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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要闻】


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议发布华东师大行动宣言
1月14日，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议在我校举行。14所大学的教育科学学院（部）长、35

家教育研究杂志主编、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会上，一致通过了加强教育实证研究，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华东师大行动宣言”。大家一致
认为，提升中国教育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力，必须加强实证研究，促进研究范式转型。


教育学部党委召开新学期首次扩大会议
3月6日，教育学部党委召开新学期首次扩大会议。学部党委副书记万明霞传达了3月2日学

校书记例会的会议精神，汪海萍书记重点部署了上海市十一次党代会的代表选举工作并介绍了
本学期党委的重点工作。随后各系所部分支部书记分享了本单位党建工作基本情况及特色活动。
会上还审议了部分党支部的调整方案，研究了教育学部二级单位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等其它
重要事项。


教育学部管理服务能力提升项目结题会顺利举行
3月13日，“教育学部管理服务能力提升项目”结题会在文科大楼401室举行。本次管理服

务能力提升项目，共结题25项，为学部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
收获了一批管理服务经验和研究成果。同时这也意味着新一轮的发展和研究的开始。


教育部 2017 年“国培计划”管理者高级研修班在我校成功举办
3月19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定华来到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亲切看望了”第33

期全国初中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的学员们，并做了题为”因应时代变化，提升学校品质”的
专题报告。报告会由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代蕊华教授主持。


国际校长联盟（ICP）2017 年执委会在我校召开
3月28-30日，国际校长联盟（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Principals, ICP）

执委会在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召开。本次会议主要研讨2017年9月在南非开普敦举办的国际
校长联盟年会相关事宜，以及国际校长联盟的未来两年工作计划。


教育学部党委邀请全国政协委员章义和教授传达“两会”精神
3月29日，全国政协委员、我校历史学系章义和教授为教育学部师生党员传达了两会主要精

神，畅谈参会感受和思考，为广大党员思考当前遇到的众多社会问题提供了线索，包括反腐倡
廉工作、政协的工作职责和当前的经济形势等。讲座由学部党委副书记韩春红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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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到教育学部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
4月13日，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昌利一行到教育学部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一线教

工党支部书记一起探讨如何加强基层党建工作。教育学部党委通过建立并落实党委、党总支、
教工党支部二级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党委、党总支扩大会议制度和教工党支部支委会制度，夯
实了基层党支部建设，有力推动了学部各项中心工作的有序有效开展。


教育学部 2017 年就业工作调研会顺利举行
4月14日，教育学部举行了2017年就业工作调研会。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方平、就业创

业指导与服务中心主任阮平章、就业创业指导部部长刘继亮，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汪海萍出席会
议。会议的最后，校党委副书记方平指出：2017年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接下来的工作
应当重点关注就业困难学生。需要对这些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详细梳理和分析，进而为其提供
精准化的扶持和帮助。就业工作不能仅仅关注毕业班学生，还需要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加强
对非毕业班学生的生涯规划教育。本次调研会达到了统一思想，明确下一阶段工作重点的目的。
相信在学校就业职能部门和学部党委的强有力领导下，教育学部2017年就业工作能够再创佳绩。


教育学部领导到部分系所调研
四月初，学部制定了“领导班子分管联系系所”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学部全体领导班子的

分工和分管联系单位。依据部署，学部领导班子成员将于近期分批前往各自的分管联系单位，
就科研管理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学部年度重点工作在院系所的落实情
况等展开调研。


教育学部参加 AREA2017 年会，并在美国圣安东尼奥与雪城大学联合举办学术交流会
当地时间4月28日，教育学部部分师生在袁振国主任的带领下，参加了在美国圣安东尼奥举

行的 AERA2017年会。据悉，华东师大共有19篇论文被大会接收，在5天的会议期间，教育学部
师生通过小组会、圆桌会以及张贴论文等多种形式做了十余场学术报告，交流和分享了研究成
果及学术观点。
在与美国雪城大学教育学院首次联合举办的学术交流会上，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向国
际同行展示了华东师大教育学部的发展现状、思路与举措，特别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
交流与合作以及人才计划等，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会议交流和分享了研究成果及学术观
点，传播了中国学者的声音，扩大了教育学部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学部荣耀】


教信系顾小清教授荣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3月7日下午，华东师大隆重表彰了上年度在学校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做出积极贡献的女教职

工、女大学生们。教信系顾小清教授荣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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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之窗】


教育学部 2016 级“佛年班”全英语系列课程之《教育研究设计》开讲
3月13日，教育学部2016级“佛年班”全英语系列课程之《教育研究设计》于文科大楼104

室开讲，2016级佛年班全体学生以及教育学部的众多师生前来聆听。英国牛津大学 Ryan 博士作
为主讲人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教育研究的类型、研究范式、在研究中使用理论的重要性等内容，
学生们纷纷表示获益匪浅。

【科研动态】


考试与评价研究院“高考改革与综合素质评价”全国知名中学校长高峰论坛在深胜利举行
2月23-24日，由考试与评价研究院、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与南方都市报、南方科技大学共同

举办的全国知名高中校长高峰论坛在深圳隆重召开。来自全国86所著名高中的115位校长、专家
齐聚一堂，共同研讨”高考改革与综合素质评价”。


基教所召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三五”基地重大项目开题专家咨询会
3月7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十三五”重大项

目开题专家咨询会在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大楼1113会议室召开。五项课题负责人杨小微、李政涛、
朱益明、黄书光、周彬带领课题组成员参加会议。上海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南京师范大学道
德教育研究所所长冯建军、华东师大教授范国睿、华东师大教授黄忠敬、华东师大社科处副处
长霍九仓等专家参与咨询会。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开题
3月10日，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开题。上午，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

题攻关项目“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研究”开题报告会举行，首席专家、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代
蕊华作开题报告，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和价值，课题设计系统清晰完
整；希望课题组从确定立意、聚焦问题、创新方法和数据采集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课题设计。
下午，由崔允漷教授领衔的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小学
课程实施过程监测研究”开题报告会举行，项目首席专家崔允漷教授在会上就课题的界定、研
究的焦点和路径等进行了汇报。专家组成员围绕研究的总体思路、政策导向等问题，先后对该
项目进行了深入地论证与评议。最后，专家组组长尹后庆总结了专家组对该项目研究的指导意
见。


课程所举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开题论证会
3月11日，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十三五”基地重大项目开题论证会举行。会上，周勇教授、

吴刚平教授、鲍建生（代徐艳斌教授）、胡惠闵教授分别就自己课题《中国课程改革的历史文
化传统与理论建构》、《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整合研究》、《中国学生数学素养测评研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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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课堂转型的中小学教研体系重建》作了开题报告。特邀专家围绕课题中涉及的核心概念
的明确、研究侧重点、理论建构和现实问题、课题研究的聚焦性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评议和论证，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多元视角下的 IB 课程对话”研讨会
3月13-14日，基础教育与终身教育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哲学系、对外汉语学院、

数学系联合主办了“多元视角下的 IB 课程对话”研讨会。会议围绕 IB 课程的哲学理念、课程
内容与结构、课程教学与评价、教师专业发展以及发展现状等多方面内容展开。本次研讨会为
中日学者之间、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和基础教育实践者之间、跨专业学者之间和师生之间搭建了
对话和交流平台，开拓了 IB 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教育视野，进一步推动了我校国际教育研究的进
展。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成功举办“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3月20-21日，教信系举办了“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大会对教育大

数据的理念、技术、实践和未来趋势等多个不同维度进行了热烈研讨，开启了一扇新的研究之
门，门内汇聚了更多跨学科的研究者，共同聚焦教育大数据的研究与应用这一话题，将展开更
多的探索与合作。


“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召开“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院刊《“生命·实践”教育
学研究》首发式暨“社会教育力”专题研讨会
3月25日，“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召开了“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院刊《“生命·实

践”教育学研究》首发式暨“社会教育力”专题研讨会。研讨会最后，叶澜教授对校内外与会
代表表达了深切谢意，并结合大家的发言、讨论，提出了对“社会教育力”深化研究的新思考。


慕课中心大奖赛颁奖暨大规模公开在线研究性学习研讨会举行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小学慕课建设和翻转课堂的有效实施，提升课堂教学效益和学生学习质

量，由我校慕课中心主办的第四届全国中小学教师、高等院校师范生微视频大奖赛颁奖典礼暨
“大规模公开在线研究性学习”研讨会于4月8日举行。


崔允漷、陈霜叶教授“立德树人”研究成果获教育部相关部门采纳
3月7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发来证明，充分肯定了课程所崔允漷、陈霜叶

教授于今年年初递交的研究报告——《立德树人的本质内涵与政策建议》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认为“其研究成果为教育部筹备全国教育大会以及研究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
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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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芳华】


阅读日：是“读书人”
，更是“教育人”
4月13日，在校“文脉丽娃·品读师大”主题活动日的开幕式上，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

所“书途同追”读书会获评校2017年“精品读书会”。


“E-wow”女生课堂”获 2017 年度“绿色校园·优雅生活”校学生工作活动重点立项
学生事务部“'E-wow'女生课堂”项目获2017年度“绿色校园·优雅生活”校学生工作活动

重点立项，“你的寝室也可以很宜家”社区课堂被评为“社区精品课堂”。


教育学部第一届班级特色活动项目答辩顺利举行
3月2日，教育学部第一届班级特色活动答辩顺利举行，来自学部11个系所，本硕博26个班

级参加了答辩。各班答辩人汇报之后，评委们结合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学生工作经验，提出
了许多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建议。


教师教育学院 16 级教学（英语）专业沈茜和宋凯杰同学荣获华东师大第三届“佛年杯” 未
来国际教育领导者训练营“十大优胜者”
教师教育学院16级教学（英语）专业沈茜和宋凯杰同学在华东师大第三届“佛年杯”未来

国际教育领导者训练营中以出色的表现和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成为“十大优胜者”。两位同
学将和胜出的其他八位同学一道远赴澳大利亚悉尼，进行为期三周的澳洲本土学校观察和学习。


教育学部在校“时代极客·师大创造”主题日活动中表现出色
3月1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首个校园主题日的闭幕式上，教育学部“走向大众的人工智能”

分论坛荣获“前沿科技奖”；学生科创项目“Monkids 儿童戏剧创作营——面向社区的儿童教
育戏剧课程开发与实践探索”荣获“最具科普能力奖”。

【师资英才】


教育学部召开管理岗位调研座谈会
近日，学部以午餐会的形式连续召开了两场管理岗位调研座谈暨工作交流会议，会议主要

围绕学部管理岗位考核方案以及管理团队建设设想两个主题，对管理岗人员的聘期考核方案做
了简要说明，并介绍了5、6月的活动策划以及今后的团队建设设想。最后，陈向东主任与汪海
萍书记分别做了会议总结和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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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政教授受聘担任国务院妇儿工委儿童工作智库专家
1月，国务院妇儿工委在京召开了儿童工作智库大会，课程所柯政教授被聘任为第一批儿童

工作智库专家。据悉，智库专家将主要在儿童政策研究、决策咨询、评估督导、专业培训等方
面提供咨询服务。


开放教育学院举办庆“三八”妇女节活动
3月8日，教育学部开放教育学院全体女教工在河西食堂三楼秋林阁餐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包饺子活动，庆祝“三八”妇女节。


教育学部学生事务部举行第三期“青蓝茶叙”辅导员沙龙
3月10日，教育学部学生事务部于文科大楼116室举行第三期”青蓝茶叙”辅导员沙龙。华

东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邱伟光教授与大家深入探讨了”立德树人”中心环节、
意识形态、协同育人、文化自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政教育工作评
价体系、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旁征博引、鞭辟入里，令辅导员们受益匪浅。

【国际交流】


两位法国里昂高师教授来访教育学部共商 JoRISS 教育平台建设
3月1日，中法项目 JoRISS 教育平台建设研讨会召开，里昂高师法国教育研究院（IFÉ）中

法合作项目教育学科协调人 Luc Trouche 教授、教育学部教学事务部白芸主任、国际事务部杨
福义主任、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郑太年副所长、张丹老师等参加了会议。
4月19日，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的 Jean Charles Chabanne 教授为广大师生带来一场题为
“Art(s), Language(s), Education(s), Literacy(ies): ‘Talking about’ Art Experience
as an Art, as an Art for Learners and as an art for

Educators”的学术讲座。讲座结

束后，举行中法 JoRRIS 项目推进研讨会。双方形成共识，希望从分享研究资料开始，探索中法
双方共同举办 workshop 或 seminar 的形式，进一步推进 JoRRIS 项目的研究合作。


教育学部师生一行访问日本筑波大学，并参加第二届“日中教育学研究”学术研讨会顺利
举行
3月6日-8日，教育学部师生在日本筑波大学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学术访问与交流。期间，由

日本筑波大学人间综合科学研究科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举办的第二届“日中教育学研究”
学术研讨会在筑波大学人间系学系召开。本次研讨会充分展现了两校教育学科在研究领域和研
究方向上的交叉性与多元性，以及在研究范式和研究风格上的差异性。教育学部师生至日本筑
波大学的交流访问，不仅扩展与提升了师生的学术视野与实践能力，更推动与加深了两校在教
育领域的深度合作与学术互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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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教师教育学院师生应泰国帕那空皇家师范大学邀请参加学术会议及交流
3 月14-19 日，教师 教育学院 师生应泰 国帕纳空皇家 师范大学 （ Phranakhon Rajabhat

University）邀请赴泰国参加学术会议及交流，拓宽了师生的国际视野，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教
育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提升了师生的学术交流能力。同时，推动与加深了两校在教育领域
的合作与学术交流。


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率团先后赴日本和澳大利亚著名高校访问
3月17－19日，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率团赴日本九州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院进行学术访问，

并与九州大学教育学部长大学院人间环境学研究院坂元一光教授签署”学术合作协议”。签字
仪式结束后，袁振国教授以”现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为题进行了精彩报告，反响热烈。此次缔
约将进一步推动双方在各领域的深入交流与互动。
3月20－24日，为进一步拓展学部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率团赴澳大利
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和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进行学术访问，
并与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部签署“合作备忘录（MOU）”。双方讨论热烈，并达成了各领域的后续
合作意向。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一行来访教育学部商谈教育合作
4月13日，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教育学院院长 Randolph Wimmer、

国际事务副院长 Lynette Shultz、国际事务办公室项目主任 Lucy De Fabrizio 一行三人来访
教育学部。双方重点围绕本科生项目商讨了本科生科研合作的可能及探讨了多种合作途径，从
本科生项目合作逐渐扩展到研究生联合培养以及双方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双方建立长
期深入的合作关系。


学部 36 名研究生入选校 2017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推荐人选名单
近日，学校研究生院公布了我校2017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候选人名单，

教育学部入选人数居领先地位。其中，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全校共计135人，教育学部30人；攻读
博士学位项目全校共计31人，教育学部6人，有效提升了我校教育学科的国际化水准。


课程与教学系与台湾中正大学教育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4月14日，台湾中正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蔡清田教授来访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并举行了课程所

与中正大学教育学院院际合作签约仪式，这将有利于加强海峡两岸课程与教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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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清迈大学教育学院师生来访教育学部

4 月 18 日，泰国清迈大学（Chiang Mai University）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系主任 Charin
Mangkhang 副教授率全系师生访问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就教师培养和在职教师培训等相关
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教育学部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等出席会议。

【媒体关注】


当代教育家｜任友群：用信息技术为乡村教师插上飞翔的翅膀

http://www.ed.ecnu.edu.cn/?p=11598


中国高等教育｜任友群：面向 2030，让中国的教育更加公平优质

http://www.ed.ecnu.edu.cn/?p=10401


教育科学研究｜杨小微、李学良：关注学校内部公平的指数研究

http://news.ecnu.edu.cn/5b/fb/c1835a89083/page.htm


中国教育报｜杨恩来：杜威在华讲学的最早中译本

http://news.ecnu.edu.cn/5c/7f/c1835a89215/page.htm


澎湃｜苏雪云：认为自闭症儿童多天才是一种误解

http://news.ecnu.edu.cn/61/a0/c1835a90528/page.htm


媒体关注｜长宁与华师大签约，打造覆盖幼小初高 15 年整体合作办学模式

http://news.ecnu.edu.cn/67/5f/c1835a91999/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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