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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要闻】 

 教育学部党风廉政教育主题报告会顺利召开 

7月4日，校纪委副书记斯阳为教育学部中层以上干部作题为“全面从严治党，形成风清气正

的教育政治生态”党风廉政教育主题报告。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汪海萍、主任袁振国等党政班子

全体成员，各事务部主任、各院系所行政负责人出席聆听报告。报告会为提振党员干部的工作

信心、增强改革魄力注入了强心剂，为学部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纪念改革开放 40年研讨会暨《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丛书举行首发式 

7月29日，纪念教育改革开放40年研讨会暨《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丛书首发式在校举行。

本次会议以“教育改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主题，由我校与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

办。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社联党组书记燕爽，我校党委书记童世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

局长彭卫国，教育学部主任、《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丛书总主编袁振国，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出版管理处处长王莳骏，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顾红亮，校人文与社

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吴瑞君，兰培德国际学术出版集团策划编辑、中国事务代表李娜，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董事长、社长王焰，以及《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丛书10卷分册作者、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部分学术刊物和媒体负责人及全国各地专家等共计80余人参加了会议。

顾红亮主持开幕式与丛书首发式。丛书各分册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围绕着“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主题，就“40年教育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有哪些基本经验，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教育学部学术委员会及各专委会顺利换届 

8月2日-3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召开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

议，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党委书记汪海萍等学术委员会委员参会。会议选举产生教育学部第

三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政涛，副主任委员柯政；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范国睿，副主任

委员姜勇；教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崔允漷、副主任委员占小红；师资队伍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阎

光才，副主任委员赵丽。 

 

 教育学部新学期全体教工大会顺利举行 

9月19日，教育学部新学期全体教工大会在科学会堂举行。副校长戴立益、学部主任袁振国、

党委书记汪海萍等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各事务部及所辖单位的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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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对新学期的党委和行政工作分别做出部署，动员

全体教工新学期能以一流学科的建设为战略目标，持续推进学部事业发展，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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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荣耀】 

 教育学部获两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发布评奖结果，教育学部共有两项成果获奖，此前该两项成果还

荣获了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具体如下： 

成果名称 类别 获奖等级 完成人 

国家课程改革背景下学校课程发展模式的

建构与实践 
基础教育 一等奖 

崔允漷、胡惠闵、周文叶、

吴刚平、柯政、雷浩 

以影子校长为重点，五个一百相互支撑，

培养未来教育引领者的实践育人模式 
高等教育 二等奖 

袁振国、汪海萍、韩春红、

黄瑾、沈晔、代蕊华、沈玉

顺、杨光富、白雪源、周彬 

 

 教育学部新获 6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一等奖 

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名单公布，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获6项学科学术

奖一等奖，占全校该类奖项一等奖总数的31.6%。此次成果奖，教育学部共18项成果在列，其中

学科学术奖16项（一等奖6项、二等奖10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奖1项；决策咨询奖1项，

再创历史新高。 

 

 

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奖 

作者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获奖等级 

黄忠敬等 基础教育发展的中国之路 著作 二等奖 

学科学术奖 

作者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获奖等级 

李林 
《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进士馆及其进士群

体研究》 
著作 一等奖 

王祖浩等 《化学教科书学习难度评估及国际比较研究》 著作 一等奖 

徐国庆等 
《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开发理论与方

法》 
著作 一等奖 

李政涛 
《当代教育研究的视频与图像转向——兼论视

频图像时代的教育理论生产》 
论文 一等奖 

闫光才 《学术生命周期与年龄作为政策的工具》 论文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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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 

学科学术奖 

作者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获奖等级 

袁振国 《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 论文 一等奖 

程亮 《教育的道德基础：教育伦理学引论》 著作 二等奖 

崔允漷 《学校课程实施过程质量评估》 著作 二等奖 

黄忠敬 《基础教育发展的中国之路》 著作 二等奖 

蒋纯焦 《中国私塾史》 著作 二等奖 

肖思汉 《听说：探索课堂互动的研究谱系》 著作 二等奖 

曹妍等 
《我国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及其地区差异：

2008-2015》 
论文 二等奖 

陈纯槿等 
《教育财政投入能否有效降低教育结果不平等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论文 二等奖 

范国睿 

《研究领域变革：美国教育研究新趋向——基

于美国教育学者公共影响力排名的研究领域与

领军人物分析》 

论文 二等奖 

柯  政 
《课程改革与农村学生的学业成功机会——基

于 A 市八年中考数据的分析》 
论文 二等奖 

李召存 《探寻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 论文 二等奖 

钟启泉 《教学方法：概念的诠释》 论文 二等奖 

决策咨询奖（成果名称略） 

作者 成果类型 获奖等级 

朱益明 研究报告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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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 2017级学生军训获先进表彰 

8月 25 日-9月 6日，学部 2017 级本科生顺利完成军训，并荣获华东师范大学 2017级学

生军训先进集体一等奖、二等奖，歌唱比赛一等奖和内务比赛一等奖。 

 

 教育学部师德榜样出炉 

崔允漷教授领衔的课程研究团队获学校首批“立德树人教师团队”称号；孔企平教授荣获第

十一届“华东师范大学师德标兵”称号；教育学部张万朋被评为华东师大第九届文明岗；教育

专业学位管理中心被评为华东师大第九届文明组室。 

 

 教师教育学院学子获全国教学技能大赛多个奖项 

9月，2018年全国教学技能大赛在多地举办，教育教育学院数学、生物、历史三个学科教育

专业方向的同学经过认真的学习和准备，在比赛中表现优异，荣获多个奖项！数学教育专业方

向：李雯荣获一等奖，陈晏蓉、朱荣华、时杰荣获二等奖，孙思洁荣获三等奖；生物教育专业方

向：肖晓婷荣获一等奖，张柏辉荣获三等奖；历史教育专业方向：徐金金荣获一等奖，曹璠荣获

三等奖。此外两位还获得“优秀教学设计奖”。 

 

【教学之窗】 

 教育学部成功举办 2018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7月6日-9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8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顺利举办。7月7日，举行夏令

营开营仪式。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主任陈灵犀，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党委

副书记沈晔，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彭正梅教授、教育管理学系主任李伟胜教授，教学事

务部主任白芸副教授、学生事务部主任杨光富副教授、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教授、综合办公

室主任邹文，以及其他教师代表出席活动。教育学部党委常务副书记、副主任黄瑾主持开营仪

式。 

 

 教育学部组织 2018年中-法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暑期夏令营面试 

2018年7月16-19日， 2018年中-法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暑期夏令营在我校如期举行，本届

夏令营活动吸引了全国各高校近30名本科三年级优秀学子报名教育学科，经过严格筛选，最终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的15名同学入营。7月18日下午，由黄忠敬教授

担任面试组长的专家团队对夏令营教育学科的营员进行了专业面试，分别从专业基础、综合素

质、科研潜力、外语能力等方面对营员们进行了综合考察，最终推选出3名教育学科中法夏令营

优秀营员。 

 

 教育学部参加 2018年校研究生招生咨询会 

9月16日，教育学部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宣传暨校内外推免生

报考现场咨询会。在教学事务部主任赵琦的带领下，课程与教学系副系主任周文叶、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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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副所长张东海、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郑太年等多位骨干教师亲临现场，为考生

和家长们提供答疑服务。 

 

 教育学部组织开展 2019年“佛年计划”推免招生工作 

2018年9月10日，教育学部组织开展了2019年“佛年计划”推免招生面试工作,来自18个不

同学科专业的40余名大四学子参加了面试。专家们分别从学习与创新能力、外语能力、科研潜

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同学们进行了综合考察，最终遴选出15名同学，等

待接受学校的进一步审核。 

 

 教育学部顺利完成 2018年度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培育项目立项评审工作 

教育学部于2018年9月正式启动本科生创新创业培育项目立项申报工作，并于10月18日顺利

完成所有项目评审工作。教育学部今年按照本科专业类别进行立项答辩，学部层面以材料审核

的方式开展立项评审工作，共有44个学生小组申报，38个小组通过各系专家评审，获得立项资

格。 

 

【科研动态】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举行青少年教育专题研讨会 

7月30日，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举行小型专家会议，就青少年教育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成因及应对策略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华东师范

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任友群，教育学部教授冯大鸣，上海博雅教育研究所所长、复旦

中学原校长周国正，曹杨二中校长王洋、西南位育中学党委书记金琪，文汇报社理论评论部副

主任杨逸淇等共同参与研讨。根据研讨会内容和宏观院前期研究成果，形成了专报《巩固青少

年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ECNU Review of Education（《华东师大教育评论》英文刊）第二期发行 

8月，ECNU ROE 正式发行第一卷第二期，本期共设四个栏目，囊括七篇大作。本期在保持对

中国教育现实问题与全球教育前瞻性问题的关注外，特别呈现了基于中国数据的四份实证研究

成果，展现了实证方法在中国教育研究上的细腻应用，以及中国数据与理论的深入对话。 

 

 周加仙获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月，教育心理学系周加仙研究员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汉语阅读教育对神经网

络的作用及其机制”。该项目将采用神经影像技术、心理物理学研究范式、教育学的比较研究

方法，将神经科学、心理学与教育学结合起来，探索阅读教育对人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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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获 1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 

9月19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的名

单，教育学部李林副教授申报的《清代武科考试研究》经专家评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

导小组批准，获准立项。 

 
 教育学部获 2项 2019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根据上海市教委公告，经学科组专家评审，对 2019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公

示。教育学部有 2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入选。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申请人 项目类型 

道德教育中的论辩逻辑研究 王占魁 哲社一般 

中等职业教育情境中自闭谱系障碍青少年社交技能干

预研究 
王小慧 哲社一般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整合研究”成果丰硕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吴刚平教授主持的基地重大项目在本季度继续开展课程整合的理论探索

和国际比较研究，发表课题成果论文《澳大利亚素养取向的国家评估项目及其启示》，推进小

学、初中和高中课程整合案例研究，形成了案例撰写的基本框架和主要材料，撰写并将陆续发

表核心素养与课程整合系列论文。 

 

 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调研指导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建设发展 

9月17日，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统计信息和事业计划处处长李燕丽，中

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刘占山，市教卫工作党委副巡视员、市教育工会常务副主席、市教

委人事处处长李蔚，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黄海洋等一行调研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与

会专家凝聚智慧，为宏观院发展提供了真知灼见。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教育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开始数据库建设 

宏观院教育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开始“中国教师发展数据库”的建设，开展《中国教师发展

调查》（Chinese Teacher Development Survey，简称 CTDS）的问卷设计工作。已初步确定模

块架构、调查维度及相关题项的具体测量指标。目前 CTDS 调查问卷拟包含学校信息和被访者基

本信息模块、10类教师政策模块、以及为2019“教师职业吸引力”主题模块等三大模块，其中

教师政策模块是 CTDS的重点亮点所在。 

 

 教育高等研究院第 32 期“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学术沙龙顺利举办 

9月21日，教育高等研究院举行第32期“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学术沙龙，北京大学教育学

院副教授、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蔡磊砢应邀作了一场题为“蔡元培与现代中国美育”的

学术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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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芳华】 

 教育学部学生社会公益实践成果丰硕 

7-8月，学部共组织了 39 支暑期社会实践队伍，涵盖本硕博共 300 余名学生前往云南、

湖南、新疆等 15 个省市、自治区开展支教、调研、宣讲等实践活动。9 月 20 日，彩虹支教

团、“同心·同语·同行”新疆少数民族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趣味夏令营、关于中国大学生课外

自主学习现状的纪录片创作和社会调研、佛年夏令营五周年纪念活动（安徽、湖南、江西支教）

等 4 个项目，作为教育学部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代表，参加了校团委组织的上海市“知行杯”

比赛校内赛。 

 

 奋进 E 生•引领未来——教育学部喜迎 2018 级新生 

9月9日，教育学部798名新生踏入师大校门，顺利完成了报到工作。学部主任袁振国，党委

书记汪海萍、党委常务副书记黄瑾、党委副书记沈晔、学生事务部主任杨光富，以及各院系所

领导、新生辅导员分别来到新生寝室，给同学们送上温暖的问候。 

 

 第四届“承古励新”学部历史教育活动顺利举行 

9 月 11 日学部新生入学教育系列活动之第四届“承古励新”学部历史教育活动顺利举行。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特殊教育研究所所长方俊明，学部关工委副主任钱景舫，关工委委员

范杰、张志杰分别担任介绍嘉宾，带领2018 级近800 名新生，领略了学部和系所历史的风采。 

  

 2018 级新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9 月 12 日举行2018 级新生开学典礼，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党委书记汪海萍、党委常务

副书记黄瑾、党委副书记万明霞，学部各事务部主任，各院系所主要负责人、教师代表，新生辅

导员以及 797 名新生参加开学典礼，典礼由学部党委副书记沈晔主持。典礼结束后，副校长李

志斌教授为学部新生带来了第一堂思政课，学部党委书记汪海萍主持报告会。 

 

 教育学部隆重举行 2018 级新生党员主题教育活动 

9 月 14 日“以教育之名奋进”——学部 2018 级新生党员主题教育活动隆重举行。学部 

200 余名新生党员参与华东师范大学第一次集体组织生活。学部党委书记汪海萍，党委副书记

沈晔，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蒋瑾，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教授，课程与教学系刘良华教

授，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工党支部书记李梅副教授，学前教育系教工党支部书记左志宏副教授，

学生事务部副主任柳叶，专职组织员陈媛等近 10 位教师党员出席此次活动。 

 

 学部各院系所组织 2018 级新生开展“上海教育参访日”活动 

2018级新生入学教育期间，学部联合各院系所组织2018级新生赴各专业相关学校、企业、机

构开展“上海教育参访日”活动，带领新生体验教育现场，形成对专业的初步认知，为学生提供

专业发展支持。同时，学部鼓励各院系所参访活动面向其他专业学生开放。学前教育学系组织

新生前往长宁区海贝幼儿园观摩，教育信息技术学系组织学生赴科大讯飞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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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英才】 

 教育学部引进九位新教师 

近期，教育学部新进九位教师，分别是宋玮、金津、吴希、刘学良、李绚兮、尚伟伟、吴晶、

李鹏、杜华。九位教师的简介如下： 

宋玮，博士，毕业于山东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引进为英文版《华东师大教育评论》编辑

部的副编审。 

金津，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教育社会学专业，引入为高峰博士后。 

吴希，博士，毕业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育学院，引入为高峰博士后。 

刘学良，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引入为教育学流动站博士后。 

李绚兮，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的教育技术学专业，引入为教育学流动站博士后。 

尚伟伟，博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引入为教育学流动站博士后。 

吴晶，博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引入为教育学流动站博士后。 

李鹏，博士，毕业于西南大学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引入为教育学流动站博士后。 

杜华，博士，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引入为教育学流动站博士后。  

 

 学部第二期管理服务能力提升项目评审会顺利举行 

7月6日，教育学部举行第二期管理服务能力提升项目评审会。会议由教育学部副主任李政

涛主持。邀请学部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副主任黄瑾、副书记万明霞，副主任代蕊华、副书记沈晔、

教育管理学系教授朱军文等作为评审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通过这个平台，助力学部管理岗教

师为华东师大教育学科建设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管理动力和服务支撑。 

 

【国际交流】 

 教育学部学子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7月29日到8月18日，教师教育学院30人团队在四位教师的带领下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

学进行研究学习，聚焦学科前沿，对话名师名家，加强了华东师大学子对未来教育的认识与畅

想。  

 

 台湾铭传大学师生来访教育学部 

8月17日，台湾铭传大学杨锦潭教授率师生一行24人于来访问教育学部教育学系，双方就关

注的基础教育改革若干问题交换了研究成果和经验，并期待今后开展更进一步的合作。 

 

 中美专家深度对话“信息技术教育创新” 

8月20日，开放教育学院和上海市“立德树人”人文社科信息科技教育教学基地联合主办“信

息技术教育创新•中美专家深度对话”报告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学习研究教授、

Scratch 程序应用开发团队负责人 Mitchel Resnick 与教育学部教授任友群就信息技术教育创

新话题展开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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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学生赴德国洪堡大学海外教育实习顺利开展 

9月2日，根据我校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签订的海外教育实习双向协议，前期经教师教育学

院选拔，四名同学顺利与洪堡大学教师 Kathinka会合，开始深入了解德国的教育体系和德国教

师的实习制度。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访问教育学部 

9月13日上午，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教育学院院长 Dr. Dilson Rassier、

亚太区办公室总监 Alvin Chung先生以及国际教育学院（MIIE) 教育项目总监 Caroline Sia 女

士来访教育学部。双方均表示将积极推动两校合作交流协议的签署，并初步商定将从 “国际学

术周”着手，尽早开展各项学术交流与合作。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来访教育学部 

9月15日至23日，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科教育学研究室添田晴雄教授带领师生六人到

访教育学系，参与四项交流及参访活动，开展学术文化交流并圆满结束。此次访问交流，增进

了双方对彼此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及相关学术研究的理解。教育学系主任黄忠敬教授与添田晴雄

教授就未来的交流合作进行了会谈，双方在教师交流、学生互访、科学研究等方面达成了初步

协作意向。 

 

 华夏课程论坛开学第一讲揭秘芬兰教育经验及课程改革新动向 

9月19日下午，芬兰坦佩雷应用科学大学的全球教育项目执行负责人 Tanyu Chen 女士、人

力资源主任 Merja Jortikka 女士为学部师生带来了“芬兰教育经验与课程改革的新动向”的

学术报告。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陈霜叶教授主持报告。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举办“教育政策：中国经验与世界趋势”国际论坛 

9月21至22日，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主办的“教育政策：中国经验与世界

趋势”国际论坛暨教育政策交流研讨会举行。国内外400多位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教育管

理者、教育相关专业研究生参加论坛。校党委书记、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院长童世骏教授

出席论坛。 

 

 教育学部师生代表团一行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开展交流活动 

9月24日—10月5日，由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白芸副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党支部书

记李梅副教授以及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王森、学前教育系博士研究生李莉组成的师生代表团赴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开展项目启动后的第二次“国际学术周”交流活动。双方在教师短期互访

以及博士生短期互访交流合作方面达成了共识，并表达了进一步深化学术合作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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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 

 文汇报｜黄忠敬：21世纪核心教育素养——社会与情感能力 

http://www.ed.ecnu.edu.cn/?p=19904 

 

 人民网｜华东师范大学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返乡支教 

http://xj.people.com.cn/n2/2018/0726/c186332-31862171.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

pinstalled=0 

 

 新华网｜暑期支教入怒江州 彩虹夏令营开营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7/19/c_1123149946.htm 

 

 掌握现代特教｜方俊明教授深切缅怀田家炳先生：“百校之父”的特教情缘 

http://www.ed.ecnu.edu.cn/?p=20061 

 

 人民日报｜任友群：建设教育强国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http://www.ed.ecnu.edu.cn/?p=20065 

 

 光明日报｜陈纯槿 郅庭瑾：国际比较中的课外补习 

http://www.ed.ecnu.edu.cn/?p=20068 

 

 文汇报｜李季湄：点亮孩子的心灵是教育者的使命 

http://www.ed.ecnu.edu.cn/?p=20081 

 

 纪念改革开放 40年研讨会暨《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丛书首发式举行 “教育改革：从

哪里来，到哪里去”    http://www.ed.ecnu.edu.cn/?p=20104 

 

 文汇报｜田爱丽：“填谷隆峰”提升乡村基础教育质量 

http://www.ed.ecnu.edu.cn/?p=20132 

 

 文汇报｜李政涛：成功的教育始于有效的倾听 

http://www.ed.ecnu.edu.cn/?p=20136 

 

 中国教育报｜李宝敏：走出沉迷——提升“网络世代”关键能力 

http://www.ed.ecnu.edu.cn/?p=20170 

 

 文汇报｜任友群：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良性互动厚植人才优势 

http://www.ed.ecnu.edu.cn/?p=20579  

http://www.ed.ecnu.edu.cn/?p=19904
http://www.ed.ecnu.edu.cn/?p=20061
http://www.ed.ecnu.edu.cn/?p=20065
http://www.ed.ecnu.edu.cn/?p=20068
http://www.ed.ecnu.edu.cn/?p=20081
http://www.ed.ecnu.edu.cn/?p=20104
http://www.ed.ecnu.edu.cn/?p=20132
http://www.ed.ecnu.edu.cn/?p=20136
http://www.ed.ecnu.edu.cn/?p=20170
http://www.ed.ecnu.edu.cn/?p=20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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