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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要闻】 

◼ 国内高校首份教育学英文学术期刊在纽约隆重发布 

北京时间2018年4月15日，ECNU Review of Education（《华东师大教育评论》英文刊）在

美国纽约隆重举办新刊全球发布会。这是国内高校首次为主办的英文学术期刊选择国际通行的

形式在国际舞台上亮相。此次发布会吸引了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联合国教育

事务部门和微软教育等国际机构的一百多位学者、官员和有影响力的社会人士。中国日报纽约

站、侨报和美国媒体 Education Update等媒体专程参加了本次发布会，并做了及时的报道。 

在新刊发布的第二天，ECNU Review of Education 受邀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的年

会主会场举行了“与期刊见面”活动。这个活动被 AERA 列入正式会议议程，几十万会员都可以

通过系统查阅到这项活动安排。至此，ECNU Review of Education 正式加入国际学术平台，它

将成为中国教育研究国际化以及在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平台和推手。 

 

◼ 教育学部召开学期全体教工大会 

4月11日，教育学部全体教工大会在科学会堂隆重召开。学部主任袁振国、党委书记汪海萍

等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各事务部及下辖家单位的近300位教职工出席大会，会议由学部党委常务

副书记兼副主任黄瑾主持。会议首先回顾了过去一年学部在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

建设、学生工作、管理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与荣耀，表彰了2017年学校年终考核优秀以及在教

学科研、学生工作、国际化事务中做出突出“事业贡献”的学部人。随后，袁振国主任和汪海

萍书记分别就2018年的行政重点工作和党委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本次会议积极落实了学校十

三次党代会精神，认真部署和落实了一流学科建设任务。作为本次教职工大会的又一重要环节，

学部还特别邀请了来自教育界别的戴立益副校长和来自社科界别的民盟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校

历史学系章义和教授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到现场传达全国两会精神，两位委员权威精炼的专家报

告使得在场的教师员工对两会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 教育学部师生代表团赴纽约参加 2018 年 AERA 年会并举办第三届学术交流会 

4月12－17日，教育学部师生代表团赴纽约参加2018年 AERA 年会，并与华美协进社联合举

办第三届学术交流会，以进一步加快国际化进程，助力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教育学部主任袁

振国向与会来宾做了主旨报告，反响热烈。此外，教育学部共有11篇论文(主题论坛)被大会接

收，在7天的会议期间，教育学部师生在小组会、圆桌会和张贴论文等多个环节做了十余场报告，

交流和分享了研究成果及学术观点，扩大了教育学部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 大学校长与中学校长共话新时代创新人才培养——钱旭红校长与全国优秀中学校长高级研

究班学员对话 

4月17日，校长钱旭红院士与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第9期和第10期全国优秀中学校长高

级研究班全体学员围绕新时代创新人才培养和师范生培养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座谈会

由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代蕊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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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成功举办“五个一百”实践项目研讨会 

  4月18日，教育学部机关第一、第二党支部、教育学系教工党支部联合组织生活会暨“五

个一百”实践项目在系所层面的实践模式创新研讨会召开。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汪海萍、党委副

书记沈晔、学生事务部主任杨光富及各系所教工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相关部门教师、专兼职

辅导员、学生代表等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 学部主任袁振国率团访问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并签署合作备忘录 

4月18日，为加快国际化进程，加快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率团赴加拿

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安大略教育研究院（OISE）进行学术访问，并签署“合

作备忘录（MOU）”。学部副主任李政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杨九诠、科学研究部主任柯政、

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出席相关活动。此次访问内容丰富、交流深入，为全面推进两校在教育

领域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研讨会”在华东师大教育学部举行 

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教育学部于4月23日组织召开了“教

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研讨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主任解超，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吴瑞君、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育

学部副主任李政涛出席，来自教育学部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议由李政涛主持。会上，

各位学者就“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为什么、是什么、如何构建、如何研究、如何传播”等关

键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举办首届影子校长千校联盟大会 

4月25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首届“影子校长千校联盟”大会顺利召开。来自全国118所

基础学校的首批“影子校长千校联盟”大会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教育学部主任

袁振国、党委书记汪海萍等相关领导以及往期影子校长学生代表出席本次大会，会议由教育学

部党委副书记沈晔主持。大会宣读并发布了“影子校长千校联盟”宣言，宣言提到，通过“影子

校长千校联盟”的建设，一定能够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建教育强国”和“以教育强

国”的光荣事业做出教育人的积极贡献。 

 

◼ 教育学部各党支部举办主题党日活动 

4月25-27日，教育学部各师生党支部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纷纷展开丰富多彩的主题党日活动。机关

第一党支部与本科生联合党支部围绕对校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学习，以“与‘未来教育引领者’

共议人才培养”为主题，共同过组织生活。特殊教育学系党支部与科技园联合党支部联合主题

党日活动在华东师大科技园举行。比较所、高教所教工党支部赴上海纽约大学参观学习，共同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教师教育学院联合上海中学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与一线教学单位就“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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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培养背景下的学科教育和教师教育”等双方共同关心的话题开展讨论。开放教育学院

在职第一党支部联合基础教育与终身教育处党支部前往携程上海总部开展调研活动，实地考察

企业的智能化办公模式以及企业大学培训模式。 

 

◼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行政团队到访交流 

为了进一步提升管理服务能力，推动一流教育学科建设，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行政团队一行在副部长张京彬带领下到访教育学部，双方组织召开了行政管理工作交流会。学

部党委书记汪海萍、主任袁振国在工作交流会前与北师大同仁亲切会晤，工作交流会由学部副

主任陈向东主持。会上，双方教学、科研、人力资源、国际交流、教师教育、综合管理等相关部

门的负责人就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改革、品牌学术活动打造、科研成果培育、国际化举措、人才

队伍建设、宣传及综合管理等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年青年学者国际论坛——教育学分论坛成功举行 

4月28日，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青年学者国际论坛教育学分论坛暨高峰博士后学术研讨会隆

重举行。学校师资委员会代表潘兴明、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汪海萍、教育心理学系主任杨向东、

高等教育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李梅，以及校内外100余名师生出席了论坛。本次论坛为海内外优秀

青年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和深度合作的平台，增进了参会者对教育学部的了解，在加强教育学

部青年人才储备、促进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国际化水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周傲英副校长带队前来教育学部调研 

5月9日，周傲英副校长带队前来教育学部，调研博士生培养改革事宜。教育学部主任袁振

国、副主任黄瑾，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负责人和博士生导师代表出席调研座谈会。会议由黄瑾

主持。会议过程中，周傲英副校长及专家小组成员与导师们展开热烈讨论。周校长对与会导师

的积极建言献策表示感谢，他强调，“三年行动计划”以“理顺关系、 加强规范、 责权下放、 

院系试点” 为基本方针，通过改革，要进一步加强导师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不断提高学校博士生培养质量。 

 

◼ 2018“拥抱春天”教育学部诗文朗诵会举行 

5月9日，2018“拥抱春天”教育学部诗文朗诵会在艺体楼302举行。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

党委副书记沈晔以及部分事务部主任出席了活动。教育学部12支展演队伍共计100多位教师参加

了活动。朗诵会由教育学部学生事务部吴丹、胡航主持。 

 

◼ “脑科学与教育创新高峰论坛”隆重举行 

5月12日，“脑科学与教育创新”大型公益论坛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

教育三十人论坛、美国密涅瓦大学联合举办。海内外千余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跨界研讨脑科

学知识和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与发展。论坛开幕式由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任友群主持。

除主会场外，另设视频分会场，直播在线收看人数4万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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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年度发展调研工作顺利开展 

根据中央精神、学校部署以及学部年度工作计划，教育学部领导班子成员于5月中旬两周时

间内分头走访了学部下辖27家单位，共召开院、系、所、中心教师座谈会14场，学生座谈会3场，

各院系所负责人及200多位教师、近50位同学积极参与了本次调研，共收集到教师建议236条，

学生建议81条。此次调研，为学部更好地统揽全局，统一思想，科学决策，以应对学部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挑战，克服学部发展进程中的种种困难和障碍，进一步促进学部更充分、更平衡的发

展提供了动力和依据。 

 

◼ 中国家风家教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暨发展研讨会举行 

6月5日，“中国家风家教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暨发展研讨会”在文科大楼401室举行。学校党

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任友群，社科处副处长霍九仓，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汪海萍、学部副主任

李政涛、学部党委副书记沈晔等出席会议。据悉，中国家风家教文化研究中心以教育史学科成

员为核心团队，依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群的优势资源和华东师范大学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传统，致力于以“家风家教”的研究，拓展并提升教育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境界。 

 

◼ 教育学部 2018 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顺利举行 

6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8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教育学部主任袁振

国教授，学部党委书记汪海萍教授，校友代表、教育学系1992届毕业生、著名教育学者顾泠沅

教授，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陈玉琨教授，学部副主任代蕊华、李政涛教授，学部各事务部主任、

各院系所领导、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教师代表等出席活动，与毕业生及家长（亲属）代表等

800余人，共同书写这一重要时刻。 

 

◼ 教育学部纪念建党九十七周年表彰大会暨毕业生党员集体组织生活会隆重举行 

6月19日上午，教育学部纪念建党九十七周年表彰大会暨毕业生党员集体组织生活会隆重举

行。本次活动以“光荣·梦想”为主题，表彰学部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

层党组织，师生党员与全体毕业生党员共同度过离校前最后一次集体组织生活。教育学部党委

书记汪海萍，学部主任袁振国，副书记万明霞、沈晔等学部党委委员，师生党员代表，以及部分

校友代表500余人参加活动。 

 

◼ 袁振国主任率团访问 OECD 教育与技能部 多项全球合作项目落地 

6月20－24日，应经合组织（OECD）教育与技能部长（Director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PISA 之父 Andreas Schleicher 邀请，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率团赴法国巴黎访问 OECD教育与技

能部，深入探讨全球合作项目。访问期间，袁振国主任和 Schleicher 部长就青少年“社会和情

感能力”（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评估项目（小 PISA）、教师知识调查项目（The 

Innovative Teaching for Effective Learning Teacher Knowledge Survey (ITEL-TKS)）、

视频研究（TALIS Video Study）和视频图书馆（OECD Video Library）项目、创新能力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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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维培养与测评项目（Fostering and assessing students’ crea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 higher education）、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研究项目（Understanding 

the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AI and Robotics）五个全球研究项目的全面合作深入交换

了意见，并达成了合作共识。 

 

【学部荣耀】 

◼ 卜玉华教师团队成果喜获 2017 年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成果奖 

为全面总结近年来我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表彰培养成效显著的单

位和教师，发挥教学成果奖的引领和激励作用，进一步提升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3月30日，学

校组织开展了2017年校级研究生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教育学部教育学系卜玉华教师团队申报

的《少儿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专业“少教一体，四维融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索》成果

榜上有名。该获奖成果充分体现了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硕士专业近年来开展的

教育教学改革所取得的经验与成就。 

 

◼ 教育学部关工委在校关工委表彰会上斩获多个奖项 

4月10日，校关工委隆重召开年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先进大会。教育学部关工委被评为2016-

2017年度华东师范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标兵。学部关工委委员、教信系退休教师沈霄

凤获得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特邀党建组织员；学部关工委副主任钱景舫，委员范杰、王德纪、

张志杰，秘书长陈媛获得2016-2017年度华东师范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学部关工委

副主任朱开馨、委员范杰获得学校第六期思齐计划优秀导师。 

 

◼ 教育学部斩获 9项 2017 年上海市教学成果奖 

4月20日，上海市教委公布了2017年上海市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教育学部成绩喜人。在高

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大类中，全校共计50项成果获奖，教育学部占据9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等

奖3项、二等奖4项，获奖数占全校总数的18%。获奖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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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档案年鉴工作受到学校表彰 

5 月 17 日，学校召开 2018 年度档案工作会议暨档案年鉴工作先进表彰大会。教育学部、教育

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荣获年鉴工作先进集体，开放教育学院冯民荣获档案工作先进个人，综合办邹

文荣获档案工作先进个人标兵并在大会做工作交流发言。 

 

◼ 崔允漷、杨向东教授受聘国家教材委专家委员会委员 

5月22-24日，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工作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家教材委员会秘书长、教

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朱之文主持会议，国家教材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

生出席会议并向专家委员会委员颁发聘书。会上，崔允漷教授、杨向东教授正式受聘为国家教

材委员会历史、外语学科专家委员会委员。 

 

◼ 教育学部高璐璐老师获学校第十二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 

6月13日，在华东师范大学第十二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中，艺术教育部高璐璐老师通过层层

选拔，最终在决赛中发挥出色，荣获一等奖。 

 

◼ 教育学部四人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2018年6月19日，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本年度拟资助人员名单正式公示，我校共12人入选 C

类浦江人才计划。教育学部雷浩、刘世清、刘婷和毛毅静共4位教师成功入选，获得 C类人文社

科领域科研项目资金资助。截至目前，教育学部共31人获得浦江人才计划项目资助。 

 

◼ 教育学部多个学生创业项目获得上海市大学生创业大赛和“互联网+”大赛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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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教育学部各系所学生积极参加上海市各项创业大赛，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奖。以下为

获奖名单：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学生创业项目“禾斗教育”荣获2018年“创青春”上海市大学生创业大赛

创业计划类金奖； 

学前教育学系学生的创业项目“上海童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荣获2018年“创青春”上海市

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计划类银奖； 

教育康复学系学生的创业项目“基于机器人的孤独症儿童康复解决方案”荣获2018年“创青

春”上海市大学生创业大赛铜奖；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在校学生创业项目“禾斗教育”，艺术教育部已毕业学生创业项目“猴有

戏儿童戏剧创作营”拟获2018年上海市“互联网+”大赛铜奖。 

 

◼ 6 月 13 日，学部啦啦操社团在 2018 年校阳光体育啦啦操比赛中，取得规定套路和自编套

路“双冠”的好成绩。 

 

◼ 教育学部在校七一表彰上获得多项荣誉 

2018年6月2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纪念建党97周年表彰大会上，学部党委荣获多项荣誉，其

中教育学部党委、本科生联合党支部荣获“华东师范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白雪源同志荣获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华东师范大学教师党支部建设情况调查》等三个课题分获

“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党建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教育学部党校荣获2018年华东师

范大学二级党校工作先进集体。 

 

【教学之窗】 

◼ 教育学部组织召开教学委员会工作会议 

4月2日下午，教育学部组织召开了教学委员会工作会议，会议议题是研讨本科大类招生培

养相关工作，评审2018年学校研究生教育改革申报项目。会议由教育学部教学事务部主任、教

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芸主持。 

 

◼ 教育学部完成 2016 级佛年班研究生博士资格遴选工作 

4月4日，教育学部组织专家对2016级佛年班研究生进行了博士资格遴选。考核中，每位学生

陈述个人基本情况、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的学习和研究计划等，专家们结合学生的研究设计方案

进行提问，考核学生在教育学科领域所掌握的知识、方法及技能，对本学科专业前沿领域及最

近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以及学生自学能力、综述能力、创新能力等，重点关注学生的学术基

础和科研发展潜力。经过专家评议，2016级佛年班毛玮洁、单俊豪、周英文三位同学通过了考

核。 

                                                                                                                                                               

◼ 教育学部组织召开本科大类培养方案论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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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下午，教育学部组织召开了本科大类培养方案论证研讨会，商讨如何进一步完善大

类培养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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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六系部负责人及本科大类培养专家工作组成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黄瑾主持。通过此次会

议，各位代表就大类培养方案达成了进一步的共识。会后，教学事务部将把老师们的意见反馈

给教学委员会和课程建设团队，进一步推动本科大类招生培养工作开展。 

 

◼ 教育学部组织开展 2017 年度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培育项目中期检查工作 

近期，教育学部对2017年度立项的39组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培育项目进行了中期检查并开

展了2018年度分级认定工作。本次针对创新创业训练培育项目所开展的中期检查工作，为帮助

各个项目顺利开展，取得研究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提升了广大同学的科研兴趣与能

力，鼓舞了同学们的科研信心，保障了教育学部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培育项目质量。 

 

◼ 教育学部与美国雪城大学教育学院联合培养硕士双学位项目 2018 年招生宣讲会在中北校

区举行 

4月10日，教育学部与美国雪城大学教育学院联合培养硕士双学位项目2018年招生宣讲会举

行。教学事务部邀请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教授和教育管理学系研究生张顾文为大家介绍该项

目内容，教学事务部副主任赵琦主持了本场宣讲会。教学事务部精心组织本场招生宣讲会，旨

在让学部同学对该项目有更清晰的了解，搭建国际化培养平台，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参与进来，

成为该项目的受益者。 

 

◼ 课程所建立博士生集体访学制度 

5月14-19日，在所长崔允漷教授的带领下，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博士生一行12人赴北京师范

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开展为期一周的短期学术访问，酝酿一年的博士生集体访学制度正式实

施。刘良华、周文叶和肖思汉等三位老师先后随同指导博士生访学。 

 

◼ 教育学部教学委员会期末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5月30日，教育学部教学委员会期末工作会议顺利召开。教学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成宪、教学

事务部主任兼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芸及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白芸主持。学

部相关事务部负责人列席会议，并认真听取了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大家表示要共同努力，进

一步推动教育学部人才培养改革的深入开展。 

 

◼ 教育学部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本科大类招生培养改革工作会议 

5月30日，教学事务部组织本科各系部教学负责人召开了大类招生培养改革工作会议。教育

学部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副主任黄瑾、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本科各系部教学负责人及学生事务

部代表出席会议。白芸首先向大家反馈了前期组织召开的教学委员会期末工作会议中，委员们

对2018级本科生培养方案中三门本科大类教育通识平台课程、五个一百课程的完善意见。在此

基础上，各系部负责人结合各自单位的培养实际，展开了热烈讨论，最终形成了初步共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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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事务部将汇总各系部意见，及时向有关课程建设团队进行反馈，进一步完善培养方案，努力

提升本科大类培养教学质量。 

 

◼ 教育学部组织召开“教育质性研究方法”课程建设工作会议 

5月21日，教育学部组织召开“教育质性研究方法”课程建设工作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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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丁钢教授主持。根据本学期

修读该课程学生的反馈意见，会议讨论并排定了下学期“教育质性研究方法”基础课程和模块

课程的授课教师；在充分考虑学生学习需求的同时，大家围绕课程大纲、作业安排、网络平台

使用及学生考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 

 

◼ 教育学部举行华东师范大学与丹麦罗斯基勒大学暑期学校 2018 年招生宣讲会 

6月8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与丹麦罗斯基勒大学暑期学校2018年招生宣讲会在中北校区举

行，主讲嘉宾为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黄健教授。此次宣讲会旨在让大家对该项目有

个清晰的了解，搭建国际化培养平台，希望更多的同学关注并参与进来，成为该项目的受益者。 

 

◼ 教育学部积极开展本科招生宣传工作 

6月18日，在中山北路校区举行的校园开放日的招生宣传活动中，学部组织学前教育学、特

殊教育、特殊教育（心理学方向）、教育技术学，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管理方向）、教育康复学、

艺术教育七个专业的骨干教师，现场为前来咨询的家长、考生进行招生咨询。 

6月16-17日，教育学部派出四个小分队，共计十五位师生，参与由浙江考试院安排的杭州、

温州、宁波、金华四场大型本科招生咨询会，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 

 

◼ 教育学部组织召开“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类课程期末工作研讨会 

6月21日，教育学部组织召开“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类课程期末工作研讨会，该类课程首席

专家杨向东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并公布了下学期“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基

础课程和模块课程的授课教师，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系列丛书的编写体例及交稿时间节点

进行了讨论和部署；教学事务部研究生教务秘书蔡尚芝向与会人员汇报了本学期教育量化研究

方法系列课程的满意度调查情况；杨向东教授详细介绍了他设计的未来“教育量化研究方法”

课程体系框架，并就课程类型、分阶情况与大家进行了深入研讨。 

 

◼ 教育学部组织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参加“学术周”活动的研究生遴选工作 

6月27日，教育学部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遴选博士研究生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参加“学

术周”活动。各评审专家从申请人的综合素质、科研基础及其研究问题与莫纳什大学提供主题

的契合度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对申请人及其材料进行了认真考察，并最终评选出教育学

系二年级博士研究生王森同学和学前教育学系三年级博士研究生李莉同学参加本次“学术周”

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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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组织 2018 年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资助项目”评审会 

6月27日，教学事务部组织教育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部分委员，开展2018年度“研究生优秀

学位论文培育资助项目”评审工作。委员们认真审阅申请人的相关材料，通过对申请人学位论

文选题价值、研究方案可行性、已发表科研成果质量及其与学位论文选题相关性等方面进行综

合考量，最终确定教育学系李栋等12名博士研究生、教育学系金哲等4名硕士研究生获得教育学

部2018年“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资助项目”立项。 

 

【科研动态】 

◼ 教育学部入选 4项 2018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 

根据学校教务处《关于申报2018年度华东师范大学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的通知》的相关精

神，教育学部积极组织教师进行申报。经教师个人申请、各系所推荐、教务处答辩等程序，确定

学部共有4个项目入选“2018年度华东师范大学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立项名单，其中专业综合

改革类项目3项，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类项目1项，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类别 

教育学部本科大类改革下的培养方案

及相关教学管理制度的设计与实施 
黄瑾 专业综合改革类 

教育学大类培养模式下特殊教育专业

课程体系建设与人才培养研究 
昝飞 专业综合改革类 

面向教育学大类招生的教育技术学专

业人才创新培养探索与实践 
徐显龙 专业综合改革类 

新高考背景下大学物理多元化教学平

台的初步建设 
朱广天 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类 

 

◼ 教育学部九个项目入选“2018 年学校研究生培养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学校研究生院近日启动了2018年研究生培养改革系列项目申报工作。学部积极鼓励个人或

院系所参与申报，经个人或院系所申请、学部初审、研究生院组织专家答辩评审，最终确定了

立项名单。教育学部九个项目入选立项名单，具体如下：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立项单位 
项目负责

人 

博士研究生科研能力

提升计划项目 

博士生科研能力提升机制研

究与实践 
课程与教学系 胡惠闵 

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

程建设项目 
《西方哲学和人的教育》 教育学部 黄瑾 

研究生高水平通识选

修课程建设项目 

“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应

用实践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冯翔 

研究生精品教材建设 《当代教育学精品教材丛 教育学系 黄忠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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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书》(系列教材) 

研究生精品教材建设

项目 
语文课程与教材研究 教师教育学院 张心科 

研究生学术论坛项目 
改革开放 40年中国教育改

革发展的回顾与反思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

研究院 
郅庭瑾 

研究生学术论坛项目 
视角·方法：教育科学融合

研究生高峰学术论坛 
教育学部 杨光富 

研究生学术论坛项目 卓越研究生学术论坛 特殊教育学系 陈莲俊 

研究生学术沙龙项目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的

本土探索与国际前瞻 ——

基于两个“国内第一”专业

的学术积淀与文化传承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研究所 
程豪 

 

◼ 教育学部三个项目获学校 2018 年度本科精品教材建设、大夏学堂优质示范课程建设立项 

教育学部响应学校教务处关于教材、课程建设的号召，积极组织广大教师进行申报。经过院

系推荐、专家评审和学校审定等程序，学部1个项目入选“2018年度校精品教材建设专项基金拟

资助名单”，2个项目入选“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大夏学堂优质示范课程建设项目”。具体如下： 

2018年度校精品教材建设专项基金拟资助名单 

（修订教材） 

教材名称 推荐形式 第一主编 

质性研究方法指导 单册 白芸 

“2018 年华东师范大学大夏学堂优质示范课程建设项目”拟资助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信息技术教育应用 郁晓华 

影视编导 鲁力立 

 

 

◼ 黄瑾老师项目获 2018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学业指导帮扶提升项目立项  

4 月 4 日，黄瑾老师的《齐心协力，同抓共管，多方联动——教育学部学生学业能力提升

行动计划》获 2018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学业指导帮扶提升项目立项。 

 

◼ 人工智能教育研讨会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教材发布会在我校举行 

4月28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商汤科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慕课研究中

心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教育研讨会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教材发布会”在校举行。会

议开幕式由我校慕课中心主任陈玉琨教授主持。发布会现场，由我校慕课中心、商汤科技、上

海知名高中联合参与运作的全球第一本人工智能教材《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正式发布。此

外，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香港中文大学林达华教授团队还演示了人工智能实验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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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所召开十三五基地重大项目第三次推进会 

5月26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在校办公楼召开了

第三次“十三五基地重大项目推进研讨会”。 各项目组汇报了研究进展和下一步设想；南京师

范大学吴康宁教授，上海教育学会尹后庆会长，江苏省教育学会杨九俊会长以及课程所所长崔

允漷教授作为点评专家对项目进行了点评与研讨。 

 

◼ 教育学部获 1项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6月5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拟立项

名单进行公示。根据名单，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系李伟胜教授获得立项。 

教育学部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情况： 

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学科 

走向优质均衡的区域义务教育

内生发展机制研究 

李伟胜 一般项目 管理学 

 

◼ 教育学部获得 16项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国家级课题 

近日，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课题评审结果公布。教育学部得16项国家级

课题，其中国家重大1项，国家重点1项，国家一般8项，国家青年3项，教育部重点3项。占到全

校课题总数的25%。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姓名 

国家重大 适应老龄社会的教育体系完善研究 吴遵民 

国家重点 中国教育评估监测制度研究 韩映雄 

国家一般 关键能力发展的社科逻辑与教育机制研究 吴刚 

国家一般 
“生命·实践”教育学视野中家校合作的模型建构

与推进策略研究 
张永 

国家一般 中国传统家风家教的现代转化与传承研究 王伦信 

国家一般 《学记》学史研究 蒋纯焦 

国家一般 美国社会课程百年嬗变研究 唐汉卫 

国家一般 
中国与 OECD 主要成员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与实

践分析比较 
郑杰 

国家一般 新时代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范笑仙 

国家一般 运用表现性评价提升教师立德树人能力研究 周文叶 

国家青年 课程政策的监测与评估研究 雷浩 

国家青年 城市化背景下中小学的教育仪式研究 陈红燕 

国家青年 国际理解教育的中国方案与课程建构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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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重点 指向立德树人的三科统编教材典型课例分析 安桂清 

教育部重点 中小学教师专业道德涵育路径的实证研究 李树培 

教育部重点 高考新政下教育公平的实证研究 沈甸 

 

◼ “普及高中教育：形势、目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顺利举办 

6月16-17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和教育

学系主办的“普及高中教育：形势、目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代表和

学者专家有关普及高中教育的研究成果及提出的观点，对进一步促进中国高中教育普及及其研

究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学子芳华】 

◼ 教育学部党委第四期学生党校组织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入党培训。 

自3月28日开班以来，教育学部党委第四期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通过多形式、多层次的

培训教育，帮助入党积极分子深入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截止4月底，学部党校组织了

3场专题辅导报告，分别邀请学部党委书记汪海萍教授主讲《入党，你准备好了吗？》，开展动

机教育；邀请哲学系蔡剑锋主讲《唯物史观浅论——兼谈马克思哲学的生活语境》，深入解读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由学生事务部党建中心指导老师沈霄凤、陈媛，作入党流程介绍。此外，

培训以分组形式，由学部8位关工委委员参与指导，开展红色采风和主题研讨。组织参与表彰大

会，用榜样力量激发党校学员播种初心，进一步端正入党动机。 

 

◼ 青年后备干部、关工委老党员谈话计划陆续开展。 

为提高党员发展质量，教育学部党委贯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方

针，将干部培养与入党教育相结合，严把党员发展“入口关”。经过学部党委前期筹划，自4月

中旬起，青年后备干部、关工委委员加入学部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入党申请人的谈话指导工作。

根据谈话计划，特设“党建工作室”，提供专门的谈话场地。谈话计划旨在加强教工党员对学生

的思想引领作用，进一步健全党员发展考察机制，拓展育人工作体系。 

 

◼ 党建课题“加强教育管理，培养有担当的新时代大学生党员研究”获校党建研究重点课题

立项 

4月17日，2018年校党建研究重点课题立项评审会举行，校纪委监察处、党委组织部、教师

工作部、学生工作部等职能部门负责人与会评审。会上，学生事务部副主任柳叶作为课题组汇

报人，介绍了课题研究内容及主攻方向、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特色创新及成果形式等。最终，

经评审，学部申报的“加强教育管理，培养有担当的新时代大学生党员研究”课题被确定为2018

年校党建研究重点课题。据悉，此次校重点课题立项共计9个。 

 

◼ 教育学部第四届学生表彰大会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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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播种初心”——教育学部第四届学生表彰大会隆重举行。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戴立益，校团委副书记梁宏亮，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党委书记汪海萍、常务副书记兼副主任

黄瑾、党委副书记万明霞、副主任李政涛、党委副书记沈晔，及学部关工委教师、各事务部主

任、各系所领导、教师、辅导员及700余名学生参加此次表彰大会。 

 

◼ 第五期影子校长招募顺利结束 

5月3日，第五期影子校长招募顺利结束， 29对师生结对完毕。第四期学员陆续出发前往对

接学校。影子校长项目将于暑期开展“一日影子校长”活动，预计6月中旬前完成各项招募工作。 

 

◼ 教育学部 20名同学获得 2018 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 

近日，国家留学基金委公布了“2018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录取名单”和

“2018年国家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录取名单”，教育学部20名研究生获得资助。录取名单如下： 

 

 

◼ 教师教育学院第二届“教院杯”教师技能比赛隆重举行 

4月27日，教师教育学院第二届“教院杯”教师技能比赛隆重举行。本次比赛，此次比赛有

幸邀请到来自华师大二附中、复旦附中、交大附中、七宝中学、曹杨二中等市重点中学各学科

教学经验丰富、影响力深远的特级教师、校长、教研员担任各组比赛的评委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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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期学生党员发展转正工作顺利完成，共计发展党员 32 人，转正党员 55人 

5月7日、11日、6月6日分别举办7场答辩会。经学部党委会6月4日、6月15日两次会议讨论和

表决，批准32名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55名同志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报校党委

组织部审核备案。 

 

◼ 学部党委举行第四期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结业典礼 

5月23日，学部党委第四期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结业典礼在科学会堂阶梯教室举行。学

部学生事务部主任杨光富、副主任柳叶，特邀党建组织员沈霄凤应邀出席，典礼由学生党建中

心指导老师陈媛主持，共计94名学员通过本次党校培训。 

 

◼  “大夏杯”第十五届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成功举办，教育学子硕果累累 

5月30日，由校团委、教育学部联合主办的“大夏杯”华东师范大学第十五届大学生创业大

赛决赛成功举办。各团队逐个进行5分钟的项目展示与3分钟的答评委提问，而后评委老师针对

项目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经过八位评委老师合议，本届大赛创业计划

项目评选出2个金奖、3个银奖和7个铜奖，公益计划项目评选出2个金奖、2个银奖和4个铜奖。 

教育学子积极参加此次大夏杯的比赛，其中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学生的创业项目“上海羽果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特殊教育学系学生的创业项目“无凡教育——全纳环境下的 STREAM 课程

中心”分别获得“大夏杯”华东师范大学第十五届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计划赛金奖、公益创业

赛金奖；高等教育研究所学生的创业项目“陪读时光：上海童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获得“大

夏杯”华东师范大学第十五届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计划赛银奖；教育学部教育康复学系学生的

创业项目“基于人机交互技术的自闭症儿童 B2C 康复解决方案”、教育管理学系学生的创业项

目“‘Guardian Angel（守护天使）’行动”分别获得“大夏杯”华东师范大学第十五届大学生

创业大赛创业计划赛铜奖、公益创业赛铜奖。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召开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于6月6日开，校团委书记刘麒、学部主任袁振

国、党委副书记沈晔、学生事务部主任杨光富、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蒋瑾、教育

管理学系党支部副书记张文国、艺术教育部党支部副书记张馨出席大会，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

来自教育学部各院、系、所的学生代表197人。大会经民主选举，产生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第三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团。 

 

◼ 第四届第二期团校结业典礼举行 

6月13日，第四届第二期团校结业典礼举行，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汪海萍、学生事务部副主任

孙梦、团委书记白雪源、团委副书记吴丹、学生事务部玛尔哈巴、学生联合会主席团出席典礼。 

 

【师资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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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第十一期辅导员青蓝茶叙暨形势与政策课专题培训顺利举行 

教育学部第十一期辅导员青蓝茶叙暨形势与政策课专题培训于4月2日举行，特邀马克思主

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崔海英老师为老师们进行课程指导。胡航、白雪源、孙梦三位老师作为代表，

简要介绍了学部今年形势与政策课的课件资料；崔海英老师从今年学校对形势与政策课的课程

要求、课件设计及上课要点等方面分别对课题作详细指导。本次活动受到辅导员们的热烈欢迎，

作为高校思政理论教育核心课程“4+1”中的“1”，教育学部十分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创

新与改革，本次培训也是提升课程质量，更好地发挥这门课在立德树人方面的重要作用的起点。 

 

◼ 在“寻味 DIY”中感受文化自信——第三期教育学部美食制作社团顺利举行 

4 月 18 日中午， 教育学部美食制作社团第三期活动如期举行。在学部工会主席王莉的陪

同下，校工会常务副主席王平、校工会副主席杨素华等一行 5人参加体验了美食制作社团活动。

享美食，品文化，知礼节，此次活动不仅有烹饪美食流程展示，还有美食故事介绍，更有就餐礼

仪学习，极大的丰富了美食制作的文化内涵，同时弘扬了中华传统美德，提升了文化自信。 

 

◼ 教育学系引进紫江优秀青年学者——唐汉卫教授 

近日，教育学系引进紫江优秀青年学者、博士生导师唐汉卫教授。他主要的研究领域为教育

基本理论、高等教育研究、教育哲学、道德教育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4项，省部级项目4项，出

版学术专著、译著、编著等15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获省部级以上奖励6

项，获得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社会科学学科新秀、山东师大杰出青年等人

才称号。 

 

【国际交流】 

◼ 挪威经济学者、教育学者应邀到教育学系做报告 

4月4日，挪威经济学院 Alexander W. Cappelen 教授和西挪威应用科技大学 Tom Are 

Trippestad教授受邀到教育学系作报告，系主任黄忠敬教授主持了报告。 

 

◼ 西挪威应用科技大学代表团访问教育学部 

4月19日，西挪威应用科技大学代表团一行十人访问教育学部。教育学部常务副书记、副主

任黄瑾教授向来访代表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教育学部基本情况、院系结构、师资

及学生规模、学部发展战略、国际合作项目等。西挪威应用科技大学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该

校整体情况，重点介绍了他们新成立的“多样新和可持续发展系统研究幼儿园知识中心

（Kindergarten Knowledge Centre for Systemic Research on 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Futures）”，寻求在学前研究领域开展更广泛、深层次的合作。 

 

◼ 挪威 NLA 大学校长 Erik Waaler 先生访问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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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挪威 NLA 大学校长 Erik Waaler 先生及跨文化研究系 Ole Johannes Kaland 副

教授来访教育学部，寻求同教育学部在基础研究方面合作的可能性。教育学部常务副书记、副

主任黄瑾教授及教育学部李明华教授接待了来访。双方在充分交换了基本科研、教学、专业等

情况后，初步认为在教师教育培养方面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双方表示将保持密切联系，继续探

讨具体合作细节等。 

 

◼ 美国国防大学代表团来访教育学部 

4月25日，美国国防大学师生一行15人在其战略领导行为科学部 Bill Mayall 教授以及美国

驻上海总领事馆新闻文化处官员的带领下，访问了教育学部。教育学部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

教授、高教所李梅副教授及部分研究生参与了接待交流。 

 

◼ 香港中文大学代表团访问教育学部 

5月17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师代表团来访教育学部。正式会谈中，袁振国主任

介绍了教育学部近期在推进国际化方面的大力举措，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倪玉菁教授、

夏秀祯教授也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在推进和其他大学合作方面的一些举措和项目，希望能够将

这些项目和教育学部开展的学术交流周进行匹配，大力推动两校间学术交流与合作，共同讲好

“中国教育故事”。 

 

◼ 教育学部同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部签署《博士生互访协议》及《教师互访协议》 

2018年5月，教育学部同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部签署《博士生互访协议》及《教师互

访协议》，这是继2017年3月两学部间签署院级《合作谅解备忘录》后，关于在教师及博士生层

面开展深入互访交流的专项协议。 

 

◼ Mark Bray 教授及其团队谈影子教育全球变化趋势及启示 

5月22日，香港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比较教育讲席教授 Mark Bray

教授来访课程所并作第131期华夏课程论坛报告，Mark Bray教授作为影子教育的创始人，对校

内及校外教育体系的全球变化趋势及对教育政策的启示进行了分析。5月24日，课程所邀请 Mark

教授团队成员捷克查尔斯特大学的 Vít Šťastný 博士来访继续作影子教育主题的学术报告，以

捷克为例，具体分析了中欧地区影子教育的模式和特点。 

 

◼ 中法项目学术讲座开讲 

5月23日，由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主办、教育学部承办的一场题为“PISA science secondary 

analysi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students’ understanding point of view?”的学术讲

座如期举行,来自法国里昂第一大学的 Florence Le Hebel 副教授担任主讲，华东师范大学中法

班教育学专业所有同学及其他院系多名师生到场聆听。讲座由教育学部教学事务部主任白芸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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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休斯顿大学亚美研究中心代表团来访高教所 

5月24日，美国休斯敦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亚美研究中心（Asia American Studies 

Center）、教育领导和政策研究系一行30余名师生，由该系终身教授邹雅莉博士（Dr. Yali Zou）

带队到访高教所。双方围绕中美高等教育研究状况进行了研讨，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交流。 

 

◼ Audrey Osler 教授来访交流多元社会和全球化时代学生教育 

继去年第15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之后，英国利兹大学公民教育中心创始主任 Osler教授于5

月30日再次来访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所，通过工作坊和学术报告的形式探讨多元社会和全

球化时代的价值观教育及其评价问题。崔允漷、高德胜、沈晓敏、王涛等师生参与研讨。在一天

的深入交流过程中，Osler 教授重点分享了近期开发的一项态度测评工具，分析了该工具的优势

和局限性，并就其概念模型及可推广性进行讨论。 

 

◼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校长来访教育学部 

6月5日，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UDSM）校长 William 

Andey Lazaro Anangisye 教授、教育学院代理院长 Method Samwel Semiono 教授、国际合作

负责人 Geofrey Felix Kalumuna以及公共关系项目官员 Jackson Isdory一行来访教育学部，

探讨两校在教育领域教学与科研合作，学生及教职工交流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 

 

◼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Valerie Kinloch 教授访问教育学部 

6月12日上午，美国匹兹堡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Valerie Kinloch教授应邀访问教育学部。教

育学部主任袁振国、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沈伟等接待了来访。袁振

国主任正式邀请她作为特邀嘉宾来参加教育学部即将在10月主办的第四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

Valerie Kinloch 欣然接受邀请，并表示希望有更多机会和我校教育学者开展交流和合作，进

而推动两校教育学部间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 

 

◼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Burbules 教授来教育学系做报告 

6月15日，应教育学系的邀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Nicholas C.Burbules 教授为教

育学系师生做了题为《Habermas, Speech Act Theory, and the Many Layers of Communication》

的报告。讲座由教育学系程亮教授主持，30余位师生参与了本次活动。 

 

◼ 马来西亚中学校长领导力提升研习班开学典礼在我校举行 

6月17日，“马来西亚中学校长领导力提升研习班”开学典礼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华东师

范大学副校长汪荣明、对外联络处处长邢和祥，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教师教育局主任

曾庆方、高级执行员谢秋嫦，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代蕊华、副主任刘莉莉、田爱丽等

出席了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刘莉莉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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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代表团访问教育学部 

6月29日，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教育学院院长

Andrew Daire 教授和许耀英教授访问教育学部。教育学部国际事务处主任杨福义、胡玉曼、教

学事务部主任白芸、蔡尚芝接待了代表团。会议中，双方就两校教育类学科设置、院系设置、课

程安排等进行了信息交流与分享。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愉快会谈，双方在开展国际学术周以及长

短期学生交换生项目等方面，初步达成合作意向，后续将就项目具体问题再行商议。 

 

◼ 教育学系开通英文网站在国际交流版块 

作为展示风貌的重要窗口，教育学系特别重视网站建设。继中文网站上线之后，经过一年多

的筹备，教育学系英文网站终于面世。英文网站的上线，不仅成为教育学系对外交流的窗口，

更体现了教育学系加强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教育学系在课程建设、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的国际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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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教育报｜杨向东：基于核心素养，推进学校变革 

http://www.ed.ecnu.edu.cn/?p=18072 

 

◼ 侨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华美协进社演讲 

http://www.ed.ecnu.edu.cn/?p=18099 

 

◼ 文汇报｜我国高校首份教育学英文学术期刊在纽约发布，影响超出预期 

http://www.ed.ecnu.edu.cn/?p=18101 

 

◼ 文汇报｜崔允漷：孩子成绩好不好，要看家长怎么管 相较于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家庭的学

习支持与介入方式更能影响子女学习效果 

http://www.ed.ecnu.edu.cn/?p=18172 

 

◼ 中国教育报｜石伟平 付雪凌：职教师资培养体系须重新系统设计 

http://www.ed.ecnu.edu.cn/?p=18505 

 

◼ 中国教育报｜ 郅庭瑾 包丹妮：乡村振兴视野下城乡一体化的新布局 

http://www.ed.ecnu.edu.cn/?p=18886 

 

◼ 中国教育报｜李宝敏：从政策导向到关注内需 ——谈教师培训的专业化 

http://news.ecnu.edu.cn/cf/ba/c1835a118714/page.htm
http://www.ed.ecnu.edu.cn/?p=18072
http://www.ed.ecnu.edu.cn/?p=18099
http://www.ed.ecnu.edu.cn/?p=18101
http://www.ed.ecnu.edu.cn/?p=18172
http://www.ed.ecnu.edu.cn/?p=18505
http://www.ed.ecnu.edu.cn/?p=1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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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d.ecnu.edu.cn/?p=18889 

 

◼ 中国教育报｜ 杨向东：学科核心素养——基于国情的理论创新 

http://www.ed.ecnu.edu.cn/?p=18892 

 

◼ 中国教育报｜杨向东：如何构建校本核心素养模型 

http://www.ed.ecnu.edu.cn/?p=19096 

 

◼ 文汇报｜杨光富：那些所谓“教育真理”或许是“空中楼阁” 

http://www.ed.ecnu.edu.cn/?p=19132 

 

◼ 中国教育报｜ 郅庭瑾 吴晶：从简单整合走向现代治理 

http://www.ed.ecnu.edu.cn/?p=19200 

 

◼ 中国新闻周刊｜叶澜：价值观危机是中国教育的根本危机 

http://www.ed.ecnu.edu.cn/?p=19358 

 

◼ 中国教育学刊｜李政涛：今天，如何做好“儿童研究” 

http://www.ed.ecnu.edu.cn/?p=19465 

 

◼ 中国教育报｜ 杨向东：如何开展基于核心素养的日常评价 

http://www.ed.ecnu.edu.cn/?p=19468 

 

◼ 文汇报｜郅庭瑾 李世奇：讲好教育学的“中国话” 

http://www.ed.ecnu.edu.cn/?p=19499 

 

◼ 中国教育报｜杨小微 金哲 胡雅静：从移植到探新——中国教育改革实验 40年 

http://www.ed.ecnu.edu.cn/?p=19774 

 

◼ 中国教育报｜阎光才：“日本高等教育神话”的警示 

http://www.ed.ecnu.edu.cn/?p=19789 

 

◼ 中国教育报｜柳倩：幼儿运动的身影最动人 

http://www.ed.ecnu.edu.cn/?p=19791 

 

 

 

 

http://www.ed.ecnu.edu.cn/?p=18889
http://www.ed.ecnu.edu.cn/?p=18892
http://www.ed.ecnu.edu.cn/?p=19096
http://www.ed.ecnu.edu.cn/?p=19132
http://www.ed.ecnu.edu.cn/?p=19200
http://www.ed.ecnu.edu.cn/?p=19358
http://www.ed.ecnu.edu.cn/?p=19465
http://www.ed.ecnu.edu.cn/?p=19774
http://www.ed.ecnu.edu.cn/?p=19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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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审：白  芸   柯  政   杨光富   赵  丽   杨福义   孟永红   邹  文 

编 辑：李  玲   唐婷婷   顾  珊   向春平   张安然   张  凯 

设 计：唐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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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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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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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ed.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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