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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要闻】


第 14 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基于证据的课程与教学研究成功召开
为促进国内外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和经验分享，更好地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课程所于11月4-6日举办了第14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论坛以“基于证据的课程与教学研究”为
主题，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香港和台湾以及全国十几个省市的200余位专家学者、教育行
政部门领导、一线教育工作者参与了本次论坛。开幕式由崔允漷教授主持。世界著名发展心理
语言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Alison Bailey 代表特邀专家致辞。Alison Bailey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侯杰泰、巴黎第五大学教授 Roger-Francois Gauthier 等11位国内外知名专
家，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背景出发，和与会人员分享了当前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5
日下午的三个分会场分别围绕“学校课程领导力”“促进核心素养发展的学与教”“课改背景下
教师的课程理解与专业发展”三个专题展开。6日上午，国内外特邀专家与课程所学者展开了深
入的学术对话。论坛得到了中国新闻社、中国教育报、文汇报、东方教育时报、上海教育杂志等
媒体的支持。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重点课题开题报告会举行
11月5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国与 OECD 教育发展主要指标及发展趋势比较

研究”、“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研究”及重点课题“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教育
信息化比较和推进战略研究”三项国家社科项目开题报告会举行，副校长汪荣明出席会议并致
辞。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教育学研究院教授程建钢，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院长张民选，学部主任袁振国作为与会特邀专家参与了本次会议。黄忠敬、范国睿、顾
小清三位教授作为课题主持人分别作开题陈述，对研究目标、课题价值、文献综述、研究框架
与方法、重难点与创新点、子课题内容及研究预期进度与成果进行了汇报。


全国优秀中学校长教育思想研讨会召开
11 月 7 日上午，由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办的全国优秀中学校长教育思想研讨会在校

培中心一楼报告厅举行。副校长戴立益、校培中心主任代蕊华、副主任沈玉顺、刘莉莉等出席
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沈玉顺教授主持。第 6、7、8、9 期全国优秀中学校长高级研究班学员、第
54 期全国高中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学员、第 7 期广州卓越校长班学员、贵州省首期初中名校长
高级研修班学员以及来自河南、陕西、海南的部分校长参加了本次教育思想研讨会。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Anna M. Kindler 教授一行受邀来访
11 月 9 日下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国际事务高级顾问 Anna M. Kindler 教授、国际项目主任 Fang Wang 博士一行受邀访问学
部，商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学部党委书记汪海萍、副主任陈向东、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
义、校培中心港澳台办公室主任万恒等出席会议。双方相互介绍了各自学科概况，并就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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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培训、科学教育/STEM 教育、高校管理者培训、教育管理专业硕士双学位合作培养等几个方面
展开了详细具体的讨论，特别是在高校管理者培训方面，希望能够结合 UBC 已有的成熟的课程
体系和 ECNU 在国内的学术影响力推动这个项目的合作实施；同时，双方还谈到在科学教育/STEM
教育师资方面的合作，形成了共识。


学部研究生教育和教师教育专题调研会举行
11 月 15 日上午，学部研究生教育和教师教育专题调研会在地理馆 301 室举行。副校长周

傲英、研究生院院长唐玉光、副院长兼培养处处长徐斌艳、教务处处长雷启立、孟宪承书院党
委书记兼院长吴薇等，听取了学部主任袁振国、副主任黄瑾及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彬的相关工
作汇报。周傲英副校长对学部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诸多实践探索给予了积极肯定和大力支持，希
望学部在全校的研究生教育改革中起到引领和示范性作用，保持教育学科的领先优势，不断提
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中国教育学会教师培训者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教师培训者专业发展论坛”举行
11 月 23-24 日，“中国教育学会教师培训者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教师培训者专业发展

论坛”举行。本次大会由中国教育学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市教育学会共同承办。来自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中国教育学会、上海市教委、学校的领导和专家，和联盟共同发起单位负
责人以及来自上海各区县教育学院的负责人、专家和代表共计 800 余人参加会议，共商教师培
训者的专业发展。在 23 日上午举行的大会开幕式上，校长陈群、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发展处处长
黄伟、上海市教委副主任王平、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念鲁先后致辞。开幕式由
副校长、开放教育学院院长戴立益主持。


第二届学部运动会顺利举行
11 月 30 日，学部运动会在中山北路校区共青场隆重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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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代蕊华、党委副书记韩春红以及各事务部主任、各
系所教师代表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上，各个入场队伍都以多彩多样的表演和响亮的口号说明
了他们勇夺冠军的决心，接下来教工和学生分别进行了个人项目的比赛，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和饱满的运动热情，不仅增强了体质，强健了体魄，而且收获了欢乐与集体荣誉感。


学部第一届教代会第二次会议胜利召开
12 月 14 日，学部第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顺利召开。学部主任袁振国、党委书记

汪海萍等 58 名正式代表及相关院系所党政负责人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
万明霞主持。会议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了袁振国主任所作的《教育学部 2016 年行
政工作报告》以及《教育学部教学科研单位年度考核方案（试行）》《教育学部其它专业技术岗
位聘期考核方案（试行）》《教育学部管理服务岗人员聘期考核方案（试行）》《教育学部年终
绩效实施办法（试行）》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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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交流，学术创新：第十一届中国中青年职教论坛、2016 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建
设与研究生培养研讨会隆重举行
12 月 17 日，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办，职成所承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中青

年职教论坛”在科学会堂隆重举行。论坛聚焦当下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倡导“平等对话、求同存异、敢于质疑”的学术精神，为职业教育中青年学者提供“自由交流、
思想交锋”的平台，吸引了大批职教中青年学者、研究生和媒体代表，参会人数 430 余人，分
别来自全国 24 个省、市、自治区的 33 所高校、38 所职业院校和 10 家教育期刊、媒体。论坛开
幕式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
“中国中青年职教论坛”发起人、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石伟平教授主持，副校长戴立益致欢迎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占山出席并致辞。
18 日，主办单位在科学会堂又举行了“2016 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
研讨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 16 位委员，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点、博士点
单位的 89 名代表和 206 名研究生，10 家教育期刊和媒体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围绕学科建
设与研究生培养，会议确定了两个主题：“面向 2030 与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学科担当”、“职业
技术教育未来研究型人才的研究能力提升”。沈阳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所长徐涵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顾建军教授分别主持上下两场研讨活动。


叶澜终身教授报告：“‘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教育信条”顺利举行
12 月 21 日，“生命·实践”教育学创始人叶澜教授在思群堂以“‘生命·实践’教育学派

的教育信条”为题作了终身教授报告。本次报告会由社科处与 “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联
合主办。
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副校长梅兵教授共同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由学部副主任、
“生命·实
践”教育学研究院院长李政涛教授主持。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
教育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枬教授受邀成为点评人。


继续教育 60 周年纪念座谈会隆重举行
12 月 27 日下午，我校继续教育 60 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中山北路校区逸夫楼三楼报告厅内举

行。副校长戴立益，上海市教委高教处副处长赵坚，上海市考试院自考办主任汪成辉，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继续教育分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方晶刚，校基础教育与终身教
育处处长赵健、副处长刘萍、老教授协会会长徐伯兴，原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孙建明以及全国各
地的校友、开放教育学院全体班子及中层干部、部分退休老同志出席此次会议。座谈会由开放
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闫寒冰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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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荣耀】


教育学子在 2016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斩获 1 金 1 铜
在 11 月 19 日结束的 2016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喜获一金一铜的好成绩，

获奖项目分别为特殊教育学系毕业生郝艳等的“上海华师宝贝成长指导中心”项目获得公益创
业赛金奖；教育康复学系李进等的“基于人机交互的自闭症儿童教育康复解决方案”获得大学
生创业计划赛铜奖。这是教育学子的创业参赛项目首次冲进全国挑战杯决赛，同时也是学校在
“挑战杯”（创赛类）中获得的第三个金奖。


教师教育学院团队在“东芝杯”教学技能创新大赛上荣获佳绩
12 月 9—12 日，由教育部主办的第 8 届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理科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赛

在江苏师范大学举办。来自全国 45 所师范院校的数学、物理、化学三个学科 142 名优秀参赛选
手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教师教育学院学科团队指导的三个学科选手脱颖而出，喜获佳绩，创
下历史最好成绩。


教育学子在校园十大歌手决赛中获佳绩
12 月 14 日 18:30，2016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最强音浪”校园十大歌手总决赛在闵行校区体

健学院篮球馆落下帷幕。学部的“明天不要赖床”组合获得校 2016 年度“十佳歌手”称号，曹
雯同学获得“文艺气质奖”，“红不了”组合获得“莺歌百转奖”。


学部荣获校 2015—2016 学年学生就业和职业发展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奖、第二届“互联网+”
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
12 月 20 日，在我校 2016 年就业工作先进表彰会暨 2017 年就业工作推进会上，教育学部

荣获校 2015—2016 学年学生就业和职业发展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学部兼职研究辅导员、离退休
教师事务部主任孟永红荣获“华东师范大学 2015—2016 学年学生就业和职业发展教育工作先进
个人”称号。


教育学子创业团队喜获第一笔风险投资
12 月 21 日上午，教育信息技术学系“禾斗创课”创业团队（上海燊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与“创新马槽”（上海马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文科大楼 806 会议室举行投资协议签约仪式。
“禾斗创课”创业团队获上海马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风险投资，该投资是学部在校大学生创
业团队获得的第一笔风险投资基金。学部党委副书记韩春红、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主任顾小清和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负责人张帆等出席了此次仪式。签约仪式由教信系副主任吴永和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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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之窗】


2016 年全英语课程建设项目评审会召开
为继续推进学部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进程，11 月 2 日，教学委员会组织召开了 2016 年全英

语课程建设项目评审会，对 2015 年立项建设的第一批四门全英语课程进行了中期检查，同时
对 2016 年申请的第二批全英语课程建设项目进行了立项评审，最终有六门课程获得本年度立
项。


2016 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资助项目”评审会召开
11 月 16 日，教学事务部组织教学委员会委员，对申请 2016 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资

助项目”的学生材料进行了评审。委员们在对各系所推荐的申请人的科研成果水平、专业理论
基础、学术发展潜能等方面在综合评审基础上，对推荐学生进行了排序。最终，共推荐 13 名博
士生参加学校答辩和评审。


2017 级佛年班先期培养工作研讨会召开
12 月 7 日，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了 2017 级佛年班先期培养工作研讨会。学部副主任黄

瑾、李政涛、党委副书记韩春红、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以及杜成宪、孔企平、程亮等几位专家
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 2017 级佛年班学生如何进行先期培养开展了热烈讨论，初步确定了先
修课程的有关内容和实施方式。


教育学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程教学工作研讨会召开
12 月 8 日与 15 日，教学事务部分别组织召开教育学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程《教育的质性

研究方法》和《教育的量化研究方法》教学工作研讨会，两门课程的教学团队成员及教学事务
部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以课程评教反馈为基础，在开课形式、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研讨，初步调整了课程大纲结构，为进一步优化课程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教学事务部
主任白芸与学部副主任陈向东分别主持了两场会议。


2017 年度本科专业招生调研活动开展
12 月 12 日上午，校招生办公室主任濮晓龙、副主任杨振斌、许文韬一行三人来到学部进行

2017 年度本科招生工作的调研。学部副主任黄瑾、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副主任邵晓虹三位老
师参加了调研活动。双方围绕 2017 年本科专业生源选拔、招生对象和招生宣传工作进行了深入
交流和研讨，为 2017 年度本科招生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2016 级佛年班学生期末座谈会召开
12 月 28 日，
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 2016 级佛年班期末学生座谈会，了解同学们的学习动态、

解答他们的困惑与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学习提供建设性建议。2016 级佛年班学术导师李家成
教授、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副主任赵琦以及全体学生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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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级佛年班专题课程开讲
11 月-12 月，2016 级佛年班《跨学科基础与前沿》课程系列之哲学专题、社会学专题、信

息科学专题以及学位基础课《教育的哲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理论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模块等
课程依次开讲。

【科研动态】


附属幼儿园参加“庄臣杯”百校创意绿园项目并接受复评
12 月 1 日上午，上海市和普陀区环境教育专家一行 4 人来到我华东师大附属幼儿园，进行

2016-2017“庄臣杯”百校创意绿园项目复评，普陀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环境教育项目负责人作为
陪同，配合我园接待了市复评评委。幼儿园将“节水生态创意绿园”作为参评项目，并由吴丹园
长对该项目作汇报介绍。


中国产业形态与现代学徒制发展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12 月 10 日，由职成所和华师大学报共同承办的中国产业形态与现代学徒制发展学术研讨

会，在中北校区出版社二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由职成所副所长徐国庆教授主持，与会嘉宾有上
海市教委高教处副处长赵坚、《中国教育报》副总编张圣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
版）主编杨九诠、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上海工商职业学院餐旅服务学院院长孙云立、浙
江西子航空工业有限公司工程师盖宇春和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无锡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韩冰，
来自职成所的匡瑛副教授、陆素菊副教授、付雪凌博士、周英仪博士以及部分职成所的博士生
和研究生也参与了本次会议。


顾小清教授参与撰写图书出版
12 月期间，由教信系（工程中心）主任顾小清教授参与撰写的《以混合学习提升高等教育

质量——亚太地区案例分析》（Blended Learning for 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Selected
Case Studies on Implementation from Asia-Pacific）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出版。“华
东师范大学混合学习案例”作为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实践案例入选该书。

【学子芳华】


教育学系卓越发展计划立项开题会顺利召开
11 月 2 日，教育学系召开了卓越发展计划立项开题会，通过本次开题会议，立项同学对自

己的课题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提高了对科研的热情。9 日，教育学系又召开了研究生创新创业
项目开题报告会。黄忠敬老师对获得立项的同学表示祝贺并为每个项目团队颁发立项证书。


2016 年“十大歌手”比赛举行
11 月 3 日，学部 2016 年“十大歌手”比赛决赛在中北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一楼报告厅举

行。此次比赛采用"合唱—清唱—伴奏独唱"的赛制开展。最终 2015 级佛年班的曹雯同学获得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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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2015 级特殊教育学系本科的李怡泉同学获得亚军，由 2014 级艺术教育部的金典、周宇琪、
诸心宇三位同学组成的“明天不要赖床”组合获得季军。


高教所承办“学术女性的成长与职业发展”研究生学术论坛
11 月 9 日上午，由研究生院主办，高等教育研究所承办的“学术女性的成长与职业发展”

研究生学术论坛顺利举行。受邀嘉宾有北京大学的陈学飞教授、华东师大的王俊、郑忆石及阎
光才教授。研究生院培养处副处长华春燕老师致开幕词，王俊教授做了《学术职业中的性别政
治》的专题报告，郑忆石教授以《持恒圆梦》为题回顾了自己的学术人生。来自华东师范大学、
厦门大学及陕西师范大学四名论坛优秀论文获得者汇报了研究成果，并由嘉宾逐一点评。论坛
由高教所学生工作副书记岳英老师主持，共有来自全国各地 60 余名师生参与。


华师二附中副校长现身说“真实的新教师现状”
12 月 14 日，教师教育学院邀请来自沪上“四大名校”之一的华师二附中的副校长、数学特

级教师施洪亮为本院学科教育（数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带来一场关于“中学数学教师真实现状”
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也是继学院实施“教育硕士双导师制”后推出的首场“与名师零距离接
触”系列主题讲座，讲座由副院长汪晓勤主持，院长周彬、学科教育（数学方向）教授徐斌艳出
席。


首届新生合唱大赛举行
11 月 23 日，学部首届新生合唱大赛暨“德育衔接”系列活动中期汇报演出在中北校区大学

生活动中心一楼报告厅举行。最终，学前教育系 2016 级本科生合唱团荣获大赛一等奖。大赛公
布了学部第二届“玩美寝室、净寝期待”寝室文化节以及校新生心理剧比赛的获奖名单，并为
获奖集体和个人颁发奖项。


2016 年度学生党支部书记述职交流会举行
12 月 21 日，学部 2016 年度学生党支部书记述职交流会在文科大楼 116 教室顺利举行。会

议听取了 27 个学生党支部的年度工作汇报。历时近 7 个小时的述职交流会增进了各学生党支部
之间的交流，提升了学生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凝聚了组织向心力，为新一年的党建工作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


“一七追梦”新年晚会举行
12 月 22 日，学部“一七追梦”新年晚会在思群堂顺利举行。晚会公布了学部第一届“笔墨

之韵·教育之魂”书法大赛、第一届“影动师大”摄影大赛获奖名单，并为获奖作品的作者颁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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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一期团校结业典礼举行
12 月 23 日，第三届一期团校培训结业典礼在中北三馆 123 教室顺利举行，来自学部各系

所、学生联合会各中心部门的 33 名学员顺利结业。


与东北师大教育学部学生工作交流会顺利举行
12 月 27 日，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委副书记韩冬，辅导员姜荣华、刘姝君一行来访，围

绕学生工作开展调研。党委副书记韩春红、学生事务部主任杨光富，副主任蒋瑾、柳叶，学生事
务部白雪源进行接待，双方围绕学生党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品牌特色活动等方面开展交
流座谈会。

【师资英才】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赴贵州开展精准帮扶活动，并举行中外名校长研讨会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对口帮扶黔东南暨教育精准帮扶研讨会于 11 月 3 日上午在贵州

省凯里一中举行。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代蕊华、黔东南州副州长樊炳清、贵州省教育
厅教师工作处处长蔡志坚、黔东南州教育局局长贺代明、中组部驻台江工作组组长、台江县委
副书记赵凯明、浙江学军中学校长陈立群、凯里一中校长汪海清，全国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
工程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基地的学员等出席了研讨会。研讨会由贵州省教育厅名校长培养
管理办公室主任谢笠主持。
次日，中外名校长研讨会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学生核心素养培养与校长的使命”。
校培中心主任代蕊华教授、副主任刘莉莉教授、贵州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蔡志坚、贵州省
教育厅名校长培养管理办公室主任谢笠、澳大利亚中学校长协会会长 Rob Nairn、贵阳一中校长
李华荣等中外教育学者、校长出席了研讨会。教育部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教育部中学校
长培训中心基地、全国第 54 期高中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上海市民办特色中小学校长与优质幼
儿园园长培训班、贵州省高中、初中名校长高级研修班的学员以及来自黑龙江、河南、四川等
地的校长代表及部分省市的干训中心主任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由校培中心副主任刘莉莉教授
主持。


教师教育学院教育硕士实践导师聘任仪式暨专家咨询会顺利召开
11 月 23 日下午，教师教育学院举行了教育硕士实践导师聘任仪式。来自华师大二附中，延

安中学，七宝中学，建平实验中学，建青实验中学，洋泾中学等上海地区名校的各学科特级教
师，与教师教育学院学科与教学各专业教授齐聚一堂，共话如何建构校内与校外联合培养一名
合格的教师。会议期间还举行了校外实践导师的聘任仪式，由副院长汪晓勤主持，周彬院长致
欢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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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教师事务部就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工作开展部署
为落实中组部、市委组织部、市教卫工作党委通知，在学部党委领导下，离退休教师事务

部就“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工作开展部署，13 个离退休支部中的 7 个支
部换届工作将在 2017 年元旦前后完成，为支部组织生活的健全和内容的充实、以及党员之间的
沟通和交流注入新的活力。

【国际交流】


教师教育学院两教授参加 2016 科学教育创新测评高峰论坛
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期间，“2016 科学教育创新测评高峰论坛”在台湾宜兰举行。该论坛

由台湾师范大学科学教育中心举办，出席论坛的有来自国际、台湾、澳门地区以及国内多所高
校的十几位科学教育专家。本次论坛围绕科学教育创新测评展开，特别关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
学生科学素养的测评。教师教育学院王祖浩教授、潘苏东教授代表华东师范大学的科学教育团
队应邀参加本次论坛。


日本筑波大学人间综合科学研究科代表团到访学部并举办招生说明会
11 月 1 日上午，日本筑波大学人间综合科学研究科教育基础学专攻长浜田博文教授、学校

教育学专攻长甲斐雄一郎教授、上田孝典副教授、野吕文行教授、裴虹博士等一行五人到访，
学部主任袁振国、教育学系吴遵民教授、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教学事务部副主任赵琦等出
席会议。


根西岛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访问开放教育学院
11 月 4 日上午，根西岛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Louise Misselke、教职主任 Jane Fears、根西

岛政府幼教服务官员 Ruth Sharp 一行 3 人访问开放教育学院，学院副院长吴德芳予以接待。吴
院长向客人概要介绍了学院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情况，重点说明学院在教师教育领域拥有
的专业化研发队伍、丰富的课程和现代化的培训技术。到访客人介绍了根西岛和继续教育学院
的概况。双方还就教师职业资格培训和认定方面的做法进行了深入交流。


日本九州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院代表团来访
11 月 25 日上午，日本九州大学（Kyushu University）人间环境学研究院野々村淑子教授、

Edward Vickers 教授、藤田雄飛准教授、木村拓也准教授、翁文静博士、宮本聡一行六人来访
学部商讨教育合作。学部主任袁振国、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教师教
育学院沈晓敏教授等出席会议。


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 Cheung Wing Sum 博士到访教信系
11 月 27 日 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 Cheung Wing Sum 博士到访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工程中

心）并于 11 月 28 日在文科大楼 806 作题为“Blended Learning Models”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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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郑太年赴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交流访问
比较所副所长郑太年作为中法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的中方导师代表，应邀于 11 月 7 日-12

月 7 日赴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参加导师交流活动，并就建立合作平台事宜进行协商，以期进
一步推进研究生联合培养和合作研究项目。


挪威卑尔根大学教育学院代表团来访
11 月 10 日上午，由挪威卑尔根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副教授 Åsta Birkeland、戏剧系

副教授 Siv Ødemotland 带领的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师生、北京蓝天幼儿园教师代表团一行 37
人参观访问了华东师大附幼，相互交流幼儿教育理念和教学经验。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 Diane Mayer 院长一行来访
11 月 14 日下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院

长 Diane Mayer 教授和副院长 Fran Waugh 教授来访，学部副主任黄瑾、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
彬、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等出席会议。双方在介绍各自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概况的基础上，
就合作研究、教师交流、学生交换等展开讨论，初步确定首先在学前教育专业领域推动学生短
期交流项目，拓展教育硕士海外实习项目等，以学生交换为基础逐步加强双方教师之间的交流
与互动，推进深入合作。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教育学院校长一行来访
12 月 8 日上午，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UDSM）教

育学院校长（Principal）William – Andey Lazaro Anangisye 教授以及 Geofrey Felix
Kalumuna 一行来访商讨教育相关交流与合作。学部副主任陈向东，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国际
事务部主任杨福义、国际交流处非洲交流与合作项目官员严非易等出席会议。双方介绍了各自
教育学科概况，围绕教学与科研合作，学生及教职工交流，共同组织会议、研讨会以及短期课
程，硕士及博士联合培养，两国语言文化交流学习等领域，重点探讨了双方教师在对方期刊杂
志发表研究成果、联合研讨会，坦方在职教师培训、教师短期交流、学生互访与留学等多个领
域的合作。


美国马里兰大学蒋楠博士来访开展学术交流
12 月 23 日下午，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蒋楠副

教授应教师教育学院邀请来访，并与学院师生开展学术交流。参加此次活动的还有著名外语教
育专家章兼中教授、上海海洋大学顾士才教授、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方守江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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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中日交流与研讨系列活动顺利开展
12 月 26-27 日，由课程所主办的道德教育中日交流与研讨系列活动顺利举办。活动由沈晓

敏教授主持，日本道德教育方法学会国际委员会委员长、长崎综合科学大学教授上薗恒太郎，
日本福冈县久留米市教育委员会森永谦二老师，上海市小学品德与社会学科德育实训基地主持
人王莉韵，普陀区政治特级教师工作室主持人许晓芳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活动。26 日和 27 日
上午，中日教师走进上师大一附小、康宁科技实验小学、复旦二附中的课堂，为学生们上了几
堂展示课。课后，中国教师就日本教师的教材选择和展示方式、板书设计及课前课后的联想测
验与日本教师进行了深入交流。27 日下午，在沈晓敏教授介绍中日道德教育比较研究项目的背
景之后，上薗恒太郎教授作了题为“道德教育中自我肯定感的培育及基于联想的测评”的报告。

【媒体关注】


中国教育报｜周彬：貌似正确的理念蒙住了谁的眼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4/7f/c1835a83071/page.htm


上海电视台｜吴遵民：义务教育设“营利禁区”，民办学校何处去？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7/02/c1835a83714/page.htm


光明日报｜用“法”来引导、保障和丰富教育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7/0d/c1835a83725/page.htm


中国教育报｜钟启泉：区域推进学校课堂转型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7/39/c1835a83769/page.htm


媒体关注｜第 14 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7/70/c1835a83824/page.htm


青年报｜刘德恩：职业规划要与时俱进 靠高工资吸引求职者？OUT 了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7/be/c1835a83902/page.htm


中国教育报｜王振宇：“安吉游戏”的价值在于回归与引领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8/55/c1835a84053/page.htm


中国教育报｜我们缺失的是对童年的敬畏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8/58/c1835a84056/page.htm


中国教育报｜“蒙氏”本土化切忌只学皮毛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8/5a/c1835a84058/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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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范国睿：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做好预测预警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8/5b/c1835a84059/page.htm


中国教育新闻网｜有生命力的学科德育才能发挥育人功能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8/5f/c1835a84063/page.htm


媒体关注｜终结校园暴力还需哪些招儿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8/f4/c1835a84212/page.htm


新华每日电讯｜理想与现实：指挥还是那根“棒”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a/7b/c1835a84603/page.htm


光明日报｜莫让排名遮望眼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a/f4/c1835a84724/page.htm


中国教育报｜钟启泉：打造实践研究的学习共同体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b/77/c1835a84855/page.htm


中国社会科学网｜吴遵民：社区教育亟待走出“三无”之困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d/14/c1835a85268/page.htm


人民政协报｜“儿童性格涵养教学法”课题通过专家评审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d/8c/c1835a85388/page.htm


媒体关注｜她对特殊孩子的爱从未停止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e/5d/c1835a85597/page.htm


中国教育报｜杨九诠：学科核心素养与复杂情境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e/67/c1835a85607/page.htm


媒体关注｜学者上海跨学科对话：多管齐下问诊校园欺凌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f/3f/c1835a85823/page.htm


中国经济时报｜“两不愁、三保障”让全面小康更具含金量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4f/c8/c1835a85960/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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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李政涛：贴地式介入，推动学校整体转型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0/20/c1835a86048/page.htm


上海教育新闻网｜如何推动教师培训走向专业化？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1/41/c1835a86337/page.htm


文汇报｜到中学当一个月“影子校长”，才知道基础教育原来这么难！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2/bf/c1835a86719/page.htm


中国教育报｜钟启泉：从课堂出发的学校变革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2/cf/c1835a86735/page.htm


中国教育报｜王斌华：怎样“打分”更科学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2/d1/c1835a86737/page.htm


中国教育报｜专家研讨产业形态与现代学徒制发展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2/d2/c1835a86738/page.htm


光明日报｜闫寒冰：培训专业化——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策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4/36/c1835a87094/page.htm


周到上海｜幼儿园 1 米高跳台惹祸，5 岁女童摔落后骨折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4/3c/c1835a87100/page.htm


中国教育报｜钟启泉：从“测定评价”到“问题解决评价”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4/bf/c1835a87231/page.htm


中国教育报｜杨九诠：学科核心素养与高阶思维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4/c0/c1835a87232/page.htm


文汇报｜PISA 应让中国教育变得更国际化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4/fc/c1835a87292/page.htm


中国教育报｜田爱丽：慕课平台促进区域教育公平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5/1e/c1835a87326/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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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 新闻｜上海推出小学男生性别教育教材：树立男子汉气概 拒绝校园暴力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5/37/c1835a87351/page.htm


中国教育报｜李季湄：实施《指南》就是落实“核心素养”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5/3b/c1835a87355/page.htm


光明日报｜创造属于中国的好教育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5/f3/c1835a87539/page.htm


中国教育报｜代蕊华：全面开局，全新期待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5/f7/c1835a87543/page.htm


文汇报｜崔允漷：课改这些年，预期改革红利释放了多少

点击链接：http://news.ecnu.edu.cn/56/1e/c1835a87582/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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