师大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与教育领域的

各位专家进行调研座谈会，共同探讨目前我国教育领域亟需解决的现实性问题，希望双方能在
这一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为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政策研究方面的支持。陈群校长出席并
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民盟中央参政议政部部长范芳、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方荣、民盟中
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吴会劲一同出席了座谈会。



上海正进入学习型城市建设 2.0——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型城市论坛在我校召开
由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和华东师大高级管理者发展与培训中心联合主办的“建设可持续发

展的学习型城市论坛”，于4月12日在我校中山北路校区召开。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
研究所的项目专家劳尔•巴尔德斯-科斯拉(Raúl Valdés-Cotera)博士和王默女士、上海市教委
终身教育处庄俭处长，以及来自上海、杭州、宁波、常州等地社区教育一线的代表共120余人参
加了本次论坛。代表们结合国际经验和上海实践，探索了在“十三五”开局之年，社区教育在
促进社区治理与社区发展，助力民生、民心工程，进一步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的新动向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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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路。



课程所召开“基地建设工作研讨会”
为进一步落实2016年基地工作计划，做好基地建设的各方面工作，课程所于4月19日在理科

大楼 A207会议室，组织全所人员召开了“基地建设工作研讨会”。会议由吴刚平教授主持，崔
允漷教授、胡惠闵教授、杨向东教授、刘良华教授、周勇教授等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围绕高
端人才引进、PI 研究团队建设、研究生培养、基地刊物建设等近期重要工作议题进行了充分研
讨。



附属幼儿园举办“启蒙幼学堂”系列讲座
“启蒙幼学堂”是附属幼儿园市级课题《幼儿园“书香”特色课程的研究》内容之一。幼

儿园充分利用华东师大的优势资源，在课程中加入中国优秀文化元素，邀请文化学者、教育专
家来园为全园教职工和家长进行有关中国优秀文化的讲座，以此传承文化精神，培养幼儿的“民
族认同感”和“家乡认同感”，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3月10日，附属幼儿园“启蒙幼学堂”特邀了华东师范大学印永清、朱小怡、吴在田三位教
授教在园里开展了“师大文化精神漫谈”的讲座。



“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计划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课题”评选结果公布
根据高峰建设计划，高峰学科建设办公室于2016年1月25日发布了《关于“上海市高峰学科

建设计划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课题”向全校公开招标的通知》及《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计划华
东师范大学教育学课题指引》。截至3月31日，高峰学科建设办公室共收到课题申报书152份，
课题申请人共有150人，来自全校31个部、院（系）。
4月1日，高峰学科办公室组织召开了专家评审会，18位评审委员参加了评审。评审的原则
是“成果导向，宽严适度”，标准是：有较好的前期研究基础，能聚焦具体问题，有科学的研
究方法，得出有证据的结论，对成因或价值进行分析判断，预测论文能在 SSCI 期刊、或国内 A
级期刊发表。经无记名投票，根据立项规划和得票多少，共73项课题入选。



教育高等研究院“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沙龙举行第十四、十五期活动
3月25日下午，宁波大学教育学原理研究所熊和平教授应邀来到教育高等研究院，以“校门

口的秘密”为题为师生们带来一场妙趣横生的研究沙龙。
4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教育学部师生带来题为《自由的限度：再认识
教育的正当性》的前沿课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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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芳华】


教育学部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答辩会顺利举行
3月9日，教育学部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答辩会顺利举行。本次答辩会共评选出2016年华东

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一等奖”3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7项。


教育学系 2014 级硕士党支部参观龙华烈士陵园
3 月 20 日，教育学系 2014 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在沈霄凤老师的带领下与 2015 级教育学部

博士联合党支部一同前往龙华烈士陵园，缅怀革命烈士们的伟大思想和英雄事迹。



教育学部“影子校长”培养计划结对仪式顺利举行
3 月 25 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影子校长”培养计划结对仪式顺利举行。教育学部 20

名本科生、研究生与 20 位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内具有代表性的基础教育学校的校长进行
师徒结对。参与学生将通过观察学习，深刻感受与领悟一线教育领导者的思想理念、工作方法
和管理经验，从而拓展自身的眼界视野，助力未来的职业发展与专业成长。



教育学部学生百科知识竞赛顺利举行
3 月 30 日，学部学生联合会举办了第一届“百科知识竞赛”；该活动旨在促使同学们在今

后的学习生活中时刻保持对知识的向往，好学乐道，孜孜以求。



2015 年度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答辩
4 月 6 日，教信系 2015 年度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答辩在教育信息技术学

系楼 421 教室举行，何丰燊组介绍了“基于 3D 打印的 STEAM 学习资源包的设计与开发”项目，
吴月组介绍了“沪语情境系列动画设计与开发”项目，董巾玮组介绍了“大学生礼仪公众平台
的设计与开发”项目、罗佳组介绍了“助力大学生科研的 web 平台以及移动客户端的设计与开
发”项目。



“如何一键搞定简历 面试+实习”求职技巧分享顺利举行
4 月 13 日，学部学生联合会举办了“如何一键搞定简历、面试+实习”求职技巧分享活动，

Bebeyond 职业培训咨询师 Rita Liu 受邀作为主讲人，与同学们分享了简历制作、工作面试与
实习问题。


教育学部“悦读汇”第三季第二期圆满举行
4 月 18 日，学部学生联合会举办了“悦读汇”第三季第二期读书活动，学前教育学系周念

丽教授以《脑的阅读：破解人类阅读之谜》一书为基础，与同学们分享了有关阅读和人类大脑
构造的相关知识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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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举办“教育学子‘寝’（请）福来——寝室集分争优活动”
该活动以学生喜闻乐见、参与感强、具有一定挑战性的积分任务，和集五“福”的形式，

将安全清洁、舒适美观、朋辈友谊、学习氛围、文化特色等寝室文化要素融入其中，旨在鼓励
学生营造舒适的生活环境，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培养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涵育优雅生活的
教育学子。


“校长”有话说 | 教育学部“影子校长”培养计划系列活动顺利开展
4 月 25 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影子校长”培养计划系列活动之“‘校长’有话说”

在中山北路校区文科附楼 302 会议室顺利举行。我校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原华东师范大学附属
海宁高级中学校长周彬教授应邀出席并担任主讲嘉宾，同 20 名入选第一期“影子校长”培养计
划的学员们就如何有效地同“导师校长”结对并进行观察学习开展交流互动。

【师资英才】


杨澄宇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访学
课程所青年教师杨澄宇博士自2016年1月起，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跟随课

程理论专家威廉•派纳教授，进行为期一年的高级访学交流。


赵中建主编《中小学 STEM 教育丛书》相继出版
STEM 教育一直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赵中建教授主编的五卷本《中小学 STEM 教

育丛书》自2015年11月起已经相继出版。


郅庭瑾美国教育调研报告受到驻纽约领事馆肯定
郅庭瑾教授作为国家留学基金委“高级研究学者”，于2015年6月至12月在美国雪城大学访

问交流期间，受我国驻纽约领事馆的邀请，参与美国教育调研工作，完成了《美国对偏远、落
后、贫困地区教育的特殊支持政策及其启示》调研报告，对美国教育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并
梳理了国外教育经验，为我国教育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受到我国驻纽约领事馆的肯定和感谢。


黄小瑞应邀赴香港教育学院访学
应香港教育学院管制与公民研究中心总监、讲座教授 Kerry Kennedy 的邀请，课程所青年

学者黄小瑞博士赴香港教育学院管制与公民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学交流活动。交流期
间，黄小瑞博士为该研究中心的师生先后作了题为《数学焦虑的性别差异：跨文化比较》、《多
组比较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MPlus 的使用》的两场讲座。


沈晓敏应邀参加“中国法治教育教材分析及与东亚各国教材之比较研究”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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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敏教授应日本上越教育大学梅野正信教授的邀请，于3月5-8日赴上越教育大学东京分
部参加有关“中国法治教育教材分析及与东亚各国教材之比较研究”的工作会议。该会议议题
属于梅野正信教授主持的日本文部科学省课题《活用“判决书教材”培养公民素养的东亚型社
会课综合研究》的一部分。


石伟平赴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行知论坛开讲
3月28日，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第26期“行知论坛” 在南京大学逸夫管理科学楼拉开帷幕。

职成所石伟平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学飞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张斌贤教授和浙江
大学田正平教授等教授应邀作为名家开讲。石伟平教授做了题为《新技术新产业：面向2030年
的中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基于“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的报告。南京大学教
育研究院龚放教授、冒荣教授、王运来教授、汪霞教授、张红霞教授、余秀兰教授和青年教师、
研究生等百余人参加活动。


教育学部邀请章义和做精彩报告，启动管理团队建设活动
3月30日，学部党委邀请上海市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我校历

史系教授章义和做客教育学部，做题为《发展是主题——解读两会》的报告。报告由学部党委
副书记韩春红主持，学部党委书记汪海萍及40余名管理岗教职工一起聆听了本次报告。


卜玉华率团队参加“百年教师教育论坛暨第三届东西方教育互惠学习国际年会”
4月17-22日，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卜玉华教授研究团队，受邀出席了西南大学举行的

“百年教师教育论坛暨第三届东西方教育互惠学习国际年会”。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视
野下的教师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互惠学习研究”。


卓尔不群 悦动师大—— 教育学部管理团队定向酷跑活动成功举行
为了增强教育学部管理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进学部各单位的联系和情谊，全方位打

造有大局意识、工作能力强、服务水平高的学习型管理服务团队，4月27日下午，在学部党委副
书记万明霞老师的带领下，来自学部机关、各院、系、所等十余家单位的20余位管理岗老师们
赶赴闵行校区，参加“卓尔不群•悦动师大——教育学部管理团队定向酷跑”活动。

【国际交流】


“日中教育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暨 2016 筑波大学硕、博士招生说明会顺利召开
3月4日，日本筑波大学人间综合科学研究科与学部在中北校区召开了“日中教育学研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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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会暨2016筑波大学硕、博士招生说明会。筑波大学人间综合科学研究科教育基础学专
攻长浜田博文教授、人文关怀科学专攻长庄司一子教授、上田孝典准教授及学生一行共9人到访
教育学部，学部发展规划部主任周彬、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教育学系副主任黄忠敬、教育
学系教授李家成及学生出席此次研讨会。


中国-加拿大姊妹校教师访问活动圆满成功
由华东师范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温莎大学合作开展的姊妹校教师互惠学习项目组于

2016年3月14-18日在闵行区华坪小学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交流活动。此次活动是我校叶澜教授、
卜玉华教授与多伦多大学的康纳利教授、温莎大学的许世静教授合作开展的“中加教师教育与
学校教育互惠学习研究”系列内容之一。


以色列海法大学代表团来访教育学部探讨教育研究合作
3月24日下午，以色列海法大学校长 David Faraggi 教授、教育学院院长 Lily Orland-Barak

教授率教育学院教师代表团一行共十人来访教育学部，探讨教育领域的研究合作。学部党委书
记汪海萍、发展规划部主任周彬、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教学事务部赵琦及邵晓虹等出席会
议。来访期间，海法大学相关专家还参访了曹杨二中，并与学部教育系、特殊教育系相关专家
展开学术交流。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校长 John Dewar 一行来访
4月15日，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校长 John Dewar 一行来访，校长陈群会见了 John Dewar 一

行。我校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外语学院陈弘教授，开放教育学院中澳项目主任刘名卓，中
澳项目主任助理许诚及国际交流处相关人员陪同会见。


美国雪城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一行来访教育学部共商研究生联合培养并举办讲座
4月26日，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教育学院院长 Joanna Osborne Masingila

一行来访教育学部共商研究生联合培养等相关事宜。学部主任袁振国、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彬、
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特殊教育学系主任刘春玲、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主任顾小清、教育管理系主任李伟胜、课程与教学系副主任郭宝仙等出席会议。当天下午，Joanna
O. Masingila 教授在理科大楼举办了题为“The Landscape of U.S. Teacher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的讲座，教育学部八十多位师生参加了该学术活动。

【媒体关注】


东方早报｜陈玉琨：上海“慕课平台”—— 绝不仅是一个教学视频网站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12/72/c1835a70258/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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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特殊教育最大“瓶颈”是师资

点击链接： http://news.ecnu.edu.cn/14/89/c1835a70793/page.htm


中国高等教育｜任友群：“双一流”战略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发展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15/58/c1835a71000/page.htm


光明日报｜曹妍：高校入学机会 差异缘何存在

点击链接： http://news.ecnu.edu.cn/17/cd/c1835a71629/page.htm


中国教育报｜杨小微：眺望 2020——破解教育基本现代化推进难题

点击链接： http://news.ecnu.edu.cn/18/57/c1835a71767/page.htm


中国教育报｜范国睿：教师评价仅淡化论文还不够

点击链接： http://news.ecnu.edu.cn/18/5a/c1835a71770/page.htm


光明日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重投入更需重质量

点击链接： http://news.ecnu.edu.cn/19/53/c1835a72019/page.htm


澎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终身学习应成为城市发展的基础设施

点击链接：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5930


中国教育报｜钟启泉：从技能训练走向教师文化

点击链接： http://news.ecnu.edu.cn/1b/cb/c1835a72651/page.htm


中国新闻社｜“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创客空间”揭牌运营 培育教育创新人才

点击链接： http://news.ecnu.edu.cn/1d/ef/c1835a73199/page.htm


上海观察｜黄健：科创中心建设，别忽视打造内生性人才终身教育体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1e/c7/c1835a73415/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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