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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要闻】


喜迎十九大，教育学部师生共同观看十九大开幕会直播
10月18日，教育学部组织师生在文科大楼、科学会堂阶梯教室等地共同观看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直播，听取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包括
教师党员、学生党员、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学生团员在内的近200名师生共同观看直播。之后，
师生们热烈讨论十九大报告，并表达了自己的感想。


袁振国对话钱颖一：批判性创造性人才培养
10月19日晚，由学校社科处主办、教育学部承办的2017年第19场知名学者学术报告会、第14

场终身教授学术报告会顺利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经
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与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终身教授、教育学部
主任、教育学家袁振国教授，就“批判性、创造性人才培养”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跨界对话。本次
活动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学部副主任李政涛教授主持。


职成所退休教师方敬当选全国道德模范赴京领奖，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
教育学部职成所退休干部、教师方敬因长期在苏北的一个小渔村助学扶困、教化乡邻，倾尽

200余万元积蓄成立“景清奖学金”，资助260名寒门学子步入高等院校而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赴京领奖，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


“我与教育同行”教育学部 2017 年重阳节慰问暨表彰活动圆满举行
10月24日，教育学部开展了“我与教育同行”为主题的重阳节系列慰问暨表彰活动。来自原

教科院、开放教育学院、原学特学院、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教育管理学系及附属幼儿园
的近400名离退休教师参加了活动，学校副校长梅兵、离退休党工委书记黄平、学部主任袁振国、
书记汪海萍、副书记万明霞、副主任代蕊华、副书记沈晔，以及各院系所书记和主任及学部各
事务部主任等出席活动。


“‘十九大’后中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专题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10月31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和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

院承办、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协办的“‘十九大’后中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专题研讨会”在我校
召开。研讨会邀请了二十多位教育研究、实践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教育行政管理者，与广大教育
研究者、高校师生齐聚丽娃河畔，在全党全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围绕新时代
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趋势，特别是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进行
讨论，为教育深化改革贡献智慧，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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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式评估
11月2日，教育学部迎来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式评估检查。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黄晓玫、

上海市市西中学校长董君武两位专家莅临，采用听取汇报、师生访谈、走访听课等形式，对教
育学部六个系部的七个本科专业开展了本科教学质量审核式评估检查工作。专家组对教育学部
在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并希望进一步推动更多高层次
人才投入本科教学，优化实践实验教学体系，更好发挥教师教育引领作用，更加精准打造与一
流本科教育相匹配的教学管理制度等。


第三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在我校隆重举行
11月5-6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

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在我校隆重举行。此次会
议吸引了海内外诸多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和参与，对于全国教育实证研究的深入开展和中国教育
研究中实证研究范式的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教育学部教育心理学系举行成立仪式
11月18日，我校举行了隆重的教育学部教育心理学系成立仪式。教育部教材局副局长申继

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高教处处长桑标、我校李志斌副校长、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育学部
党委书记汪海萍、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院长周永迪等校内外领导出席，美国雪城大学教育学院
院长路易斯·威尔金森、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傅小兰等二十几位海内外专家学者远道而来致辞
祝贺，教育学部领导班子和部分系所负责人、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部分领导和教授代表也到会
见证。


教育学部 2017 年运动会顺利举行
11月22日，教育学部2017年运动会在中山北路校区体育馆举行，五百余名师生参与其中。



教育学通过学位点合格评估
12月11日，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完成了学位点合格评估。专家组对教育学学位点的整体

发展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专家组一致认为，教育学已经发展成为体系完整、专业特
色鲜明的传统优势学科，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专家
组一致同意教育学通过学位点合格评估。


教育学部第一届教代会第三次会议胜利召开
为凝聚共识，共担使命，积聚力量，教育学部第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12月6日

顺利召开。学部主任袁振国、党委书记汪海萍等62位正式代表及相关院系所负责人作为列席代
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学部党委副书记万明霞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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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会教师培训者联盟”2017 年年会在我校举行
12月14-15日，中国教育学会与华东师大开放教育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教育学会教师培训

者联盟”2017年年会在我校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和代表共计六百余人与会，围绕“教
师培训的实践与创新”主题，共商教师培训者的专业发展。


教育学部成功举办“GO！18” 2018 年新年晚会
12月20日，教育学部举办了“GO！18″新年晚会。校学工党委副书记朱文佳、学生工作部副

部长李燕、校团委副书记王子彧以及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党委书记汪海萍、副主任代蕊华、
党委副书记万明霞、党委副书记沈晔出席了本次新年晚会。


教育学部管理团队举办“添彩 2018”联欢晚会暨 MINI 垂直健身跑
12月21日，教育学部举办了“添彩2018”管理团队联欢晚会。学部主任袁振国、书记汪海萍

等全体领导、各事务部主任以及来自学部机关各事务部、各院系所管理岗老师齐聚文科大楼，
用“HOMEPARTY”联欢及登高的形式共贺新年。


教育学部举行学习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教育学部党委于12月26日组织了学习十九大精神专题报

告会。上海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上海开放大学副校长王伯军同志应邀到教
育学部作题为“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新要求”的专题辅导报告。学部党委副书记万明霞、沈晔、
教工支部书记及师生党员代表200余人参加学习。会议由万明霞主持。


“聚焦 2035 中国教育”教育现代化智库论坛在我校召开
12月26日，华东师范大学和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联合主办、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中国教育智库网、中国教育智库联盟承办的“聚焦2035中国教育”教育现代化智库论坛在我校
召开。论坛邀请了参与“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研究的学术团体以及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分享
他们对2035中国教育的认识、理解与展望；聚焦2035中国教育的共同愿景，分析当前国家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问题、重点任务和行动策略。

【学部荣耀】


职成所徐国庆教授成功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所长石伟平教授被评为“当代教育名家”
近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公布2017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人员名单，职

成所徐国庆教授成功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所长石伟平教授被评为“当代教育名家”。


高教所阎光才教授入选中宣部“2017 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及“国家‘万人计
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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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获得 2016—2017 学年“银杏杯”文艺汇演团体一等奖
11月6日，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2017级新生文艺汇演。本次晚会颁发了2016—2017学年“银

杏杯”文艺汇演团体奖项以及2017年新生文艺汇演的各类奖项，其中教育学部获得2016—2017
学年“银杏杯”文艺汇演团体一等奖。


教育学系 2016 级博士研究生郭海骏获得第七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提名奖
11月27日，上海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为荣获第七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和

提名奖的青少年朋友颁奖。教育学系2016级博士研究生郭海骏获得第七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
创新市长奖”提名奖。

【教学之窗】


国际课堂分析实验室成功举办两期专家工作坊
由课程所肖思汉博士主持的“国际课堂分析实验室”先后举办了两期专家工作坊，聚焦课堂

教学研究、视频分析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度研讨。10月17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副院
长、著名国际比较教育专家 Lynn.W.Paine 教授应邀以“如何做课堂教学的国际比较研究”为题，
主讲了实验室的第一期专家工作坊。
11月2日，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国际课堂研究中心主任 David
J.Clarke 教授及国际课堂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Esther Chan 博士以“视频分析与数学课堂研究”
为题，主讲了实验室的第二期专家工作坊。


教育学部教学委员会召开 2017 年全英语课程建设项目答辩评审会
10月18日，教育学部教学委员会组织召开2017年全英语课程建设项目答辩评审会。会议分

三项议题：一是对2017年申请的第三批全英语课程建设项目进行立项评审，结合课程的建设基
础、目标定位、学生需求、课程受益面等因素，最终表决通过了四门课程的立项申请；二是对
2016年立项的第二批全英语课程建设项目进行中期检查，根据学部全英语课程建设方案，审议
表决通过了其中四门课程的中期检查；三是对2015年立项建设的第一批全英语课程建设项目进
行结项验收，评委们审议表决通过了四门课程的结项验收。


教育学部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本科评估反馈会
11月15日，教育学部召集本科六个系部教学负责人召开了本科评估反馈会，学部副主任黄

瑾对各系在迎评工作中的辛勤付出表示了感谢。之后，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全面介绍了评估专
家的反馈意见，并强调加强学风建设工作将作为今后的常规工作来开展，希望各系部能够继续
强调课堂教学规范，组织教师进行常规听课，加强教学研讨，进一步提升本科教学质量。最后，
参会人员就大类培养分流工作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进行了讨论，并对大类培养方案的完
善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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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管系成功举办第一届“学校治理与教育变革”国际研讨会
教育管理学系（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第一届“教育治理与学校变革”国际研讨会于12月

2日举行。参与本次研讨会的有来自香港教育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协和教
育集团等多所高校、办学团体的教育管理领域内的学者和专家，亦有从美国、芬兰和日本等国
际比较视角出发的外国学者，在本次研讨会上了分享了关于教育治理与学校变革在世界上不同
国家的发展动向和经验反思。


“文化记忆：百年珍藏教科书展”成功举办
12月1-3日，由学校博物馆、教育高等研究院及首都师范大学教科书博物馆（筹）共同举办

的“文化记忆：百年珍藏教科书展”在我校中山北路校区图书馆二楼举办。本次书展作为全国
范围内百年中国珍藏教科书的展示与论坛活动，力图彰显教科书文化的精神内涵。


全国高中校长高峰论坛在江西上饶举行
12月15日，由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办、江西省上饶市教育局承办的“新时代·新教

育·新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与学校发展”全国高中校长高峰论坛在上饶市政府会议中心隆重
举行。华东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院院长陈玉琨、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代蕊华、副主任
刘莉莉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高中校长参加了论坛。此次论坛主要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与学校发展的关系，研讨了中国特色高考招生制度体系的构建，为进一步落实《关
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科研动态】


“上海深化课程改革的经验、挑战与对策”研讨会召开
11月1日，课程所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委托，开展重大项目合作专题研讨会，主

题聚焦“上海深化课程改革的经验、挑战与对策”，对十二个子项目在立项以来的预期成果、研
究进展、问题发现、下一步研究计划等展开集中研讨和交流。会议由胡惠闵教授主持，项目组
全体研究人员参加。


PISA 测试之父 Schleicher 部长来访权威解读 PISA 数据对学校教育的启示

11月24日，应课程所所长崔允漷教授之邀，PISA 测试之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教育和技能部部长 Andreas Schleicher 先生来访，主讲华东师大最高级别的大夏讲坛报告，题
为“PISA 数据告诉我们：学校可以办得更好”。


柯政教授、崔允漷教授等 7 份咨询报告获得省部级采纳及领导批示
本季度，课程所崔允漷教授、杨向东教授、柯政教授提交的多篇咨询报告获得教育部、上海

市相关部门的采纳，并有2份获得了上海市翁铁慧副市长的批示，为国家及上海市的课程改革提
供了有效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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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论文标题

期刊名称

发表时间

崔允漷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现状调研报告

教育部教材局

2017.12

崔允漷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新体例

教育部教材局

2017.12

普通高中学业质量标准研制方案

教育部教材局

2017.12

杨向东

普通高中学科核心素养研制思路

教育部教材局

2017.12

柯政

中小学教材质量问题分析

柯政

对新高考物理科问题的认识与建议

崔允漷
杨向东

柯 政



上海市委宣传部舆情处采纳
上海市翁铁慧副市长批示
教育宏观政策专报
上海市翁铁慧副市长批示

化解新高考改革后物理科问题的可

教育成果要报

行方案

2017.4

2017.10

2017.12

国际课堂分析实验室与墨尔本大学国际课堂研究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近期，课程所国际课堂分析实验室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国际课堂研究中心的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暨“学生参与”项目启动仪式正式举行。双方将重点围绕“学生参与”这一课堂研究的核
心问题展开一系列的合作研究。


STEM 教育跨界高峰论坛暨 STEM 教育发展共同体筹备大会在上海举行
12月1-3日，由考试与评价研究院、国际慕课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STEM

教育研究中心支持的“STEM 教育跨界高峰论坛暨 STEM 教育发展共同体筹备大会”在上海举行。
会议实现了高校与基础教育的对接、理科思维与文科思维的碰撞、学校与企业的联动、传统学
科与人工智能的结合、理论研讨与实际行动的互相促进，是“跨界”的最好表现，也为推动中国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推动 STEM 在中国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


“人工智能与教育质量保障高峰论坛”举行
12月11日，由考试与评价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和安徽七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共

同举办的“人工智能与教育质量保障高峰论坛”举行，论坛聚焦人工智能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作
用。来自全国各省市210所著名高中的校长、教务主任参加了本次跨界盛会。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成功入选“中国智库索引 CTTI 来源智库”
12月20日，由光明日报社、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2017中国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

坛”在北京隆重召开，课程所所长助理肖思汉博士代表课程所出席会议并接受中国智库 CTTI 来
源智库证书，课程所凭借突出的优势正式入选 CTTI 来源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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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教育”联合实验室揭牌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成功举行
12月20日，华东师范大学——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智能+教育”联合实验室揭牌暨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成功举行。我校副校长汪荣明和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轮值总裁吴晓如作为
双方代表进行揭牌，教信系（工程中心）主任顾小清教授和上海科大讯飞副总裁吴欣作为双方
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学子芳华】


教育学部为国庆留校学子举行“新生游上海”活动
10月5日，教育学部为50名十一假期留校的2017级新生组织了一场有爱的“新生游上海”活

动。在学部党委副书记沈晔、学生事务部副主任孙梦等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先后赴金茂大厦、
上海植物园等地参观学习，在增进对上海了解的同时，也感受到学部大家庭的关怀，进一步增
强了集体归属感和荣誉感。


教育学部组织开展 2017 年度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培育项目遴选工作
10月18日，教育学部教学事务部组织开展了2017年度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培育项目的遴选

工作。根据各本科生培养单位首轮遴选推荐，获推荐负责人分别从选题价值、项目可行性、研
究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答辩陈述，评委专家们认真点评，并给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经过两轮严格
的评选和答辩，教育学部最终确定拟立项目39项。


教育学部第三届大学生科研基金项目立项答辩结束
教育学部10月开展了第三届大学生科研基金立项申报工作。截止11月3日，共计收到来自教

育学部各学院、系、所共计166个申报项目。11月7日、8日晚，项目立项答辩在田家炳教育书院
举行。经过严格考核，共有134个项目通过答辩，获得立项。



“出彩 E 家人”教育学部第二届新生合唱大赛举行
12月8日，教育学部举办了第二届“出彩 E 家人”新生合唱大赛，来自学部的12个新生合唱

团、5家学部社团代表，以及教育学部关工委、辅导员老师参加了“出彩 E 家人”教育学部第二
届新生合唱大赛，500多名师生共同观看了演出，丰富了师生们的课余生活。



教育学部第四届一期团校结业典礼举行
12月22日，教育学部第四届一期团校结业典礼顺利举行。学部党委副书记沈晔，学生事务部

主任杨光富、副主任孙梦，学部团委书记白雪源、副书记胡航出席典礼。本期团校严格进行动
态考核，共评选17名优秀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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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完成困难补助与贷款发放工作
截止到2018年1月，教育学部完成2017级新生困难补助的发放，共计87600元，惠及215名新

生；完成“2017年冬季送温暖”工作，发放共计73400元，惠及697名学生；完成2017年返乡路费
补助发放工作，共计144600元，惠及284名学生；完成生源地和校园地贷款资料收集、通知工作。


教育学部各类奖助学金评选
截止到2018年1月，教育学部顺利完成研究生、本科生各项奖助学金评审工作，评定各类奖

学金共计18项，涉及664人次、总计247万元。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

【师资英才】


胡航获上海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展示活动一等奖
11月15日，由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办的2017年上海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展示活动决赛在华东政法大学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教育学部专职
辅导员胡航脱颖而出，获得大赛一等奖。


孙梦获评上海市 2017 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
在2017年“知行杯”上海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中，教育学部专职辅导员孙梦被评为上海市

2017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

【国际交流】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代表团访问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和牛津大学
10月19日，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代表团访问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代表团由国家教育宏

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郅庭瑾带队，教育学部科研部主任柯政、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国家教
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宛姝和晨晖学者刘皛参加访问。此次出访通过一系列实质性的座
谈和面对面的交流，拓展了国际交流的新渠道，为接下来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等国际合作奠
定了扎实基础。


课程所受邀参加 OECD 2030 教育项目会议分享中国课程改革最新经验
10月23日-25日，应 OECD 2030教育项目组邀请，王涛博士代表崔允漷教授赴法国巴黎参加

了 OECD 2030教育项目的第六届工作会议。王涛博士向多国与会代表介绍了教育研究和改革的
中国经验，也与多国负责课程设计的教育部门和组织建立了初步联系。


教育学部承办法国里昂高师副教授 Sophie Soury-Lavergne 的学术讲座
10月25日，教育学部承办了由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主办的一场题为“Digital and tangible

artefacts for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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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rs”的学术讲座。来自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的 Sophie

Soury-Lavergne 副教授担

任主讲。


“维多利亚大学－华东师大教育论坛”顺利举行
11月6－7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育学部主任 Ralf St. Clair 教授率团8人来访教育学

部，举办了为期2天的“维多利亚大学－华东师大教育论坛”。双方师生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并就未来合作研究展开了研讨，双方皆收获颇丰。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代表团访问教育学部
11月8日，英国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教育与终生学习学院院长

Richard Andrews 教授,以及该学院程銘博士来访教育学部。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国际事
务部杨福义主任等接待了来访代表团。双方围绕针对硕士研究生开展1+1+1“三明治”式培养模
式，以及开展博士生联合科研指导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初步达成了推动两校在教育领域展
开交流与合作的意向。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代表团访问教育学部
11月10日，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代表团访问教育学部。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国际事务部杨

福义主任、教育管理系董辉副主任以及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刘皛博士等参与了接待。双方
在教师短期互访以及博士生短期互访合作方面达成共识，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签署专项合作协议
后，于明年春季开始执行两个合作项目。


加拿大女王大学代表团访问教育学部
11月21日，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副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 Brenda Brouwer

教授、教育学院院长 Rebecca-Kapler 教授以及女王大学中国代表处张志尧博士一行三人访问教
育学部。学部党委书记汪海萍教授，国际事务部杨福义主任、胡玉曼，教学事务部白芸主任，研
究生院专业学位办公室华春燕主任以及学校国际交流处邱月老师接待了代表团一行。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代表团访问我校
11月27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院长 Glen Jones 教授，行政院长 Helen

Huang 女士访问教育学部。学部袁振国主任、国际事务部杨福义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李梅副教
授接待了代表团。此次会谈加深两校师生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进而探索全面推进其他方
面合作的可行性。


课程所举办中小学课程实施过程监测专家咨询会
12月1日，受课程所所长崔允漷教授邀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课程实施调查

（Surveys of Enacted Curriculum，SEC）项目主任 John Smithson 教授、Jacqueline Iriba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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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来访，并出席了中小学课程实施过程监测项目专家咨询会。会议由崔允漷教授主持，围绕
全国中小学课程实施监测的几个重要问题，双方进行了热烈的咨询与讨论。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俄罗斯多位知名教授来访教育学部
11-12月，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教育学部主任 IsakFroumin 教授和高等教育管理系系主

任 Mikhail Lisyutkin 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育研究中心成员及美国课程实施调查项目
（Survey of Enacted Curriculum, SEC）主任 John Smithson 教授、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
Fernando Reimers 教授先后访问教育学部，并做客华夏课程论坛，为广大师生带来精彩的学术
报告。


美国西东大学教育学院教育领导、管理与政策系教授来访高教所
美国西东大学教育学院教育领导、管理与政策系教授 Elaine Marie Walker & Martin Joel

Finkelstein 来访高教所，并分别举行学术讲座。Elaine Marie Walker 教授报告的题目为“项
目评估趋势：美国、中国和国际发展的视角”（Trends in Program Evaluation: US,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Martin Joel Finkelstein 教授报告的题
目为“比较视野中的学术职业”（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媒体关注】


中国教育报｜丁钢：共享教育将催生新的教育格局

http://www.ed.ecnu.edu.cn/?p=14866


解放日报｜卜玉华：要构建怎样的教师形象

http://www.ed.ecnu.edu.cn/?p=14883


中国教育报｜任友群：全方位助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

http://www.ed.ecnu.edu.cn/?p=14941


人民政协报｜李政涛：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变与不变”

http://www.ed.ecnu.edu.cn/?p=15558


光明日报｜胡耀宗：深刻理解保障国家教育投入的战略

http://www.ed.ecnu.edu.cn/?p=1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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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d.ecnu.edu.cn/?p=1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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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李政涛 文娟：凝聚“系统教育力”

http://www.ed.ecnu.edu.cn/?p=16004


联合时报｜金忠明：更好运用数据工具 提升高校管理效益

http://www.ed.ecnu.edu.cn/?p=16137


中国教育报｜钟启泉：能动学习培育关键能力

http://www.ed.ecnu.edu.cn/?p=16181


中国教育报｜钟启泉：注重成长心态与反思能力

http://www.ed.ecnu.edu.cn/?p=16221


中国教育报｜代蕊华：更加关注未来农村教育的发展

http://www.ed.ecnu.edu.cn/?p=16224


文汇报｜崔允漷：课程改革——寻找中国经验的国际意义

http://www.ed.ecnu.edu.cn/?p=16471


中国教育报｜任友群：后发地区更要落实“教育优先发展”

http://www.ed.ecnu.edu.cn/?p=16623


中国教育报｜钟启泉：不让贫困阻断儿童未来

http://www.ed.ecnu.edu.cn/?p=16639


文汇报｜陈玉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如何担当先导 由“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
中小学须紧跟现代科技变革步伐

http://www.ed.ecnu.edu.cn/?p=16696


半月谈｜任友群：开启“教育信息化 2.0”新时代

http://www.ed.ecnu.edu.cn/?p=169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华东师范大学以“五个一百”为抓手，积极推进教育人才培养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133/s169/201710/t20171017_316497.html?from=t
imeline


教育学部胡航获上海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展示活动一等奖

http://news.ecnu.edu.cn/b8/39/c1851a112697/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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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龄 22 岁的他们，今天从市长手中接过了奖杯！

http://www.jinciwei.cn/b26465.html


“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获奖名单公布！

http://mp.weixin.qq.com/s/KVDAQva393xQbyn8bBui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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