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部

工作简报

第六期
2015 年 10 月

教育学部工作简报

目

录

【学部要闻】 .......................................................................... 3


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举行：推进教育研究范式转型............................................................. 3



第十一届亚洲职业教育学会学术年会圆满召开 ................................................................................ 3



印度教育规划与管理国立大学校长应邀访问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 3



教育学部“十月的密语，时下的起航”迎新晚会举行 .................................................................... 3



教育学部 2015 年就业工作总结表彰会暨 2016 年就业工作推进会顺利举行 ................................. 3



教育学部第一届运动会圆满举行 ........................................................................................................ 3



教育部国培计划、能力提升工程和职教素质提升计划项目办工作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 3

【学部荣耀】 ....................................................................... 4


教育学部荣获华东师范大学 2014-2015 学年度“银杏杯”团体一等奖 ......................................... 4



教育学部荣获 2015 年华东师范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组织奖”等诸多荣誉 ....... 4



徐国庆等在 “第三届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评选中获奖 ............................................... 4



教信系 12 级汪晓婷同学执导的作品《滤镜》入围第五届上海大学生影像大赛并荣获剧情类作品

优胜奖 ............................................................................................................................................................ 4
【教学之窗】 ....................................................................... 4


教育学部召开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研讨会 ........................................................................................ 4



教育学部 2015 级佛年班正式开课 ...................................................................................................... 4

【科研动态】 ....................................................................... 4


席·明·纳跨学科沙龙第三期活动举行 ............................................................................................ 4



丁钢教授主讲学校 64 周年校庆月首场终身教授学术报告............................................................... 4



教育学部第一届大学生学术科研基金启动 ........................................................................................ 5



全国优秀中学校长教育思想研讨会在南昌召开 ................................................................................ 5

【学子芳华】 ....................................................................... 5


教育学部“思辨杯”新生辩论赛决赛顺利举行 ................................................................................ 5



教育学部学生联合会新干事见面会举行 ............................................................................................ 5

【国际交流】 ....................................................................... 5


美国北德克萨斯州大学 Gerald knezek 教授到访教信系 ................................................................ 5



日本东京大学李正连副教授为职成所师生作报告 ............................................................................ 5



英国爱丁堡大学荣休教授，伯明翰大学朱比利品格与美德研究中心大卫•卡尔教授到访基础教育

改革与发展研究并作专题学术报告............................................................................................................. 6


教育学部第四批访学团抵达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开展学习交流 ..................................................... 6



顾小清教授应邀作为嘉宾发言人出席 EDUCA 2015 特别会议........................................................... 6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育学院院长受聘为教育学部讲席教授，袁振国颁发聘书 ..... 6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 ESTM 学院院长到访教育学系并作专题学术讲座 ........................................... 6
1

教育学部工作简报


挪威代表团到访教育学部并探讨项目合作 ........................................................................................ 6



UCL 大学教育学院国际事务办公室主任到访教育学部 ..................................................................... 6



日本九州大学教育学部、人间环境学研究院吉本圭一教授一行访问比较所 ................................. 7



荷兰温德斯海姆应用科学大学 Sui Lin GOEI 教授到访教育学部并举办讲座 ............................... 7

【国内交流】 ....................................................................... 7


职成所联手南湖职校合作共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实验学校” ............. 7

【媒体关注】 ....................................................................... 7


澎湃｜李林：考个状元有多难？ ........................................................................................................ 7



中国教育报｜代蕊华：校长要成为专业的领导者 ............................................................................ 7



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高端论坛“大数据与教育研究”在华师大举行 . 7



文汇报｜戚业国：当教师作为独立的专业性职业走向市场............................................................. 7



人民网｜全国首届实证教育论坛举行践 ............................................................................................ 8



光明日报｜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举行 .................................................................................... 8



光明日报｜光明教育研究联盟成立 .................................................................................................... 8



光明日报｜为教育决策提供更多“证据”——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综述 ......................... 8



光明日报｜教育实证研究离我们还有多远？——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发言摘编 ............. 8



中国社会科学网｜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 8



栏目说明

学部要闻 | 学部重要会议及议决精神通报，重要新闻，学部各单位的重要发展动态
学部荣耀 | 教职工与学生获奖与荣誉
教学之窗 | 教学成果展示、教学重要活动报道
科研动态 | 重要科研项目申请、立项、执行进展情况，重大科研活动；学科建设新动向
学子芳华 | 学生活动、重要会议及情况通报
师资英才 | 人才队伍建设情况：职称晋升、人员变动（调动、退休）、教师出国研修等；管理团队风采
展示等等
国际交流 | 重要国内外学术交流与来访，国际合作情况；举办的重要讲座、学术沙龙
媒体关注 | 校内外媒报道教育学部相关活动的集锦

2

教育学部工作简报
【学部要闻】


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举行：推进教育研究范式转型
10月17-18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和

光明日报社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在我校举行。来自全国有
关高校教育学部、教育科学学院、全国各省（市、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各
教育期刊、媒体等6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加强实证研究是提高教育科学
研究水平、更好地发挥教育研究探索真理、咨政育人作用的迫切要求，大力开发教育数据是加
强实证研究的必要前提。实证研究范式在中国教育研究中逐渐推进和深化，将为中国教育和教
育研究的繁荣、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第十一届亚洲职业教育学会学术年会圆满召开
10月25日，由亚洲职业教育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

所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承办，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协办的“第十一届亚洲职业教育学会学术年会”
在我校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经济转型与职业教育发展”为主题。


印度教育规划与管理国立大学校长应邀访问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印度教育规划与管理国立大学校长 Jandhyala B. G. Tilak 教授于10月25-26日访问国家教

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任友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市教科院院长陈
国良会见了 Tilak 教授。


教育学部“十月的密语，时下的起航”迎新晚会于 10 月 9 日晚顺利举行



教育学部 2015 年就业工作总结表彰会暨 2016 年就业工作推进会顺利举行
2015年，教育学部共有应届毕业生677人，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就业率全部达标，其中，

本科生就业率为91.62%，硕士生就业率为91.10%，博士生就业率达92.86%。


10 月 28 日教育学部第一届运动会圆满举行



教育部国培计划、能力提升工程和职教素质提升计划项目办工作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10月13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在我校举办项目办工作研讨会，以进一步做好“国培计划”、

“能力提升工程”和“职教素质提升计划”的组织实施工作，加强各项目办之间的经验交流。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我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任友群等出席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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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荣耀】


教育学部荣获华东师范大学 2014-2015 学年度“银杏杯”团体一等奖。



教育学部荣获 2015 年华东师范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组织奖”等诸多荣誉。



徐国庆等在 “第三届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评选中获奖
职成所徐国庆教授的科研成果《职业教育课程论》在 “第三届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

奖”评选中获一等奖，匡瑛副教授的科研成果《中等职业学校创新德育模式研究》获二等奖。


教信系 12 级汪晓婷同学执导的作品《滤镜》入围第五届上海大学生影像大赛并荣获剧情类
作品优胜奖。

【教学之窗】


教育学部召开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研讨会
10月21日，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研讨会召开，教学事务部就教育学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程

建设以及博士研究生的导师指导小组制两项改革议题向学部学位委员会和教学委员会征求了意
见。


教育学部 2015 级佛年班正式开课
本学期《教育学》课程由李政涛教授主讲，《教育学基础理论与学术前沿》课程的第一讲

由阎光才教授主讲。

【科研动态】


席·明·纳跨学科沙龙第三期活动于 10 月 9 日举办
本次沙龙就吴遵民教授及其团队的新著《教育公平论》的学术进展与贡献展开了研讨。



10 月 9 日，丁钢教授主讲学校 64 周年校庆月首场终身教授学术报告
丁钢教授的演讲题目为“讲学方式与空间组构演变的教育意蕴”，并特邀西南大学民族教

育与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张诗亚教授进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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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第一届大学生学术科研基金启动
为激发教育学部学生刻苦钻研、追求真知、勇于创新的热情和激情，营造教育学部良好的

学术科研氛围，推进教育学部学生科研工作建设，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学部启动了大学生科
研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启动以来，共计收到项目作品53份，经立项答辩会和专家评议，对《电
子图画书在学前儿童家庭中的使用情况调查》等9个项目予以 A 类立项，对《什么样的画有创造
性？——儿童美术作品中的创造性解读及其培养策略》等26个项目予以 B 类立项，对《教育均
衡视野下民办园教师配置现状研究——以 H 市为例》等18个项目予以 C 类立项。


10 月 25 日全国优秀中学校长教育思想研讨会在南昌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和江西省教育厅主办，江西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江

西省教育厅总督学汤赛南，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姚燕平等出席了研讨会。

【学子芳华】


教育学部“思辨杯”新生辩论赛决赛顺利举行
决赛于10月16日举行，正方2015级学前教育系和反方2015级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就“青年成

才能力还是责任更重要”展开了辩论。最终正方以4:1获胜，成为本届新生辩论赛冠军。正方四
辩获最佳辩手。


教育学部学生联合会新干事见面会举行
教育学部党委副书记韩春红老师，学生事务部主任孟永红老师分别作开场致辞及总结发言，

并为上一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团及部长颁发了聘书，且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
肯定，170余名学生联合会成员参与此次活动。

【国际交流】


美国北德克萨斯州大学 Gerald knezek 教授到访教信系
10月06日，美国北德克萨斯州大学 Gerald knezek 教授到访教信系，并开设题为"Digital

Generations and a Learning Society : New Technologies , Pedagogies & Assessments"
的讲座。


日本东京大学李正连副教授为职成所师生作报告
10月9日，日本东京大学李正连副教授，应邀为职成所师生带来主题为“韩国终身教育的现

状和展望”的讲座。李正连副教授兼任日本社会教育学会常任理事、日本公民馆学会理事、亚
洲教育学会编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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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爱丁堡大学荣休教授，伯明翰大学朱比利品格与美德研究中心大卫•卡尔教授到访基础
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并作专题学术报告
10月8日，英国爱丁堡大学荣休教授，伯明翰大学朱比利品格与美德研究中心（Jubile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haracter and Virtu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大卫•卡尔
（David Carr）教授到访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并做了题为《教师、专业发展与道德教育》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Moral Education）和《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两场学术报告。


教育学部第四批访学团抵达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开展学习交流
美国当地时间10月12日，教育学部19人学生团队在学前系范洁琼老师的带领下顺利抵达美

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 Lincoln)，并将在此开展为期三周左右
的交流学习。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是 60所美国研究型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成员之一，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师范教育是其最好的学科之一。


顾小清教授应邀作为嘉宾发言人出席 EDUCA 2015 特别会议
10月15日，顾小清教授应邀作为嘉宾发言人出席在泰国曼谷举办的 EDUCA 2015的特别会议，

即 EDUCA 2015-第八届教师职业发展年会。本次会议主题为“远程学习——泰国和国际社会提
升学生学习结果的成功要素”。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育学院院长受聘为教育学部讲席教授，袁振国颁发聘书
10月17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育学院院长 G. Williamson McDiarmid 教授

受聘为教育学部讲席教授，袁振国颁发聘书。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 ESTM 学院院长到访教育学系并作专题学术讲座
10月19日，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 ESTM（EDUC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 MATHEMATICS）

学院院长 Geoff Riordan 教授到访教育学系并作了题为“The Continued Challenges of Distance
Population Dens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Australian School Education”的讲座。


挪威代表团到访教育学部并探讨项目合作
10月19日，挪威教育国际合作中心（Norwegi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SIU）的 Else Kathrine Nesmoen 等与挪威驻北京大使馆科学顾问 Thomas Hansteen，
挪威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 RCN）的 Ann Elin Hattrem，挪威卑尔根大
学学院（Bergen University College）的 Åsta Birkeland 等一行共七人到访教育学部。教育
学部主任袁振国、副主任黄瑾出席会议，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主持会谈，学前教育系张明红
系主任、姜勇教授、何敏副教授出席会议并参与项目交流。


UCL 大学教育学院国际事务办公室主任到访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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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UCL 大学教育学院国际事务办公室主任 Mike Winter 到访教育学部。


日本九州大学教育学部、人间环境学研究院吉本圭一教授一行访问比较所
10月26日，日本九州大学教育学部、人间环境学研究院吉本圭一教授一行四人访问比较所，

双方就教师合作研究与师生交流等工作交换了意见。


荷兰温德斯海姆应用科学大学 Sui Lin GOEI 教授到访教育学部并举办讲座
10月27日，荷兰温德斯海姆应用科学大学特殊教育学教授、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心理

与教育学部特殊教育专业首席专家 Sui Lin GOEI 博士到访教育学部，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及
特殊教育学系贺荟中教授接待了访问团一行。双方就自闭症学生的全纳教育、如何帮助及培训
教师更好地开展自闭症学生的全纳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就双方教师及学生共同开展联合
研究项目等可能的合作方式交换了意见。10月28日上午，Sui Lin GOEI 教授为学部师生做了题
为“Building Safe School Environments through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的讲座。

【国内交流】


职成所联手南湖职校合作共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实验学校”
10月21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联手南湖职校合作共建“华东师

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实验学校”揭牌仪式在南湖职校会议室举行。

【媒体关注】


澎湃｜李林：考个状元有多难？

点击链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7832


中国教育报｜代蕊华：校长要成为专业的领导者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f5/36/c1835a62774/page.htm


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高端论坛“大数据与教育研究”在华东师大
举行

点击链接：http://www.cssn.cn/zx/bwyc/201510/t20151018_2499611.shtml


文汇报｜戚业国：当教师作为独立的专业性职业走向市场

点击链接：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5-10/23/content_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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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全国首届实证教育论坛举行践

点击链接：http://sh.people.com.cn/n/2015/1017/c134768-26829292.html


光明日报｜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举行

点击链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5-10/19/nw.D110000gmrb_20151019_6-06.htm


光明日报｜光明教育研究联盟成立

点击链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5-10/19/nw.D110000gmrb_20151019_5-06.htm


光明日报｜为教育决策提供更多“证据”——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综述

点击链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5-10/27/nw.D110000gmrb_20151027_1-14.htm


光明日报｜教育实证研究离我们还有多远？——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发言摘编

点击链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5-10/27/nw.D110000gmrb_20151027_2-14.htm


中国社会科学网｜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点击链接：http://www.cssn.cn/zx/bwyc/201510/t20151017_24992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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