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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要闻】


新时代发展素质教育高峰论坛举行
1月8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报刊社、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共同

举办的“社团建设，实践育人——新时代发展素质教育高峰论坛”隆重举行。华东师范大学党
委书记童世骏，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连保军，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郭为
禄，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方平，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张艳萍，复旦大学校长助理苟燕楠，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庞海
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等出席论坛。会上，各位与会者就“为什么发展学生社
团”、“社团的价值”和“如何发展学生社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教泽绵长齐见证 桃李芬芳又一春——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迎来 65 周年园庆
1 月 10 日，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迎来 65 周年华诞。华东师大附属幼儿园于 1952 年正

式建园，2013 年进入上海市一级园行列；2014 年以来，在教育学部的指导下，幼儿园陆续被评
为国际生态学校、上海市百家创意绿园示范园、上海市节水型托幼机构等，实现了绿色办园、
书香办园。此次园庆典礼，是献给每一位关心、陪伴幼儿园发展，为幼儿园殚精竭虑、贡献力量
的人们的最好礼物。



教育学部举行 2017 年度教学科研单位考核会议
1月19日，教育学部召开了2017年度教学科研单位考核会议。教育学部下属的21个教科研单

位行政负责人，分别在会议上作陈述汇报。各考评委员会委员根据各单位的陈述汇报、考核统
计指标数据以及回答问题的情况等各方面因素，对各单位2016年度与2017年度的综合绩效水平
进行了评议。



学校任命黄瑾同志为教育学部党委常务副书记
1月19日，教育学部召开教师干部大会，学校副校长戴立益、党委组织部部长程静出席会议。

会上，程静代表学校党委宣读了党委常委会决定，任命黄瑾同志为教育学部党委常务副书记。
戴立益副校长在讲话中指出，希望教育学部以学校充实学部党委领导班子为契机，攀高望远，
在学校“双一流”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把宣传工作融入“新时代”之中——教育学部 2017 年度宣传工作总结会顺利举行
为加强宣传员队伍建设、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教育学部于1月11日举行了2017

年度宣传工作总结会，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把宣传工作融入‘新时代’之中”。党委副书记沈
晔、学部副主任李政涛出席会议，学部各事务部及所辖各单位宣传员共30余人参加，会议由沈
晔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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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 300 余名师生党员集体观看影片《邹碧华》
根据学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实践活动的重点任

务部署，教育学部党委于1月15日组织师生党员集中观看电影《邹碧华》，学习新时代重大先进
典型，共计347名师生党员参加集中观影。


齐抓共管安全工作 落实创建“平安学部”——教育学部 2017 年安全工作总结研讨会顺利
举行
为了总结回顾教育学部2017年安全工作，进一步做好安全管理工作，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同

时加强安全员队伍建设，1月16日下午教育学部举行了2017年安全工作总结研讨会。保卫处副处
长孙振华、后勤保障部部长助理王婧、物业负责人陈书鸿、学部党委副书记沈晔、综合办公室
主任邹文、学部安全员及下辖各单位兼职安全员共3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教育学部综合办公
室主任邹文主持。


“交叉融合的教育科学基础研究暨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讨会”举行
2月27日，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和华东师范大学共同主办

的“交叉融合的教育科学基础研究暨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大会旨
在进一步加强教育科学与信息科学、神经科学、生命科学及其他相关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
的交叉融合研究，探索教育科学基础研究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交流新时代中
国教育发展所需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案。


教育学部召开“加快国际化进程，全面深化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专题会议
3月1日，教育学部召开“加快国际化进程，全面深化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专题会议，旨在

充分贯彻深化国际合作的发展战略，通过制度化、成果导向、责任到人的战略方针，全面推进
教育学部国际化进程。会上，学部主任袁振国就十三个专题项目设置的目的、意义等进行了说
明，并布置了相关推进工作，各项目负责人就各自承担项目的前期准备和开展情况进行了汇报，
并就以后工作开展提出了设想和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振国对话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赵勇
3月20日晚，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与华东师范大学全球讲席教授、

美国堪萨斯大学杰出教授赵勇就“假如没有学校：智能时代的教育重建”的话题展开了一场关
于未来教育的精彩对话。对话活动由教育学部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教授主持。当晚，校内师
生代表、部分中小学校长、基层学校教师等近300人参加了活动。


教育学部第四届第二期团校开学典礼顺利举行
3月23日，教育学部第四届第二期团校开学典礼顺利举行。校团委书记刘麒，学部党委副书

记沈晔、学生事务部主任杨光富、副主任孙梦、团委书记白雪源，团委副书记胡航、吴丹出席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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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此外，参加开学典礼的还有教育学部学生联合会主席团、中心主任，以及35名本期团校学
员。


周傲英副校长带队视察教育学部开学工作
2月25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傲英、教务处处长雷启立等一行，来到文科大楼视察

教育学部新学期开学工作。教育学部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副主任黄瑾、党委副书记沈晔、教学事
务部主任白芸、综合办公室主任邹文接待了校领导一行。周校长详细询问了教育学部新学期各
项工作的准备情况和学生返校报到情况。黄瑾副主任简要介绍了学部新学期各项工作安排。周
校长表示对教育学部即将实施的本科大类招生培养改革寄予厚望，希望教育学部不断进取、开
拓创新，开展好各项人才培养改革工作。


教育学部党委第四期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开班仪式顺利举行
3月28日下午，学部党委第四期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开班仪式举行。政治学系党委书记

赵正桥做首场主题为“党的理想、性质和宗旨”的专题辅导报告。本期培训班共有97名学员，来
自教育学部13个院系所，由21个学生党支部推荐产生。据悉，本期党校将持续2个月时间，通过
组织专题辅导、主题研讨、参观考察、座谈交流、专题调研等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切实提升培
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学部荣耀】



教育学部课程所多位专家收到教育部教材局的“感谢信”
教育学部崔允漷、任友群、杨向东、王祖浩等多位教授分别收到来自教育部教材局的“感谢

信”。教育部教材局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各位委员在教育部新一轮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
标准修订中做出的重要贡献。

【教学之窗】


教育学部召开《质性研究经典导读》系列丛书编写暨《教育的质性研究方法》课程建设研
讨会
1月4日上午，教育学部召开《质性研究经典导读》系列丛书编写暨《教育的质性研究方法》

课程建设研讨会，该课程首席专家丁钢教授、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及课程团队成员、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教育心理编辑部编辑师文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丁钢教授主持。会上，
课程团队就《质性研究经典导读》系列丛书的编写事宜进行了研讨；同时，大家还就下学期“2+1”
学分制的《教育的质性研究方法》及其系列模块课程进行深入研讨，明确了相关授课内容、授
课形式及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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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组织召开研究生全英语课程建设专题研讨会
1月8日下午，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了研究生全英语课程建设专题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加

快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程，推动研究生全英语课程建设。教育学部副主任黄瑾，教学事务部主
任白芸、副主任赵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彭正梅，教育
信息技术学系主任顾小清以及全体研究生全英语课程建设项目立项教师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黄
瑾主持。



教育学部组织召开 2018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专家评审会
3月5日，教育学部举行了2018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专家评审会，学部

学位委员会和教学委员会共五位专家参加了评审工作。今年学部共有近40名同学申请“国家建
设高水平公派研究生项目”，各位专家从申请人的综合素质、发展潜力、拟留学单位及专业的
国际认可度及其与国内所学专业的关联度、国外导师的学术背景、出国学习计划的可行性等方
面，对申请人进行了考察，并最终确定了申请人的推选顺序。



教育学部组织召开本科大类培养工作会议
3月9日，教育学部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本科大类培养工作会议，研讨大类培养工作进展。黄

瑾首先强调本科大类培养工作要坚持以学生为本，以提高学生的素养和能力为中心的原则，从
而推动学部本科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提升本科培养质量。随后，各系部从课程内容、师资团
队等方面依次对专业导航课程进行了全面阐述并交换了意见。各位专家就教育学一级学科课程
模块建设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形成初步共识，对拓展课程模块建设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教育学部组织召开教育学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程之《西方哲学和人的教育》课程建设研讨
会
3月30日，教育学部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西方哲学和人的教育》课程建设研讨会。教育学

部主任袁振国、该课程首席专家哲学系高瑞泉教授、课程建设团队全体成员及教学事务部主任
白芸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学部主任袁振国主持。

【科研动态】


首届“教育治理与教育宏观政策分析”论坛举行
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主办、华东

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研究院承办的首届“教育治理与教育宏观政策分析”论坛于1月6日举行。各
机构的专家学者共30余人，汇聚一堂，共同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矛
盾、新特征、新举措，总结2017年我国宏观教育政策与教育改革成就，探讨我国教育治理的内
在逻辑，研究推进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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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高等研究院成功举办“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术论坛
教育学部教育高等研究院于1月6-7日举办了“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术论坛，主题为“教

育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本次论坛邀请了二十多位在国内教育文化研究领域已获得一些前
沿的研究及其成果，在教育学界形成了相当的学术影响的学者，通过对教育文化研究的主旨、
领域、方法与行动等方面的回顾与前瞻，交流研究成果与推进计划，共同展现具国际学术前沿
多边互动实力的学术流派。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顾小清教授负责的《中小学生创新教育实验室建设标准》教育行业标准
提案通过审查
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主任顾小清教授负责的《中小学生创新教育实验室建设标准》

教育行业标准提案通过了立项审查，正式进入 CELTSC 标准体系，成为2018年第一批教育行业标
准研究项目。


宏观政策研究院举行“上海教育综合改革情况调查专题研讨会”
为了更好地做好教育决策咨询研究工作，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于1月26日

下午举行“上海教育综合改革情况调查专题研讨会”，邀请上海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主任陈郭
华同志参与研讨。宏观院院长郅庭瑾、宏观院副院长朱益明以及专职研究员和博士后人员等10
人参与讨论。


学部新获 3 项 2018 年度上海哲社（教育学）研究项目
根据上海市教委公告，经学科组专家评审，对2018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公示。

教育学部3项课题获批，其中2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1项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教育学青年项目。据悉，本次全市共确定15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
目、5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青年项目。



项目名称
双一流背景下上海高校国际人才的引进与发展研究

申请人
李梅

级别
哲社一般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的优质资源内生机制研究

李伟胜

哲社一般

基础研究对高校智库建设的影响机制研究

刘皛

哲社青年

“学校改进与伙伴协作”第十届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3月9-11日，来自中国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240多名大学专家学者、一线中小学校长教师

齐聚华东师范大学，参加“学校改进与伙伴协作”第十届学术研讨会。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华东
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主办，香港田家炳基金会协办。


助力“三区三州”教育信息化——华东师范大学创新培训平台项目在行动
3月12-13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校开放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闫寒冰教授带领的6人团队赴迪庆

州开展信息化建设专题调研。接下来，华东师范大学将与迪庆州项目工作组通力合作，针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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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实际问题和现实需求，充分整合已有优质资源和社会力量，以信息技术应用为突破口，为
贫困地区学校提供有助于其长期发展的系统解决方案，促进学校信息化整体水平提升，不断凝
炼与萃取适合贫困地区学校的成熟信息化发展模式，使其辐射更多的学校，助力“三区三州”
教育建设。


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牵头完成的《信息技术学习、教育和培训电子书包终端
规范》国家标准（GB/T 36095—2018）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正式发布，实施日期为 2018 年
10 月 1 日。



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课题“当前主要国家和地区财政教育经费和全社会教育经费投入比较
研究”顺利开题
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系教授、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万朋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

攻关课题“当前主要国家和地区财政教育经费和全社会教育经费投入比较研究”论证会于3月24
日举行。专家组对课题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他们也结合自己的丰富经验，对课题提出了期
盼和建议。张万朋教授及课题组老师认真听取和吸纳了专家们的意见，将进一步完善课题研究
设计，希望能够取得优秀的科研成果，高质量地完成重大攻关课题。

【学子芳华】


“部”同凡响，凝心聚力——教育学部学生联合会 17 年总结会举行
1月3日下午，教育学部学生联合会2017年总结会如期举行。教育学部党委副书记沈晔、学生

事务部主任杨光富、团委书记白雪源，团委副书记胡航、吴丹出席大会。沈晔老师首先代表学
部党委，对学生联合会一年来取得的各项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随后，各分管主席依次就本学
期的中心工作做简要汇报。最后，为进一步激励先进，表彰优秀，学生联合会2017年共遴选23
名“优秀干事”，白雪源、胡航、吴丹三位老师分别为“优秀干事”颁发荣誉证书。



教育学系举行 2017 年度全体研究生表彰大会
1月9日，教育学系2017年度全体研究生表彰大会在文科大楼118室举行。学部党委副书记沈

晔、教育学系主任黄忠敬、副系主任程亮、党支部副书记董轩、辅导员李林、杜明峰及100多名
硕、博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大会。会议对2017年获得各类奖励的同学进行了表彰，并回顾2017年
所获成绩，展望2018年工作。



教育学部 2017 年本科生国际交流成绩喜人
2017年学部共有47名本科生通过联合培养、寒暑假交流项目、海外实习、短期出访等形式赴

国(境)外交流，分别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日本明治大学、
以色列海法大学、香港教育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近20所海内外知名高校进行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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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学习。参与交流的同学们表示，国际交流不仅增长了个人见识，更获得了宝贵的人生体验，
收获颇丰。


“教”出精彩——戊戌闹春，师生同乐——教育学部“嗨 18”寒假留校师生同乐会举行
为了丰富教育学部寒假留校学生的假期生活，庆祝新春佳节，教育学部于2月8日开展了“嗨

18”寒假留校师生同乐会。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学部副主任代蕊华、陈向东、学部党委副书记
沈晔、学生事务部主任杨光富、团委书记白雪源、团委副书记吴丹以及寒假留校的教育学子共
度佳节。



新学期学生党员年统工作顺利完成
为推进党员发展培养的过程化管理，严格规范学生党员发展培养过程，学部学生事务部党

建中心于3月份启动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申请人信息年度统计工作。经统计，截止3月，教
育学部共有学生党支部30个，学生党员712人，学生入党积极分子252人，入党申请人466人。



职成所举行学生工作汇报交流会
3月13日，职成所在文科大楼607举行学生工作汇报交流会。参与本次交流会的人员有教育

学部党委副书记沈晔、学生事务部主任杨光福、学生事务部副主任孙梦、职成所支部书记匡瑛、
支部副书记朱敏、2015级辅导员顾珊、2016级辅导员徐峰及2017级辅导员周瑛仪。


教育学部党建中心组织纪录片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专场观影活动
3月21日，教育学部学生事务部党建中心组织纪录片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专场观影活动。

学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7名委员、11个学生党支部的近80位党员共同参加观影。教师教育学
院2017级研究生文科支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2017级硕士研究生支部、佛年班2016、2017级研
究生党支部等支部也依托各个观影平台自发组织观影。截止目前，共计300余名学生党员参加集
中观影。观影后，各党支部通过线下组织生活、线上分享交流的方式，即时交流观影体会，传递
着教育学子的使命和担当，为祖国喝彩、为祖国点赞。

【师资英才】


教育学部学生事务部顺利举行第十期青蓝茶叙活动
1月12日，教育学部学生事务部“勇者常为新，奋斗2018”第十期青蓝茶叙活动顺利举行，

学部党委副书记沈晔、学生事务部主任杨光富及学部全体辅导员参加了此次活动，孙梦、吴丹
两位辅导员作校外学习心得发言，会议就寒假活动安排和下学期重点工作交流了意见。


教育学部引进四位教师
近期，教育学部新进四位教师，分别是黄巧绫、高星原、张博、郁赟。以下是四位教师的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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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巧绫，晨晖学者，博士，毕业于台湾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引入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高星原，博士，毕业于美国西密歇根大学研究与技术系教育领导学专业，引入教育学系。
张博，博士，毕业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教育技术学-虚拟增强现实技术专业，引入高峰博士后。
郁赟，博士，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育学专业，引入高峰博士后。


教育学部工会的美食制作社团首次活动“美味开幕”
3月28日，教育学部工会组建的美食制作社团顺利开展了第一次活动。来自教育学部各部门、

院系及幼儿园的25名老师参加了此次烘焙巧克力饼干活动。

【国际交流】


澳门大学 Teo Timothy 教授来访教育学部
1月3日-6日，澳门大学 Teo Timothy 教授来访教育学部。来访期间分别同教育信息技术系、

教育心理学系师生以及学部高峰博士后开展学术交流会。



迈阿密大学副教授沈迹到教育学部为师生做学术报告
1月3日上午，美国迈阿密大学副教授沈迹应邀到访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工程中心）

为师生做题为“Examin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llaborative Multimodal Composing
through Disciplinary Identity Development”的学术报告。



教育学部与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在教育学部同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教育学和终身学习学院多次会谈和合作的基础上，2018年2

月，两校成功签署校级合作协议。同月，教育学部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合作协
议经获学校授权，教育学部代表团计划在2018年4月访问安大略教育学院期间签署院级合作协议。



黄忠敬教授、高星原博士赴法国巴黎 OECD 总部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3月8日-9日，应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邀请，基教所黄忠敬教授和高星原两位老师赴法国

巴黎 OECD 总部参加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旨在推动 OECD 项目“社交与情感技能国
际调查”在各国的落地。



香港中文大学黄显华教授来访教育学部
3月12日，受华东师大基教所、教育学系、课程所的邀请，香港中文大学黄显华教授来访教

育学部。黄显华教授上午作了《从着重学习重点到探求国际共同追求的核心素养的培育》的学
术报告，下午在与师生们的座谈会上，黄显华教授分别就“课程发展与课程理解”“课程与教学
的关系”“教学与学习的关系”“课程与教学的研究”等主题与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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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州大学教育学部代表团来访教育学部
3月14日－15日，日本九州大学教育学部代表团一行十八人来访教育学部，与教育学部师生

开展了为期两天的“九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会”。交流期间，中日教师和学生就各
自的研究领域和兴趣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香港教育大学代表团来访教育学部
3月26日，香港教育大学代表团来访教育学部。代表团成员包括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副院长，

心理系主任黄颖诗教授；刘銮雄慈善基金亚太领导与变革研究中心联席总监、教育政策与领导
学系钱海燕副教授以及心理系助理教授王贞琳女士等。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教授、教育管理
系主任李伟胜教授、学前教育学系副系主任李召存副教授等参与接待，并就两校在各学科开展
合作研究方面进行探讨。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教授 Michael Spector 来教育学部做报告
3月27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 Michael Spector 应邀来教育学部做报告。上午专题讲座

的名称为“Publishing Educational Research”，下午主题报告的名称为“Innovative and
Effective Learning: Focusing on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Critical thinking”。

【媒体关注】


中国教育报｜郅庭瑾：2017 年区域教育改革热点透视

http://news.ecnu.edu.cn/cf/ba/c1835a118714/page.htm


光明日报｜宁本涛：让乡村教师留得住教得好

http://www.ed.ecnu.edu.cn/?p=17045


中国教育报｜安桂清：共同走进素养时代的课程整合

http://www.ed.ecnu.edu.cn/?p=17047


中国教育报｜钟启泉：尊重个性，消除“学力落差”

http://www.ed.ecnu.edu.cn/?p=17051


中国教育报｜钟启泉：协同主导学习建构有效学习环境

http://www.ed.ecnu.edu.cn/?p=17131


光明日报｜胡耀宗 李廷洲：现代学徒制，如何完善育人体系

http://www.ed.ecnu.edu.cn/?p=1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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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杨向东：实现学校育人模式根本转型

http://news.ecnu.edu.cn/d3/ea/c1835a119786/page.htm


人民政协报｜崔允漷：聚焦落实立德树人，凝练学科核心素养

http://www.ed.ecnu.edu.cn/?p=17158


江西教育电视台｜任友群：让上饶教育插上信息化的翅膀

http://www.ed.ecnu.edu.cn/?p=17164


光明日报｜陈纯槿：教育经费上涨之后，省际差距有没有缩小

http://www.ed.ecnu.edu.cn/?p=17243


光明日报｜郅庭瑾：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http://www.ed.ecnu.edu.cn/?p=17240


中国教育报｜石伟平：直面职教改革深水区三大难题

http://www.ed.ecnu.edu.cn/?p=17343


上饶日报｜任友群：感恩上饶 祝福上饶

http://www.ed.ecnu.edu.cn/?p=17346


文汇报｜范国睿：为上海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法律保障 | 全国首部地方性高等教育
法规 3 月 15 日起施行

http://www.ed.ecnu.edu.cn/?p=17424


光明日报｜朱益明：推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http://news.ecnu.edu.cn/50/14/c1835a151572/page.htm



光明日报｜高德胜：跟鲁老师去小学试教

http://news.ecnu.edu.cn/45/c0/c1835a148928/page.htm


文汇报｜“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获表彰

http://news.ecnu.edu.cn/d4/b1/c1835a119985/page.htm


媒体关注｜新时代发展素质教育高峰论坛在我校举行

http://news.ecnu.edu.cn/d2/94/c1835a119444/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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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岙菲

徐

峰

陈旭峰

崔家琪

程 辰

闫正林

董学华

侯定凯

胡乐野

王绯烨

韦 敏

丁沁南

舒 扬

占丰菊等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8289
传真：021-62227253
邮箱：office@ed.ecnu.edu.cn
网址：www.ed.ecnu.edu.cn



更多动态请关注学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可扫码关注！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