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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要闻】


2016 级新生开学典礼顺利举行
9月6日下午，学部201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中山北路校区思群堂顺利举行。学部领导班子成

员以及各事务部主任、各系所党政领导和教师代表、全体新生与新生辅导员出席了本次开学典
礼。典礼由党委副书记韩春红主持。


2017 年“佛年计划”推免招生工作开展
为了推进“佛年计划”的实施，遴选校内优质跨学科生源加入教育学部。9月14日下午，学

部邀请校内众多院系负责人交流“佛年计划”推免遴选工作，来自哲学系、历史系、经管学部等
单位的负责人、学部党委副书记韩春红、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参加了会议。
9月16日，经过院系推荐，来自校内16个不同学科专业的近30名本科生参加了由教育学部组
织的“佛年计划”推免面试工作。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亲自召集所有面试的同学，对“佛年计
划”的培养目标、创立意义、人才选拔标准进行了介绍说明。随后，以袁振国教授为首的专家面
试小组依次对各位同学进行了综合面试。


聚焦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新学期教工大会召开
9月21日，教育学部全体教工大会在科学会堂举行。袁振国主任以“提高质量，推进研究生

教育转型发展”为主题，部署了围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推进研究生教育转型”为重点的本
学期主要任务。课程与教学系主任胡惠闵、教育康复学系主任杜晓新、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
究所所长石伟平、教育学系主任黄忠敬四位系所负责人就本单位在推进研究生教育转型发展的
工作经验和计划进行了分享。汪海萍书记代表学部对近期加入学部的新同事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并传达了学校暑期党委全委扩大会的会议精神，重点部署了本学期学部将进行的单位绩效考核
工作以及新学期学部党委的重点工作。


2016“遇见 ECNU”迎新晚会成功举行
9 月 21 日，教育学部 2016“遇见 ECNU”迎新晚会在思群堂成功举行。学部主任袁振国、

党委书记汪海萍、党委副书记韩春红出席迎新晚会。


校庆 65 周年学术报告成功举办
为更好地营造校庆学术氛围，激发更多高水平的学术对话，学部利用学校“百场校级学术讲

座”和“终身教授学术报告会”两大平台，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长江学者石中英教授和学部主
任袁振国教授，在10月19日为广大师生做了两场学术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学术反响。
在首先进行的学校百场校级学术讲座中，主报告人石中英教授作了题为“教育中的价值观
冲突及其解决”的报告。接下来进行的是学校终身教授学术报告会，主报告人是袁振国教授，
他以“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研究？”为题，开宗明义地阐述了科学的教育实证研究的重要性。
学部各系所也在校庆期间分别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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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学校长论坛在浙江宁波隆重举行
10 月 26-27 日，由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主办，宁波市镇海区

教育局、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承办，镇海中学协办的“全国中学校长招宝山大讲堂——中
学教育新思维论坛”在镇海中学隆重开幕。宁波市镇海区区委书记薛维海，教育部中学校长培
训中心主任代蕊华教授等领导出席了论坛，共有 300 多位中学校长和高中教师参加了本次论坛
活动。


2016 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融合研究生高峰论坛顺利举行
10 月 28 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融合研究生高峰论坛开幕式在中山北路校区顺利举行。

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周傲英，研究生院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肖李敏，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
党委书记汪海萍，党委副书记万明霞，副主任黄瑾、李政涛，学生事务部主任杨光富，离退休教
师事务部主任孟永红，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主任顾小清出席了论坛开幕式。来自华东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 17
所高校的 150 余名同学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开幕式由教育学部党委副书记韩春红主持。


用高质量的实证研究回答教育改革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第二届全国教育实证
研究专题论坛在华东师大召开
10 月 29-30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光明日报

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专题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国
内外的 16 位重磅嘉宾和资深专家通过高水平实证研究案例，向与会者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教育
实证研究应该“收集何种数据”、“如何收集数据”以及“如何分析数据”等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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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余人参加论坛。副校长戴立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刘贵华出席会议并致辞。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三十周年系庆成功举办
10 月 15 日，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三十周年系庆在中山北路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成功举办。

【学部荣耀】


胡惠闵、柯政在全校第 32 个教师节庆祝大会上获表彰
9月9日下午，华东师大庆祝第三十二个教师节暨表彰先进大会在逸夫楼报告厅隆重举行。

课程与教育研究所胡惠闵教授、柯政副教授因分获“华东师范大学第十届师德标兵”、“华东师
范大学第八届杰出新人”称号，受到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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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在 2015 年度校学生资助工作先进评比中喜获佳绩
9月20日，2015年度校学生资助工作先进评比结果正式公布。教育学部荣获“学生资助工作

先进单位”称号，孙梦、顾珊、柳笛3位老师获得“学生资助工作先进个人”称号。此外，毛和
塔尔•克依木、张夷、罗莎莎3位同学获得“自强之星”称号，张夷、庞焯月、黎和敏3位同学获
得“公益之星”称号，方兴的论文《如何引导学生去农村任教：美国资助政策的经验启示》获
“资助工作优秀论文”奖。


学部喜获校庆 65 周年晚会暨 2016 级新生文艺汇演团体一等奖
10月9日，校庆65周年晚会暨2016级新生文艺汇演在中山北路校区思群堂隆重举行，教育学

部再创佳绩，获团体一等奖，其中短剧《师大伟业》获语言类一等奖，古典舞蹈《华韵》获歌舞
类二等奖，创意节目《黑白键》获其他类三等奖。


教育学子在 2016 年“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中喜获佳绩
10月22日，2016年“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决赛在东华大学松江校区火热开

幕。教育学部的两项社会实践项目“探究国家青少年核心素养落地专项活动——以华东师范大
学佛年爱心夏令营为例”、“再续长征历史情，革命教育薪火传——华东师范大学纪念长征胜
利80周年专项活动”分别荣获大赛一等奖和二等奖。


学部师生在 2016 年校暑期社会实践中获得佳绩
2016年10月，教育学部的31支社会实践项目顺利通过结项答辩，并在校级评优评奖过程中

取得好成绩。其中“探究国家青少年核心素养落地专项行动——以华东师范大学佛年爱心夏令
营为例”、“再续长征历史情，革命教育薪火传——华东师范大学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专项活
动”获得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最佳项目”奖；“‘草根如何创业’——基于北上
广众创空间的调研研究”、“上海市重点高校‘漂流书屋’运营模式建设的探索和分析”获得
“优秀项目”奖。教育学部的宋一婷、陈建、刘昊靖、厉梦圆、曹安琦、陆自强、谢乐薇、顾惟
灵等八位同学获得“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辅导员胡航获得“优秀指导老师”荣誉称号。

【教学之窗】


2016 级研究生新生开设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程
为了加强对研究生的方法训练、夯实研究基础，学部调整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

案，为2016级全体新生开设了《教育的质性研究方法》和《教育的量化研究方法》两门一级学科
学位基础课，并于9月12日上午在七个平行班中的四个班级率先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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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组团参加学校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
9月17日，学部组建了由教学事务部、教育学系、课程与教学系等八个单位组成的招生宣传

咨询团队，共同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宣传暨校内外推免生报考现场咨询会，开展招
生宣传并接受考生咨询。学部推出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佛年教育创新人才培育计划”
吸引了众多考生的关注，纷纷前来咨询。


教学事务部组织研究生教务秘书业务培训
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学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更高效地为广大师生提供服务，9月22日，

教学事务部组织开展了新晋研究生教务秘书业务培训会，教育管理系、课程与教学系的秘书及
教学事务部的几位老师参加了学习。


2016 级“佛年班”开设全英语系列课程
9-10月，学部邀请了多位国内外著名教授，为2016级“佛年班”开设全英语课程以及《教育

学》、《教育的哲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理论基础》、《跨学科基础与前沿》等课程。

【科研动态】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主办纪念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发表 100 周年的学术报告
9 月 10 日上午，为了纪念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发表 100 周年，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

所在逸夫楼一楼报告厅主办了以“教育、民主与经验的不断改造”为主题的学术报告。报告由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彭正梅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刘良华教授、周勇教授和教育系程
亮副教授主讲，特邀哲学系方旭东教授为演讲嘉宾，由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郑太年副
教授主持。



体验科创学堂，玩转趣味科学——华东师大开创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新模式
为了推动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进一步发展，华东师范大学积极探索全新的科技教育模式。9

月24日，由开放教育学院和华师大科创教育项目研发团队蒸汽空间共同打造的“科创学堂”公
众体验课在开放教育学院干训楼创客空间顺利举行。来自上海各地区的上百位中小学生在专业
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体验了新奇的 STEAM 课程。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举办高等教育发展规划专题研讨会
10月13日，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召开高等教育发展规划专题研讨会。教育部发展规划

司巡视员张泰青、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邬国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丁晓
东、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统计信息和事业计划处处长李燕丽、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
李蔚等参加了此次会议。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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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院、厦门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参与会议。校党委书记、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院长
童世骏主持会议并致辞。


教师教育学院专家前往各地学校开展教学研究活动
10月21-27日，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彬教授携学院专家先后前往华东师范大学芜湖外国语学

校和江苏省扬中市教育局开展教学研究工作。

【学子芳华】


2016 级新生报到工作圆满完成
9月4日，75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学部新生来校报到。学部的老师和志愿者们在校门口以

及文科大楼内热情接待各位新生，帮助他们迅速完成各项报到手续。当天下午，学部主任袁振
国、党委书记汪海萍、副书记韩春红、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学生事务部主任杨光富一行来到
学生寝室亲切慰问各位新同学，为新生们带来学部大家庭的温暖。


学生联合会 2016-2017 学年招新工作开展
9 月 6 日，学生联合会 2016-2017 学年招新面试于田家炳教育书院顺利举行，共计 195 位同

学报名参与面试。新生力量的注入为学部学生联合会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学生联合会的持续
发展又向前迈出了坚实有力的一步。


2016 级新生入学教育“承古励新”活动举行
9月7日，学部2016级新生入学教育系列活动之“承古励新”学部历史教育活动顺利举行。学

校终身教授、学部特殊教育研究所所长方俊明教授，关工委副主任钱景舫教授，关工委委员范
杰教授、张志杰老师分别担任介绍嘉宾，带领2016级400多名研究生新生，领略了学校和学部的
历史风采。



2015 级教育硕士分赴各实习基地开展实习
9 月 12-14 日，2015 级全日制教育硕士共计 78 人，在教育专业学位管理中心领导和老师的

带领下，分赴 5 个实习基地，开始进行为期 3 个月的教育实习。今年的 5 个实习基地分别是：
曹杨二中、闵行中学、华东师范大学松江实验高级中学、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以及华东
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明责任•铸信仰”——2016 级新生党员教育活动举行
9 月 14 日，“明责任•铸信仰”2016 级新生党员教育活动在理科大楼 A504 室顺利举行。党

委书记汪海萍、副书记韩春红、学生事务部学生党建中心指导老师柳叶、学部特聘党建组织员
沈霄凤出席此次活动。活动由学生事务部思政中心指导老师陈媛主持，包含了党建介绍、经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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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新生发言、重温誓词、领导寄语等版块。全体新生党员认真听取了学部近两年来的学生
党建工作思路和具体情况，体悟优秀党员的成长经历，学习先进党支部的建设经验，以明确党
员责任、坚定党员信仰。



2016 年暑期社会实践总结会举行
9 月 28 日，“激扬创新精神，共筑教育梦想”教育学部 2016 年暑期社会实践总结会在中山

北路校区物理楼二楼报告厅顺利举行。校团委副书记梁宏亮、学部学生事务部主任杨光富、学
生事务部副主任蒋瑾、学部团委书记顾珊、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团委书记吴娟、中国浦东干部
学院徐晶、学部特聘党建组织员沈霄凤及辅导员陈媛、胡航出席此次总结会。活动由学部辅导
员孙梦、白雪源主持。
总结会回顾了学部 2016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全过程，重点项目负责人及带队老师分别讲
述了项目概况和心得体会，与会领导及嘉宾为各获奖项目和优秀指导老师颁发证书。



第二届大学生“寝室文化节”举行
10 月 17 日，为期两周的学部第二届大学生“寝室文化节”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寝室文

化节围绕“玩美寝室，净寝期待”为主题，采用“2+3”任务模式，下设“VR 寝室安全大找茬”、
“动动手，让寝室焕然一新”两大主线任务，以“和谐、绿色、创意”为主题的三个选做模块。
与此同时，学部搭建 1：1 还原寝室样板间，供同学参观。本次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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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覆盖学部所有寝室，新生寝室
参与率达到 100%。



第二届大学生科研基金开展
10 月 19 日，学部第二届大学生科研基金项目立项答辩在田家炳教育书院 305、306、309 教

室顺利举行。教育学系董轩老师、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沈章明老师、学前教育系李召存老师、
高等教育研究所李琳琳老师、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的张永老师、特殊教育学系的刘鲲老
师、教育信息技术学系郁晓华老师、教育康复学系张畅芯、教育管理系邱伟华老师出席答辩会
并担任评委。来自学部各系所的 68 件项目作品负责人参与立项答辩。经过评委老师的认真讨论
和审核，共有 62 件项目作品通过答辩，予以立项。



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系列活动深入开展
为纪念建党 95 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学部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精神，组织开展“追寻红色记忆，传承长征精神”系列实
践纪念活动，引导青年党员不忘初心，重温长征历程，传承长征精神，树立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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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英才】


相会鹅湖：青年教师与上饶师范学院青年教师开展联谊活动
9月11-14日，学部青年教师联谊会一行9人，赴江西上饶师范学院开展青年教师联谊活动。

来自教育学原理专业的李家成博士和王占魁博士、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白芸博士和胡丽娟博
士、教育技术专业的吴忭博士、学习科学专业的王美博士、学前教育专业的李琳博士、职业教
育专业的匡瑛博士和付雪凌博士参与了这次活动，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江西上饶市委常委、副
市长任友群教授和上饶师范学院院长詹世友教授参加了学术交流活动。


老同志“回娘家”活动顺利举行
9月28日上午，学部庆祝第29个敬老日活动在中北校区7个场所举办。党委书记汪海萍，副

书记万明霞、韩春红，综合办公室主任邹文和离退休教师事务部同仁一起到各系所与近130余名
老领导、老同志欢聚一堂，共庆节日；各系所领导高度重视老同志“回娘家”活动，在精心安排
接待工作的同时分别就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向老同志进行了全面汇报，并祝
福大家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教学委员会召开职称评定教学工作审定会
10月8日，教学委员会召开 2016年度职称评定教学工作审定会。委员们对今年17位申报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的教学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并通过投票形式对申报人的教学质量进行了评
定，经投票表决，申报者均通过审议。

【国际交流】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育学院特聘教授 G. Williamson(Bill) McDiarmid 受邀
来访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育学院前院长、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席

教授、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 G. Williamson(Bill) McDiarmid 受邀于9月14日-11月13日来访，
为学部佛年实验班研究生开设全英文课程《专业英语》。10月9-11日在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江
西上饶市市委常委副市长任友群教授的倡议下,到访江西上饶师范学院，为部分师生开展了一场
题为“提升有效性教育策略：美国小学教师教育重建的张力与动力”的讲座。10月29日在第二
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上以“美国的教师教育干预力度不够？——以‘教师教育与学习教学
研究’为例”为题进行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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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Clifton F. Conrad 教授为学部师生举办学术讲座
10月9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院教授、“维拉斯杰出贡献教授”（Vilas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Professor）获得者 Clifton F. Conrad 教授为学部师生举办了一
场题为“二十一世纪教学新视角”的学术讲座。七十余名师生到场聆听，讲座由科研部柯政主
任主持。


法国里昂高师 Laurent Cosnefroy 教授学术讲座及 JORISS 教育平台建设工作研讨会成功
举行
10月12日下午，教学事务部组织承办了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 Laurent Cosnefroy 教授的

学术讲座。中法班全体学生、教育学部以及其他院系的师生五十余人到场聆听，国际事务部主
任杨福义主持了讲座。


李政涛、杨小微等教授赴新西兰、澳大利亚访问
10月16-23日，受新西兰怀卡托大学教育学院和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教育学院的邀请，学部

副主任李政涛教授、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小微教授、副所长黄书光教授、教育学
系副主任黄忠敬教授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访问。


美国雪城大学教育学院特聘教授 Louise C. Wilkinson 受邀来访
美国雪城大学教育学院前院长、现任雪城大学教育学院特聘教授、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

Louise C. Wilkinson 受邀于10月24日-11月5日来访，为学部佛年实验班研究生开设全英文课
程《学术论文写作》，并为第二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做主题发言“阿瑞儿的个案研究：早期
代数思想的建构与交流”。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 Deborah Corrigan 教授一行来访并商讨教育合
作与交流
10月25日上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 Deborah

Corrigan 教授率 Kathy Smith 博士、Hongzhi Zhang 博士和 Louise Goold 一行四人到访，商讨
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教育管理学系主任李伟胜、教育部中学校长
培训中心港澳台办公室主任万恒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杨福义主持。


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校长 Brian MacCraith 一行到访
10月25日上午，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校长 Brian MacCraith 率该校分管外事及战略事务

副校长 Trevor Holmes、外事及战略事务办公室国际事务负责人 Sylvia Schroeder、计算学院
高级讲师 Cathal Gurrin、国际事务高级官员 Harriet Le Good 一行5人到访，并与国际事务部
主任杨福义等举行会议。双方就各自的教育学科概况进行了介绍和相互了解，表示在教育领域
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并就可能的合作与交流进行了探讨。
下午，代表团与陈群校长、汪荣明副校长等会面并签署学生交换协议，双方就两校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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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数据与软件工程、体育及物理学等优势学科领域开展学者交流、学生交换及科研合作的
可能性交换了意见。


美国布朗大学李瑾教授受邀来访并开展“东方与西方儿童学习信念发展的比较研究”学术
讲座
10月26日下午，美国布朗大学教育学院终身教授、美国匹兹堡大学教育学硕士、哈佛大学

教育学院人类发展暨心理学博士李瑾教授带来了一场关于“东西方儿童学习信念发展的比较研
究”的讲座。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主持讲座。来自教育学和相关专业的师生近200人参与。

【媒体关注】


中国教育报｜钟启泉：打造多声对话的课堂世界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3c/98/c1835a81048/page.htm


光明日报｜李政涛：教育公平社会有责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3d/4e/c1835a81230/page.htm


人民日报｜今天，为何要提“核心素养”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0/52/c1835a82002/page.htm


中国教育报｜杨九诠：“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0”的内涵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1/42/c1835a82242/page.htm


中国教育报｜杨九诠：中考新政，新在哪里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1/b9/c1835a82361/page.htm


中国高等教育｜袁振国：大学排名的风险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2/a4/c1835a82596/page.htm


中国经济时报｜学位点动态调整对接发展需求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2/be/c1835a82622/page.htm


中国教育报｜钟启泉：“核心素养”的国际潮流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3/66/c1835a82790/page.htm


媒体关注｜第二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专题论坛在华东师大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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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3/f4/c1835a82932/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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