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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要闻】 

 2015年“佛年教育学科”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圆满举行 

7月15-18日， 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佛年教育学科”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圆满

举办。“佛年教育学科”夏令营已经举办三届，旨在邀请全国知名高校有志于报

考教育学部的大三年级优秀本科生来华东师大体验学习和生活，以吸引优质生源

报考我校教育学科。经过严格的筛选，来自61所高校的144名同学从1000多名报名

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本次夏令营的营员。在四天的时间里，营员们聆听了教育

学部知名教授讲座，参加了为他们量身打造的读书分享会，与各个专业负责老师

进行了面对面的专业咨询，通过“海派文化之旅”领略了上海的独特魅力，更好

地体验了师大的学习和生活。 

教育学部2014级本科生圆满完成军训，荣获华东师范大学2014级学生军训先

进集体一等奖 

8月24日至9月2日，我校2015年军训工作完满结束。本次军训教育学部共有214

名2014级本科生参训，他们分成三个方阵组成了中山北路校区三营十七连。学生

事务部协调各系所选派了陆静尘（特教系）、赵航（言听系）、鲁云斐（艺术教

育部）、顾珊（教信系、教管系）、沈晔（学前系）等五位专兼职辅导员作为方

阵指导员参训。通过学部师生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内务评比团体第一、合唱比赛

团体第一、定向越野团体第二，综合排名团体第一的好成绩，唱响了教育学部第

一次学生军训工作的胜利凯歌。 

 

 公共教育学课程改革系列会议召开 

为推动学校公共教育学课程改革，2015年7-8月，教育学部教学事务部先后组

织召开六次推进会议，研究制定公共教育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相关举措。副校长

郭为禄，教务处处长雷启立、副处长周忠良，学校出版社社长王焰，校出版社高

等教育分社教育心理编辑部主任蒋将、李恒平等先后出席会议。教育学部主任袁

振国、副主任黄瑾、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教育学系主任朱益明、教育学系总支

书记王伦信以及承担全校公共教育学课程的多位任课教师参加会议。会议确定以

公共教育学教材编写为切入点，推动改革实施。大家一致认为，公共教育学教材

的编写，承担着教授教育学学科知识和应对教师资格考试的双重任务，既要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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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师资格考试大纲为基础，更要立足于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未来教师的目标。

针对公共教育学教材的具体编写工作，学部领导、教务处领导、出版社人员与参

与编写的多位教师数次召开会议，分别就教材编写的内容要求、编写体例要求、

各章节阐释内容等进行深入讨论。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新教材初稿已经完成，目

前进入修改完善阶段。 

 

 华东师范大学中学校长校友联谊会成立 

华东师范大学中学校长校友联谊会于6月30日成立，陈玉琨当选首任会长。 

我校校长、校友会会长陈群，副校长、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郭为禄，教育学部主

任袁振国，考试与评价研究院院长陈玉琨，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代蕊华

等及100余位校友出席成立大会。大会由郭为禄主持。 

成立大会后召开了常务理事会议，进一步探讨了中学校长校友联谊会未来四年

的工作规划，着重落实新增教育实习基地以及校友单位与师大之间更广泛的合作。

同时，我校有不少曾毕业于参会校长所在中学的学生以及来自参会校长所在省市

的免费师范生，也与校长校友们在会后进行了亲切而热烈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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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荣耀】 

 教育学部荣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十三届“大夏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优秀组织奖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十三届“大夏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奖作品

揭晓，教育学部53件申报作品中，有21件作品获奖。其中，获得一等奖1件，二等

奖4件，三等奖7件，优胜奖9件。教育学部荣获本次大赛的优秀组织奖。 

 

 教育学部 2014 级本科生圆满完成军训，荣获华东师范大学 2014 级学生军训先

进集体一等奖 

8月24日至9月2日，我校2015年军训工作完满结束。本次军训教育学部共有214

名2014级本科生参训，他们分成三个方阵组成了中山北路校区三营十七连。学生

事务部协调各系所选派了陆静尘（特教系）、赵航（言听系）、鲁云斐（艺术教

育部）、顾珊（教信系、教管系）、沈晔（学前系）等五位专兼职辅导员作为方

阵指导员参训。通过学部师生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内务评比团体第一、合唱比赛

团体第一、定向越野团体第二，综合排名团体第一的好成绩，唱响了教育学部第

一次学生军训工作的胜利凯歌。 

 

 教育学部学子在第一届全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用设计创新大赛中获奖 

全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用设计创新大赛是“全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活动”

赛事之一。大赛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和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共同主办，由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办。在599部候选作

品中，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的两支研究生团队脱颖而出。其中，“AR Designer”

万悦、乔辰、罗旭晨、许娉婷团队的软件类作品“AR 开蒙故事绘”获得大赛二等

奖，该团队还参加了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创业大赛并已获得立项；“金点子”团队

陈玮的创意类作品“基于移动增强现实的旅游景区门票导航系统设计”获得大赛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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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之窗】 

 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教育学部教学实验室设备申购会议 

2015年7月8日，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了教育学部教学实验室设备申购会议。

教育学部副主任黄瑾、学部主任助理陈向东、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以及各系所教

学实验设备管理人员参加会议，会议由白芸主持。黄瑾介绍了召开此次会议的目

的，强调教学实验室设备申购务必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严格遵照申购流程和

时间节点完成任务。陈向东就本次实验设备经费的分配及申购要求作了详尽说明。

与会人员就申购工作中的具体事宜进行了广泛交流与讨论。 

 

 2015年暑期教育博士授课工作顺利完成 

2015年7月11日，2013级、2014级教育博士专业课程授课工作正式启动。今年

参加学习的两届共48名在职教育博士，来自教育领导与管理、学生发展与教育两

个培养方向。本次共开设专业课程10门，由22名知名教授组成的教学团队承担。 

 

 教学事务部组织完成各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暑期课程学习 

2015年7月11日—8月17日，教学事务部组织完成规培教育硕士及单证教育硕

士课程学习。规培教育硕士是上海市教委将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

范化培训和上海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结合的项目，是一类新型的教育

硕士项目。今年教育学部在现代教育技术、特殊教育学两个专业方向共录取规培

生9人。为了保证培养质量，相关系所为他们量身制定了专门的培养方案。另外，

教育学部为现代教育技术、学前教育学、特殊教育学、言语听觉科学、教育经济

与管理五个专业方向的110余名单证教育硕士组织开设了暑期专业课程。相关系所

40余名教师为广大学生开设了近40门专业课程。 

2015年7月18日—8月12日，2014、2015两届免费师范毕业生攻读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学生返校学习。今年，来自学前教育学、特殊教育学、教育技术学三个专

业的近280名免费师范毕业生参加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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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事务部组织 2015年中法夏令营教育学科营员面试 

2015年7月中旬，研究生院组织开展了2015年中法项目优秀本科生夏令营。根

据研究生院安排，7月14日，教学事务部聘请教育学系教授、发展规划部主任周彬

对广大营员开展了教育学科的专业介绍宣讲。7月14日下午，由教育学部副主任黄

瑾教授为面试小组组长，组建5人面试导师组对教育学科的营员进行了专业面试，

分别从外语能力、专业基础、发展潜力等方面对营员进行了综合考察,为教育学科

人才培养选拔具有国际视野、科研潜质的优秀生源奠定了基础，为我校中法联合

培养研究生项目的推进做出了努力。 

 

 黄瑾副主任参加学校第二十二届本科教学工作会议 

7月15日，学校召开第二十二届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会议就贯彻教育部关于推

进教育综合改革精神，落实学校深化综合改革方案，集聚学校优势资源，激励优

秀师资投入本科教学一线，促进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激发学生的向学之心和

创新创业热情，全面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培育各领域有影响力的卓越人才等方面

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教育学部副主任黄瑾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代表教育学部，

与其他学院就教学管理、本科生教学改革等方面进行了分享和交流。 

 

 教学事务部组织开展修购基金教学设备申购工作 

按照教育部部署，学部修购基金教学设备申购工作已于上学期启动，在陈向

东、曾凡林、李召存三位老师的努力下，根据不同学科专业教学的要求制定了采

购的初步总体方案。暑假期间，教学事务部多次召集各系所设备采购责任人召开

会议，研究制定采购方案。2015年8月13日，采购方案在设备处召开的校内外专家

论证会上得到通过，进入网上申购阶段。目前网上申购已批复，进入采购阶段，

采购工作的技术支持由教育信息技术学系赵新跃老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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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事务部组织研究生教务秘书业务学习 

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学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2015年8月31日上午，教学

事务部组织召开了教育学部研究生教务秘书学习交流会。各位研究生秘书围绕岗

位工作职责、具体工作流程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老师们纷纷表示，希望将培

训交流常态化，通过学习不断提高教学管理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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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教育学部科研工作会议召开 

为摸清教育学部科研工作现状，进一步促进和加强科研工作，科研事务部于

2015年7月组织召开了“教育学部科研工作会议”，会有由袁振国，校社科处处长

顾红亮、校发展规划部副部长荀渊、校科技处副处长陈瑜婷、校图书馆情报咨询

部蒋萍，以及李政涛、白芸、杨福义等参加了会议。袁振国就学部科研成果、获

奖、项目立项、科研经费等基本问题以及科研聘期考核标准制定等问题征询了大

家的意见。 

会后，社科处为学部提供了近5年教育学科的科研原始数据，图书馆在社科处

的数据基础上用先进的分析手段梳理出了教育学科近5年分类别、分层次、可比性

的分析资料，科技处贡献了教育学科在自然基金申报方面的宝贵经验，发展规划

部提供了华师大985以来的教育学科数据资料。这些数据帮助我们更科学的认清了

教育学部科研工作现状，并对下一步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信息。 

 

 朱益明教授申报的课题“高考改革新形势下高中整体改革研究”获 2015 年度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8月 11日，市教委发布关于公布 2015年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的通知，教

育学系朱益明教授申报的课题“高考改革新形势下高中整体改革研究”获 2015年

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教育部高中课程标准修订工作研讨会在课程所召开 

为检验教育部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中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的科学性，探索

基于核心素养的评价改革，为高考命题探索方向，教育部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综合

组的部分专家于7月23日在学部课程所召开了教育部高中测评综合组第一次会议。

香港中文大学侯杰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崔允漷教授、杨向东教授，北京师范大

学武尊民教授，首都师大王云峰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罗星凯教授等专家参加了研

讨会。会议由杨向东主持。本次会议重点研讨了基于核心素养的命题框架研制的

基本要求，PISA 测试的基本经验，基于核心素养的命题特点和基本要求，课程标

准测评组培训方案等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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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芳华】 

 第二届“佛年爱心夏令营”在湖南醴陵圆满举办 

7月11-24日，教育学部佛年志愿者服务队1名带队老师、10名志愿者赴湖南醴

陵东堡乡大林村，在佛年学校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二届“佛年爱心夏令营”，来

自佛年学校、东堡中心小学、高桥小学的82名小学生参加此次夏令营。在第一届

的基础上，此次夏令营从授课形式到实践活动都做了更精心的安排，内容形式更

加丰富多样。夏令营寓教于乐，通过舞蹈戏剧、手语手工、科普地理、朗诵主持

等兴趣类、益智类课程，以及暑期生日会、主题集市巡游、外出参观实践等实践

活动安排，帮助山区孩子们拓宽视野、快乐成长，同时也锻炼了志愿者们的社会

实践能力和志愿服务精神。据悉，佛年学校（原大林小学）前身是芝兰学堂，华

东师大刘佛年老校长早年就读于这所学堂。2014年刘佛年校长百年诞辰之际，在

华东师大湖南校友会与醴陵市教育局的推动下，华东师大教育学部（原教育科学

学院）选拔了一支佛年爱心支教队，于暑期举办了第一届“佛年爱心夏令营”，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实践成果，受到了当地师生的欢迎。在已有基础上，今年继续

以“佛年爱心夏令营”的形式，拓展双方合作交流平台，探索暑期教育实践基地

的建设，并就当地教育现状展开深入调研，帮助佛年学校更好地推进山区学校转

型。 

 

 开放教育学院举行网络教育 2015 届秋季毕业典礼 

7月12日下午，开放教育学院在网院楼一楼报告厅隆重举行网络教育2015届秋

季毕业典礼，150余名完成学业的本、专科毕业生代表参加了此次毕业典礼。校党

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开放教育学院院长任友群，学院党总支书记万明霞，副院长

胡瞻宏、沈维宇出席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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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 

7月 19-31日，教育学部联合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以四川成都、都江

堰作为调研点，携手开展“创意无限•情满丝路”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主要考察了

四川师范大学科技园、成都天府软件园灵感咖啡、蓉创咖啡、西南交通大学创客

空间、成都创客坊、都江堰市创业孵化基地等。此次实践项目，旨在全面了解当

前我国社会创业者与“创客”群体的发展现状，明确对该群体成长过程中的影响

因素，进而为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有利借鉴。 

暑假期间，在上海团市委和华东师范大学团委的支持下，教育学部组织开展

了“关于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社会实践现状”的调研课题，7-8月间调研小组赴上

海多个高中，对上海市高中生的暑期社会实践情况，包括社会实践类型、实践形

式、参与热情等情况，进行了跟踪调研。 

7 月 27 日，教育学部桃浦“沪语课堂”爱心暑托班顺利开班。为关爱来沪务

工子女，丰富他们的暑期生活，同时进一步传播沪语文化，教育学部团委决定同

桃浦镇团委联合举办“沪语课堂”爱心暑托班。通过此次“沪语课堂”的开展，

不仅发挥了教育学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而且在关

爱外来务工子女的同时，进一步传播了沪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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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英才】 

 课程与教学系杨澄宇申报“第二批青年骨干教师出国”项目 

课程与教学系杨澄宇申报“第二批青年骨干教师出国”项目，已通过学校人

事处公示。 

 

 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新招张乐博士入站开展研究工作 

 

 专业技术岗位聘期考核标准讨论会召开 

2015年8月12日，教育学部专业技术岗位聘期考核标准讨论会议在文附楼302

召开，各院、系、所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汪海萍主持。 

教育学部专业技术岗位聘期考核标准一稿是汇总原教科院、原学特学院、教

育经济学系、校长培训中心及开放学院的标准而成。按照学校“分类指导、突出

质量”原则，设置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教学为主型三类岗位，从科研

工作、教学工作、社会工作三方面拟定考核标准，科研部、教学事务部及党总支

部分别负责向各院、系、所公开征求意见，在各单位及教师个人反馈意见基础上

修改形成二稿。 

会上，大家对公开征求意见二稿的考核标准逐条进行了讨论，对科研成果折

算方法、课时工作量要求、横向科研经费要求等进行了激烈讨论，对二稿进行了

一定的修改，基本形成了意见稿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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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英国赫尔大学教育学院 Janette Maree Ryan 教授到访教育学部 

7月20日上午，英国赫尔大学教育学院（Faculty of Education at University of Hull）

的 Janette Maree Ryan 教授受其院长委托到访教育学部，旨在与教育学部建立长期

的学生交流、教学与研究合作关系，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会见了 Janette Maree 

Ryan 教授一行。 

双方介绍了各自学院的概况，并就双学位合作、科研项目合作、教师访学、

学生研修等多种交流合作方式进行了探讨，为后续合作与交流奠定了基础。 

 

 “UNT-I GRO Global Discovery”学术工作坊在北德克萨斯大学举行 

8月3日，由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和北德克萨斯大学教育技术联合实验室主办的

“UNT-I GRO Global Discovery”学术工作坊在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学习技术系

举行。在为期四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就各自的研究项目，当前移动、穿戴、机

器人、3D 打印、学习分析等先进信息通信技术的教育应用前景，两校的研究生培

养情况，中美两国潜在的科研基金申请机会和申请经验，企业界合作伙伴情况，

未来可能的研究主题、研究团队组建、合作项目和论文合作机会等主题展开深入

探讨，并就联合实验室在第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形成三项共识，即在今年九月份完

成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工作坊资助的申请、确定首个联合科研项目的主题

和在《智慧技术与学习》国际期刊完成一期特刊的组稿，该杂志主编为我校顾小

清教授、副主编为北德克萨斯大学 Lin Lin 博士。参加此次工作坊的与会者主要

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北德克萨斯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

智利天主教大学、德州州立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美国教育技术协会和 Intel 公

司的相关科研人员。 

 

 德国科隆大学人类科学院 Dr. Stefan Neubert 和教师培训中心 Dr. Meike Kricke

到访教育学部 

8月11日下午，德国科隆大学人类科学院国际关系中心主任 Dr. Stefan Neubert

和教师培训中心研究人员 Dr. Meike Kricke 到访教育学部，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

会见了 Dr. Stefan Neubert 一行。双方就教师访学、学生交流、人才培养、职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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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初步共识。 

 

 课程所杨向东教授应邀在国际心理测量大会做专题报告 

2015年7月13-15日，应国际心理测量学会（Psychometric Society）现任主席，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Sophia Rabe-Hesketh 教授的邀请，杨向东教授作为特邀

专家参加了第八十届国际心理测量大会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Psychometric Society)，并作题为“Toward an explanatory scale of cognitively designed 

algebra story problems”的专题报告。 

 

 教育学系研究生赴挪威参加高端学术会议 

8月26-28日于挪威特罗姆索市举行的第十届欧洲“教育中的家长”研究联盟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 about Parent in Education）会议上，基础教育改革与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成教授的研究团队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们介绍了他们在

中国大陆开展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受到该领域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相关欧美国家

的学者主动提出学术合作的建议。李家成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李艳以在进城务

工随迁子女学校开展的“亲子作业”实验为研究载体，聚焦学生发展（Does Parental 

Involvement Contribute to Students’ Development? The Parent-Child Homework 

Experiment at a Shanghai Migrant School）、家长发展（Can Parents Gain Development 

by Parent-Child Homework Distributed by Teachers？The Survey of Migrant Parents in 

Shanghai）的主题，做了两次会议发言。 

 

 学前教育系李玥等 8 位学生成功申请挪威卑尔根大学学院开设的学前教育专

业英文课程 

挪威卑尔根大学学院开设了面向全世界学前教育专业的英文课程，学前教育

系李玥等8位同学申请成功，于2015年8月上旬－12月中旬前往该校进行交流学习。 

挪威卑尔根大学学院是挪威培养学前教育人才的一所重要的国立高等学府。

自2009年该校就和我校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拓

宽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国际教育视野，提高师范生教育培养质量，2013年学前

教育专业就有4名研究生赴该校进行交流学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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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交流】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组织全国优秀中学校长赴青海支教 

7月13-15日，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组织了教育部首期名校长领航班、第4、

6、7期全国优秀中学校长高级研究班学员共同赴青海海北州开展了支教活动。支

教团在海北州祁连县海北第三高级中学和门源县举办了9场学术报告；在7月10日，

首期名校长领航班的学员还分为3组分别深入了西宁二中、西宁十中和青海师大三

附中，通过与校长、学校中层领导、骨干教师、学生座谈以及听评课，对上述三

所学校进行了诊断，为学校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名校长领航班的学员还与部

分学校举行了结对仪式，在未来三年内他们将通过学术报告、学校考察、同课异

构、跟岗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稳定、长期的帮扶活动。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

还将利用与青海省教育厅的合作项目，组织专家深入相关学校，开展深入交流。 

 

 

 

【媒体关注】 

 光明日报｜袁振国：义务教育年限适时调整可行吗 

点击链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5-08/06/nw.D110000gmrb_2015

0806_1-14.htm?div=-1 

 

 中国教育报｜赵中建：创新创业，美国高校这么做  

点击链接：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5-07/08/content_438845.htm?

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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