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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要闻】


教育学部第二次学生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6月8日，教育学部第二次学生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大会充分肯定了第一届学生联合会的工

作，并为第一届学生联合会“优秀学生干部”颁奖。大会经民主选举了教育学部第二届学生联
合会主席团。


“带着信仰启程” ——教育学部 2016 届毕业生党员教育活动隆重举行
6月23日，教育学部2016届毕业生党员教育活动在逸夫楼报告厅拉开序幕。教育学部200多

名毕业生党员胸佩党徽、统一着装，共同度过在师大的最后一次集体组织生活。


教育学部 2016 届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6月24日，教育学部201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中北校区思羣堂隆重举行。2016届毕

业生、教师代表和家长（家属）等共计800余人欢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美好的时刻。学部2016
届毕业生共有753名，其中获得博士学位55人、硕士学位318人、学士学位281人、专科99人。


教育学部召开纪念建党九十五周年表彰大会暨“两学一做”专题交流会
6月29日，教育学部党委在逸夫楼报告厅召开纪念建党九十五周年表彰大会暨“两学一做”

专题交流会，表彰学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分享基
层党支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特色做法与经验。卜玉华等18名同志、陈媛等11名同志
和开放教育学院第一党支部等2个基层党组织分别被授予学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
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教育学部召开科研工作会议
为传达与落实华东师大5月31日文科科研工作会议精神，反馈各单位在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

中的贡献度，进一步推进学部科研工作，6月30日，教育学部组织召开了科研工作会议。学部主
任袁振国、书记汪海萍、副书记万明霞、副主任黄瑾、副主任代蕊华、副主任李政涛等出席会
议。教育学部各事务部主任、各系所负责人及各系所教授、副教授参加了会议。

【学部荣耀】


学部党委荣获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在庆祝建党九十五周年之际，教育学部党委荣获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先进基层党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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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子在“中国•长三角”研究生学术论坛展现风采
5月5-6日，第三届“中国•长三角”教师教育联盟研究生学术论坛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本

届论坛以“互联网+教师教育”为主题。教育学部的学子们脱颖而出，3位同学荣获一等奖，3位
同学荣获二等奖，3位同学获得三等奖，1名同学获得优胜奖。


教育学子在 2016 年“上海临港杯”“创青春”上海市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喜获 2 银 1 铜
在 5 月 22 日结束的 2016 年“上海临港杯”“创青春”上海市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中，教

育学部学生团队的 3 个创业项目经过层层选拔，入围决赛，并最终取得 2 项银奖，1 项铜奖的
优异成绩。


柳笛和汪洋老师分获我校第十一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二等奖
6月8日，特殊教育学系柳笛老师、艺术教育部汪洋老师分别凭借《特殊学校数学教材教法》、

《艺术概论与鉴赏》两门课程，在校第十一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中分别荣获文科组一、二等奖。


特殊教育学系张夷同学荣获上海市“校园绿色大使”称号
6月12日，由文汇报社、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志愿服务

公益基金会和上海教育电视台主办的中国银行“大学生微电影高校行——寻找校园绿色大使”
决赛在上海教育电视台演播厅拉开帷幕。特殊教育学系张夷同学以充满创意的展示形式，展示
了绿色公益的理念，从10组选手中脱颖而出，荣获“校园绿色大使称号”，同时成为了中国银行
“绿色账户”形象推广大使。


万勤、苏雪云老师喜获 2016 年度“学生心目中的最优秀教师奖”
2016年6月，教育学部教育康复学系万勤老师、特殊教育学系苏雪云老师喜获2016年度“学

生心目中的最优秀教师奖”。这一奖项的入选标准是连续被五届本科毕业生评选为优秀教师，
今年全校共有7位教师荣膺此项称号。


蒋瑾老师喜获 2016 年度“毕业生身边最可爱的人”
2016年6月，教育学部学生事务部蒋瑾老师喜获2016年度“毕业生身边最可爱的人”。今年

全校仅有有5位教师荣膺此项称号。


3 位教师获得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届优秀研究生教学奖表彰
6月30日，校研究生院召开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届优秀研究生教学奖表彰大会。教育管理学系

胡东芳副教授、课程与教学系刘良华教授、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徐国庆教授等3位教师荣
获表彰，全校共有21名研究生教师获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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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指数排名公布 《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杂志名列前茅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中心根据2015度复印报刊资料的全文转载

数据，进行排名并公布结果。其中，2015年基础教育教学类期刊共转载论文2188篇，分布在192
种原发报刊上，《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杂志被转载39篇，专业性期刊综合指数排名全国第
三。


学部党员及基层党组织受学校表彰
在华东师范大学纪念建党95周年评优表彰工作中，高等教育研究所-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

院教工联合支部被评为“华东师范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杨向东、邵晓虹被评为“华东师范大
学优秀共产党员”。

【教学之窗】


教育学部“佛年班”全英语课程开讲
5月3—13日、5月23—27日、6月6—12日，教育学部专门为 “佛年班”设计的“教育研究方

法”系列全英语课程——《教育研究设计》、《教育研究的质性方法》、《教育研究的量化方法》
实施授课。三门课程分别邀请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 Janette Ryan 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
学的 Vivian Yenika-Agbaw 教授、美国麻省大学严文藩教授讲授， 为同学们搭建了国际化培养
平台。


中法项目工作研讨会举行
5月11日，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2016年度中法项目工作研讨会。会议主题是交流教育学科中

法项目的进展情况，探讨如何进一步扩大与深化教育学科中法项目的学术合作与人才培养。法
国里昂高师 Hélène Buisson-Fenet 教授，学校研究生院和国际交流处人员，教育学部教学事
务部、国际事务部、科研部人员，教育学部中法项目部分中方合作导师、有意向加入中法项目
的教师代表以及教育学科中法班在读学生，共计20余人参加了会议。


教育学部在校内开展“佛年计划”系列宣讲活动
为了进一步扩大“佛年计划”的影响力，吸引更多有教育情怀和学术潜质的优秀学子加入

该计划，5月17、18、25日，教育学部先后在闵行校区和中北校区举办了三场“佛年计划”招生
宣讲活动。宣讲活动使广大同学对教育学科、教育学部、“佛年计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
“佛年计划”遴选优质生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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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系主任工作会议举行
5 月 23 日，教学事务部在文附楼 207 室组织召开教学系主任工作会议。会议对近期本科和

研究生工作重点进行了部署，并就本科新生研讨课程的申报进行了商议，还对即将实施的研究
生层面教育学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程——《教育研究方法》进行了研讨。


教育学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程建设研讨会举行
5月底，教学事务部分别组织召开了《教育的质性研究方法》、《西方教育哲学流派》、《教

育的量化研究方法》等三门教育学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程的开发与建设研讨会。《教育的质性
研究方法》课程设计的首席专家、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丁钢教授介绍了该门课程设计的总体思
路和课程框架，教学团队成员就课程大纲中各专题的具体内容、教学形式、班级规模、教学评
价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初步确定了各专题的人员分工。
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介绍了开设《西方教育哲学流派》课程的目的和意义。该门课程的开
发者、课程与教学系刘良华教授向大家说明了该课程的设计思路与理念、相关教学内容与方法、
课程评价方式等。专家们围绕课程大纲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对各专题的具体内容、教学形式等
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教育的量化研究方法》的首席专家、课程与教学系杨向东教授介绍了该门课程的目标定
位和内容框架，教学团队成员就课程设计思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选择等展开深入讨论，会
议初步确定了各专题的人员分工。


课程与教学系第七届“未来之星”教师专业技能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5月4日，经过五个小时的精彩角逐，由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系主办的第七届“未来之星”

教师专业技能大赛决赛圆满结束。12名决赛选手分获两项特等奖，四项一等奖以及六项二等奖，
并且通过大众评审选出了五名风采奖。


佛年班《跨学科基础与前沿》课程•哲学专题开讲
6月2日和9日， 2015级佛年班《跨学科基础与前沿》课程•哲学专题在文附楼103室开讲。

学部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教育部重点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高瑞泉教
授，以“哲学有进步吗？”为题进行专题报告。本次报告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了哲学的范畴与
研究方法，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与大师面对面交流的良好平台。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师生到访学部
6月3日下午，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师生访问团到访学部，教学事务部于学生事务部

学向浙师大一行介绍了教育学部研究生培养基本情况、人才培养目标、研究生规模及各专业招
生与录取情况，并就“佛年计划”和“佛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向同学们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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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校级评估会顺利召开
6月21日，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系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校级评估会召开。来自校内外的专

家、学校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以及学部代表近20人参加会议。教育管理学系主任李伟胜向各位专
家汇报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改进对策。专家们分别从生源质量、专业
定位、课程设置、教学效果、教学管理、就业状况等方面分析了该专业的优势与短板，并从宏
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立足当前时代背景，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如何重塑辉煌提出了一系列的
建议和意见。


佛年计划工作研讨会举行
6月27日，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了佛年计划工作研讨会。教育学部副主任黄瑾，课程与教学

系教授、佛年班班主任孔企平，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学部副书记、2015级佛年班辅导
员韩春红，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等参加会议。会议对佛年计划一年来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回顾和
总结，立足于佛年班的招生和培养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挑战，重点围绕“生源选拔、招生对
象、学生培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以便更有效地改
进和完善佛年计划培养和实施方案。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学科建设与丛书策划专家咨询会顺利举行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教育”是我校于2012年受团中央和上海市团市委的委托而成立的二

级教育学科，至今已有3年多的发展历程，并取得了初步成绩。为进一步推进本学科建设再上新
台阶，6月29日，华东师范大学“少年儿童组织教育研究中心”与上海市少先队工作学会联合举
行了该学科的建设与丛书策划专家咨询会。
会议由教育学系副主任、该专业建设负责人卜玉华教授主持，我校教育学终身教授叶澜，
上海市少先队总辅导员、少先队工作学会会长赵国强，上海市少先队学会秘书长杨江丁，团市
委少先队工作部部长沙丽娜，教育学系杜成宪教授、范国睿教授、黄忠敬教授，比较教育研究
所彭正梅教授，以及该专业的部分研究生参与了会议。“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学科
建设与丛书策划专家咨询会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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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教育学部喜获 7 项教育学部人文社科项目( 5 项规划基金项目和 2 项青年基金项目 )
学科门类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请人

教育学

高校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空间建构及其与学科发展的关
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李

教育学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专业博士发展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马爱民

教育学

ICT 支持下的中学地理核心素养评价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苏小兵

教育学

我国高校内部教学督导制度建设的现状和效果的实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童

教育学

中小学教师学习力诊断与干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李宝敏

教育学

初中生学习焦虑指数及预警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黄小瑞

教育学

协作问题解决能力在线测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吴

梅

康

忭

顶层设计引领 ICIC 数据库项目再获新进展
5月13日，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召开中国学校课程与教学调查（ICIC）数据库项目核心工作组

会议，商讨新一轮数据库设计方案及后续工作任务等重要问题。杨向东教授、周文叶副教授和
肖思汉博士等参与讨论。经过数小时的热烈讨论，会议初步形成了 ICIC 数据库项目设计方案的
四大核心内容：课程、教学、评价、教师专业发展，并对每项核心内容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提出了
明确的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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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举行
5月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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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方案研讨会举行。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徐国庆教授、付雪
凌老师以及林克松博士后等课题组成员和部分师生20余人参与研讨。会议主要讨论了现代学徒
制调研问卷和访谈提纲的编制与设计。



教育部中小学课程实施监测工作方案研讨会在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召开
5月17日，教育部中小学课程实施监测工作方案研讨会召开。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

中心副主任刘月霞、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尹后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研室主任徐淀芳及课程
所崔允漷教授、胡惠闵教授等师生参加了会议。本次研讨会旨在确定教育部委托项目中小学课
程实施监测方案的顶层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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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第一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研基金项目结项答辩顺利举行
6月1日，教育学部第一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研基金项目结项答辩于田家炳教育书院顺利举

行。53件来自教育学部各个系所的课外学术科研项目参与答辩。最终，53件项目均顺利通过结
项，其中8件项目被评为教育学部第一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研基金“优秀项目”。



5 篇研究生学位论文入选 2015 年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
近日，上海市教委公布 2015 年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评选结果，我校有 20

篇博士学位论文、22 篇硕士学位论文入选获奖名单，其中教育学部 2 篇博士学位论文、3 篇硕
士学位论文榜上有名。获奖成果分别是杜成宪老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陈祥龙同学的《作圣之基
——<论语>教本研究》；周兢老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陈思同学的《新疆维吾尔族学前儿童汉语
早期阅读干预的有效性研究》；鞠玉翠老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屠翔天同学的《试论高中自然科
学教学中价值教育的偏差》；黄书光老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杨来恩同学的《常道直师范教育思
想研究》；崔允漷老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王冰如同学的《课堂观察工具评价之研究》。

【学子芳华】


教育学子在校“民族之星”风采大赛中斩获佳绩
5月10日，由校学生会举办的2016“民族之星”风采大赛决赛于闵行校区大学生举行。为了

充分展现学部师生的民族情怀与民族风采，教育学部师生共同参与创作的《羌塘锅庄》、《世界
上唯一的琵琶语》和《青春与热情》三个节目成功入围决赛并分获本次风采大赛的亚军，最佳
弦音奖和最佳舞姿奖。


大变革•大转型•大反思•大智慧市发改委王思政为教育学部党员解读十三五规划
5 月 14 日，学部学生党建中心组织的“两学一做”党员教育专题讲座在逸夫楼报告厅举行，

上海市发改委巡视员、党组成员王思政作了题为“大变革大转型大反思大智慧——上海‘十三
五’规划思考和解读专题报告”。教育学部 180 余名学生党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学院 30 名学
员，以及部分教工党员与会。报告由学部党委副书记韩春红主持。



教育学部 174 名师生参加校园首日无偿献血
5 月 25 日是华东师大 2016 年无偿献血的第一天。教育学部 134 名本专科生、34 名研究生、

6 名教师在中北校区校医院参加了无偿献血。



“影子校长”培养计划项目中期交流会顺利举行
5 月 25 日，教育学部“影子校长”培养计划项目中期交流总结会在“教育创客空间”召开，

20 名入选第一期“影子校长”培养计划的学员参加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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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第二期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圆满结业
5 月 25 日，教育学部党委第二期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结业典礼在中北三馆 319 教室举

行。本期党校 90 名结业学员悉数到场。教育学部党委副书记韩春红、特聘党建组织员沈霄凤、
学生党建中心指导老师柳叶应邀出席。学生党建中心指导老师、党校班主任陈媛主持结业典礼。


教育学部“悦读汇”第三季第三期圆满举行
6 月 13 日，由教育学部学生联合会理论科创中心学习部举办的“悦读汇”第三季第三期读

书活动在田家炳教书院 809 教育创客空间顺利举行。此次活动邀请到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
副主任沈玉顺教授担任主讲嘉宾。

【师资英才】


教育学部辅导员团队勇夺趣味团体赛第一
“凝聚2016”华东师范大学辅导员趣味运动会5月12日下午在闵行校区举办。在享受运动的

趣味之余，由11名专兼职辅导员组成的教育学部“中国梦永红队”发挥团结合作、顽强拼搏的
精神，在个人赛和团体赛中表现突出，勇夺团体赛第一。

【国际交流】


拉筹伯大学国际部一行到访开放教育学院
5月10日，拉筹伯大学国际部市场开拓经理 Augustine Tham 先生、国际学生服务部经理

Melanie Duncan 女士及该校中国区代表 Clare Shen 女士等一行四人到访我校开放教育学院国
际合作教育中心，为即将出国留学的2016届学生做行前指导。


美国雪城大学 Louise C. Wilkinson 教授为佛年班同学举办专题讲座
5月11日，为了拓宽佛年班同学的学术视野，了解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与设计，营造良好学

习氛围，教育学部教学事务部和国际事务部共同邀请来自美国雪城大学的 Louise C. Wilkinson
教授，为2015级佛年班同学举办了题为“Ariel’s Cycles of Algebraic Problem Solving: An
Adolescent Acquires the Mathematics Register”的学术报告。


教学事务部承办法国里昂高师 Hélène Buisson-Fenet 教授学术讲座
受校研究生院委托， 5月11日，教学事务部组织承办了法国里昂高师 Hélène Buisson-

Fenet 教授题为《“质量转折点”的兴衰：一种教育政策配置的方法》的学术讲座。中法班全体
学生、教育学部的众多师生以及其他院系的学生40余人到场聆听，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徐斌艳教
授主持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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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 Robert L. Selman 教授和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Xu Zhao 博士来访教育学部
并举办学术讲座
5月24日，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育与人类发展 Roy E. Larsen 教授 Robert

L. Selman、University of Calgary（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Xu Zhao 博士来访教育学部并就近
期研究出版成果举办学术讲座，交流分享学术观点。讲座由教育学部周兢教授主持，教育学部
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出席，学部及其他院系师生近五十人参与。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Hardin Coleman 教授来访教育学部商讨教育合作与交流
5月31日，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 BU）教育学院院长 Hardin Coleman 教授

来访教育学部商讨教育合作与交流等相关事宜。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朱益明、教育管理系主任李伟胜、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港
澳台教育研究室主任万恒等出席会议。双方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联
合培养研究生（聚焦于语言（英语）教学、STEM 教育等方向）、共同举办 Joint Symposium 以
及教育研究合作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达成了初步意向。


我校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团队出席第 12 届学习科学国际会议
6月20-24日，第12届学习科学国际会议在新加坡国立教育研究院举行。来自世界31个国家

的500余位学习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出席了此次会议。我校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团队师生裴新宁教授、
赵健副教授、王美博士、肖思汉博士、刘新阳博士以及博士生合作的研究成果得到大会录用，
应邀出席了会议。

【媒体关注】


光明日报｜袁振国：隐性教育公平透视

点击链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6-05/03/nw.D110000gmrb_20160503_115.htm?div=-1


解放日报｜黄健：以“人才红利”替代“人口红利”

点击链接： 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6-05/03/content_189806.htm


人民日报｜叶澜：深化基础教育改革三题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1e/eb/c1835a73451/page.htm


上海教育新闻网｜华东师大教育学部校友联谊会成立

点击链接：http://www.shedunews.com/zixun/shanghai/gaodeng/2016/05/03/20529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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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钟启泉：翻转课堂新境

点击链接：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6-05/05/content_455368.htm?div=-1


文汇报｜任友群：教育研究不应是狭隘小圈子里的自说自话

点击链接：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6-05/06/content_417119.html


媒体关注｜“以供给侧改革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在华师大举行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20/2a/c1835a73770/page.htm


解放日报｜匡瑛：我们需要怎样的“匠人教育”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20/6e/c1835a73838/page.htm


中国教育报｜柯政：局长不能总当“光头强”

点击链接：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6-05/10/content_455610.htm?div=-1


澎湃｜华爱华：公办小学真的比不上民办牛校吗？

点击链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68501


中国教育报｜任友群：警惕信息技术放大应试教育的负面作用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23/b3/c1835a74675/page.htm


中国教育报｜郅庭瑾：用项目制回答教育治理“是什么”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28/52/c1835a75858/page.htm


人民政协报｜任友群：信息化促进区域教育公平应成为常态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29/f9/c1835a76281/page.htm


中国教育信息化在线｜任友群：建设基于数据流的工作流——“十三五”高校信息化治理
的新思路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2a/26/c1835a76326/page.htm


文汇报｜杨小微 李学良：学校内部最需关注“学生体验”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2a/68/c1835a76392/page.htm


文汇报｜刘莉莉：教育家型校长 要在离真实教育最近的地方

点击链接：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6-06/03/content_4285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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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阎光才：匠心化育与大国教育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2a/de/c1835a76510/page.htm


中国教育新闻网｜第四届教育康复高峰论坛倡导医教结合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2a/e0/c1835a76512/page.htm


中国教育报｜任友群：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2b/69/c1835a76649/page.htm


中国教育报｜崔允漷：学历案：学生立场的教案变革

点击链接：http://www.kcs.ecnu.edu.cn/CN/show.aspx?info_lb=8&info_id=3175&flag=132


文汇报｜任友群：高考作文中的信息时代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2d/ab/c1835a77227/page.htm


21 世纪经济报道｜全国教育信息化专家组秘书长任友群谈《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深化应用、融合创新， 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2f/9b/c1835a77723/page.htm


中国教育报｜陈玉琨：基础教育慕课——从“1.0”走向“2.0”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2f/e8/c1835a77800/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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