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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要闻】


2016 年“佛年教育学科”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成功举行
7月6日，教育学部“佛年教育学科”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夏令营活动从全

国1340余名大学生中严格筛选出168名营员。在为期四天的活动中，教育学部开展了知名教授讲
座、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热点研讨、专业宣讲与咨询、参观校园、介绍校史、“海派文化之旅”考
察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全国首届教研创新论坛暨庆贺教研员研修班 100 期活动隆重举行
7月15-16日，“寻找支点——用影响力资本撬动中国教研创新”全国首届教研创新论坛暨庆

贺教研员研修班100期活动在华东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在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
中心的指导下，由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研员研修中心与互联网教育产业投资基金联合主办，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影响力投资研究中心、首控国际、前海博创等单位协办。


教育学部在国家级重大项目立项上再创辉煌
7月22日，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课题立项名单正式公布。全国共有3项教育

学国家重大课题获得立项，教育学部获得其中2项。除此之外，本年度总立项数，以及国家级项
目立项总数，均位居全国第一。
教育学部立项名单：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项目负责人

国家重大

中国与 OECD 教育发展主要指标及发展趋势比较研究

黄忠敬

国家重大

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研究

范国睿

国家重点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教育信息化比较和推进战略研究

顾小清

国家一般

学习机会公平的教师贡献度研究

王建军

国家一般

国民教育视野下的香港“中国历史”学科研究

柯政

国家一般

中国课程史研究

杜成宪

国家一般

当代卓越校长的个性特征与成长机制研究
——基于全国首届领航班校长的实证研究

刘莉莉

国家一般

儿童欺负判断发展研究

黄向阳

国家一般

我国学校生活中的儿童形象研究

卜玉华

国家一般

当代中国学校变革实践的正当性研究

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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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青年

阅读障碍儿童听觉信号处理能力及训练策略研究

卢海丹

国家青年

重塑科学课堂教学模式实证研究——以课堂争论为载体

肖思汉

教育部重点

情境信息模型的建构及其在学习资源推荐中的应用研究

余平

教育部青年

面向思维发展的智慧学习设计研究

孙妍妍

教育部青年

普通本科毕业生在校能力培养与岗位需求的关联研究

曹妍

教育学部喜获 11 项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经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金理事会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委员会评审通过，教育学部喜获 11 项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0 项。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华东师大教育学部）
一等奖（1 项）
著作类（1 项）

《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

叶澜

二等奖（10 项）
著作类（7 项）

《中国高等师范院校师范生培养状况调查与政策分析报告》

丁钢等

《价值选择与教育政治——阿普尔批判教育研究的实践逻辑》

王占魁

《“新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的深化研究》

卜玉华

《国外中学学生指导制度历史演进》

杨光富

《基础教育公平论——中国基础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的政策研究》

吴遵民等

《慕课与翻转课堂导论》

陈玉琨等

《交互生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转化之力》

李政涛

论文类（3 项）

《毕业生就业与高等教育类型结构调整》

阎光才

《上海的 PISA 测试全球第一的奥秘何在——基于中国教育文化传统的视角》

吴刚

《教师专业发展即专业实践的改善》

崔允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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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之 STEM 教育论坛在校召开
8月15日下午，在“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资源协作网”成立仪式结束后，由教育学部承办的

第31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之 STEM 教育论坛，在闵行校区学生共享空间召开。两百余名参
加第31届科创大赛的科技辅导员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科技教育工作者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论坛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学部副主任李政涛主持。


教育学部 2016 届毕业生整体就业率较去年同期有明显提升
2016 年，教育学部毕业生总数为 770 人。截止 2016 年 8 月 31 日，毕业生整体就业率达到

95.84%，较去年同期就业率有明显提升。其中，博士毕业生 54 人，就业率为 90.74%；硕士毕业
生 336 人，就业率为 96.42%；本科毕业生 282 人，就业率为 96.09%；专科毕业生 98 人，就业
率为 95.91%。比较教育学、成人教育学等 15 个专业硕博士研究生、学前教育、言语听觉科学专
业本科毕业生百分百就业。但同时，心理学（特殊教育方向）等 5 个专业的本科生或硕士的就
业率较 2015 年则有所下降。

【学部荣耀】


教育学部多位教师荣获学校教学表彰
2016年7月，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届优秀研究生教学奖中，学校21名研究生教师获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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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榜上有名。在 “2016届本科毕业生问卷调查——评选你心目中最优秀教师”活动中，全校7
位教师膺此殊荣，其中教育康复学系万勤、特殊教育学系苏雪云喜获2016年度“学生心目中的
最优秀教师奖”。在“毕业生身边最可爱的人”评选活动中，学生事务部副主任蒋瑾入选，光荣
成为全校五名获奖者之一。

【教学之窗】


全国优秀中小学校长赴内蒙古、新疆等地展开系列活动
7月11-21日，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组织全国优秀中小学校长先后赴内蒙古、新疆等地，

开展支教帮扶活动并举行研讨会。


教育学部顺利完成教育硕士暑期课程学习
7月25日—8月12日，在教学事务部的组织协调下，教育硕士的暑期课程学习任务顺利完成。

教育学部本次返校学习的教育硕士共380余人，包括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规培教育硕士、在职
教育硕士三种类型，涵盖了现代教育技术、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教育管理等专业方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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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课程所召开“十三五”基地重大项目申报研讨会
为做好“十三五”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总体规划和具体安排，课程与教

学研究所于 7 月 9 日下午在华东师大校长培训中心召开了“十三五”基地重大项目申报研讨会。
会议由所长崔允漷教授主持，原华东师大校长助理许红珍教授、社科处顾红亮处长、霍九仓副
处长、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出席，课程所名誉所长钟启泉教授及全所研究员参加研讨。



王祖浩教授领衔国家科学教育监测表现性测评工具研制
受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委托，课程所研究

员王祖浩教授于2016年2月份起主持国家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监测表现性测评工具研制。为经
过半年的理论研究、框架设计，目前已初步完成命题、初测和工具优化阶段，为2017年全国八
年级科学教育质量监测的表现性测评提供基础。



王小明副教授出版最新力作《教育心理学》
课程所王小明副教授一直潜心致力于教育心理学、学习心理学方面的相关研究。近日，继出

版了多本学术著作之后，王小明副教授最新推出一部学术力作——《教育心理学》，由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


赵中建教授主编丛书入选“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
赵中建教授主编《创新创业型大学建设译丛》和《美国创新和竞争力战略研究丛书》两套小

型丛书，经过项目申报、专家评审以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审核，已同时入
选2016年度“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

【学子芳华】


开放教育学院举行 2016 届学生学位授予仪式及毕业典礼
7月2日，开放教育学院分别举行了2016届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仪式以及2016届网络

教育毕业典礼。2日上午，来自夜大学、网络教育、自学考试的共计1110名毕业生被授予学士学
位，副校长梅兵教授，来自各教学院系的教授代表以及开放教育学院的领导班子出席了学位授
予仪式，仪式由基础教育与终身教育处处长赵健主持。下午，开放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万明霞、
副院长胡瞻宏、副院长闫寒冰、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程敏、副院长沈维宇、上海总部278名毕
业生及江苏高邮市委党校学习中心的30多位毕业生参加了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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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长征路，教育薪火传”暑期社会实践顺利开展
7 月至 8 月,在教育学部学生事务部陈媛、胡航两位老师的带领下，教育学部 20 余名大学生

开展了“重走长征路，教育薪火传”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重走长征路”活动路线以当年红一方
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线为基础，分为四段路线，每段活动时间约一周，依次进行，共计一
个月。


教育学部学生事务部组织大学生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7月-9月，在教育学部学生事务部的组织下，共计300余名大学生组成31支社会实践团队前

往10多个省、市、自治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项目涵盖：教育帮扶、社会调研、基层宣讲、文化
宣传、生态环保等多个方面。其中“重走长征路”、“佛年爱心夏令营”、上海市重点高校“漂
流书屋”运营模式建设的探索和分析等项目获校团委重点项目立项。



2015 级本科生军训顺利开展
8 月 24 日至 9 月 3 日，教育学部 264 名 2015 级本科生顺利完成军训。最终，教育学部荣获

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 2016 年军训团体三等奖。

【师资英才】


徐斌艳教授当选为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ICMI）执行委员会（EC）委员
7 月 24 日 ， 在 德国 汉 堡召 开 的 国 际 数 学教 育 委员 会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thematical Instruction, ICMI）会员大会上，世界各会员国代表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
生新一轮的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徐斌艳教授当选为新一轮执行委员会委员，
任期为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顾小清教授受聘 BJET 编委
2016年8月，顾小清教授受邀入选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JET)

编委会，担任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Internantional Advisory Board Member）。


暑期离退休教职工“送清凉”活动
2016年暑期，在学部领导带领下，各系所及离退休事务部先后探望老同志200人次，发放慰

问金88700元，着重关心、帮助退休教职工中的独居、高龄、孤老、身患重病、一老养一老、扶
养残疾子女及居住条件较差的困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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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Timothy Teo 教授为教育学部师生开展学术讲座
2016年7月6日，澳门大学（University of Macau）教育学院 Timothy Teo 教授受邀来访教

育学部并为学部师生开展学术讲座，讲座由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主持。


高等教育研究所赴西交利物浦大学考察
7月15日，高等教育研究所一行四人，由阎光才所长带队赴西交利物浦大学交流考察。阎光

才所长与该校领导与教育前沿研究院副院长张晓军博士就该校的办学思想、管理经验及人才培
养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商议了下一步合作计划。


教信系顾小清教授受邀访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教信系顾小清教授受邀于2016年7月18日至7月19日作为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代表团成员访问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教信系吴永和教授、冷静老师及其研究生赴美参加第 16 届 IEEE 先进学习技术国际会议
2016年7月25日至28日教信系吴永和教授、冷静老师及其研究生赴美国参加在美国德克萨斯

州奥斯汀召开的第16届 IEEE 先进学习技术国际会议（ICALT2016）。


教育学部多位教授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大会（WCCES）
8月22日至26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最高级别的学术会议第“第十六届世界比较教育

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大会的主题为“教育中的辩证法：比较的视角”（Dialectics of
Educ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rs）。教育学部多位教授受邀参加讨论并作会议发言。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学系统技术系教授 Charles M.Reigeluth 访问我校并进行学术讲座
8月27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学系统技术系教授，“细化理论”提出者， Charles

M.Reigeluth 访问我校。并于8月28日上下午作了两场主题分别为“Instructional Theory for
the Learner-Centered Paradigm of Education”和“Reinventing Schools: Why, What, and
How”的学术讲座。


英国诺丁汉大学 Charles 教授到访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8月28日，英国诺丁汉大学 Charles 教授作为海外名师到访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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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成功获国家外专局及教育部批准立项 5 项居全校第一
2016 年度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计划教育学部成功获国家外专局及教育部批准立项 5 项（全

校共获批 8 项，占 62.5%），获批资助金额达 121 万元（全校共获批 183 万，占 66.1%），位
居全校第一。
获批项目如下：
申报单位

获批专家姓名

项目内容

特教系

Mian Wang，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融合教育

课程所

Sally Mary Thomas，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比较所

William F. Pinar，美国，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教育学

教信系

Tristan Everett Johnson，美国，东北大学

教育技术学

教信系

Charles Crook，英国，诺丁汉大学

教育技术学

多水平模型
数据分析

此次获批项目数创历史新高，上述高层次外国专家将在学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的国际
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媒体关注】


光明日报｜石伟平：服务社会，高职需处理好的根本问题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31/49/c1835a78153/page.htm


上饶教育｜华东师大信江教育论坛暨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培训班开幕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31/f7/c1835a78327/page.htm


中国教育报｜冉云芳 石伟平：企业参与办学，成本收益几何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32/01/c1835a78337/page.htm


人民政协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校长工作创新的八要点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33/7b/c1835a78715/page.htm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社区教育的前世今生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33/bb/c1835a78779/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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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吴遵民：社区教育发展面临三大瓶颈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33/bc/c1835a78780/page.htm


文汇报｜周彬：新高考改革对教师专业发展有何启示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33/ce/c1835a78798/page.htm


中国教育报｜任友群：仅靠“纸笔”很难全面检验学生能力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34/38/c1835a78904/page.htm


新闻晨报｜做到这几步，孩子快乐入园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34/68/c1835a78952/page.htm


微言教育｜华爱华：学习品质培养比知识储备更重要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34/aa/c1835a79018/page.htm


光明日报｜任友群：中国学生如何追赶世界创新的脚步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34/c2/c1835a79042/page.htm


中国教育报｜郅庭瑾：质量——学区发展绕不过的难题（上海金山区朱泾地区小学学区的
启示)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35/85/c1835a79237/page.htm


中国教育报｜吴遵民：民办教育火爆背后问题待解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35/86/c1835a79238/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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