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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专栏】 

◼ 教育学部党委中心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

要指示 

4月29日，教育学部党委中心组开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疫’线奋战，妙手仁心”中山医院医护人员援鄂事迹报告会，邀

请中山医院援鄂医护人员朱民、白燕、屠国伟和张晓云分享援鄂抗疫经历。会上，双方就教育

学部党委与中山医院党委合作共建进行商讨。 

 

◼ 房建军书记代表教育学部党委在上海市教委举办的“初心如磐 使命在肩”专题党课启动仪

式上作微演讲 

5月21日，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在上海戏剧学院端钧剧场举行“初心如磐 使命

在肩”专题党课暨“党课开讲啦”、“伟大工程”示范党课第2季启动仪式。教育学部党委书记

房建军在“初心如磐 使命在肩”的“战疫堡垒”篇章作题为“教育报国，战疫有我，为党旗增

光添彩”的微演讲。同台演讲的还有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张文宏；

上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领队、临时党总支书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郑军华；上海公

共卫生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 

 

◼ 教育学部本科生联合党支部成立“青年行·战疫情”党员服务队 

5月份，学部本科生联合党支部有效组织党员们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立“青年行·战疫情”

党员服务队，为同学们顺利复学返校、丰富学习生活提供各种便利，在关心人、帮助人和服务

人的过程中团结凝聚引领青年，充分彰显战斗堡垒作用。战疫服务队的系列活动得到“高校思

政网”的关注报道。 

 

◼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院长童世骏就如何应对焦虑问题接受《文汇报》专访 

面对疫情，如何加强社会心理疏导，做好人文关怀，及时平复不良情绪，培育理性平和、

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重建的重要内容。6月，宏观院院长童世骏教授接受《文汇报》

专访，就当前社会应如何应对焦虑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团队不断探索疫情下的“在线教学”新方向与新思路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继“战疫中的课程思考”系列之后，崔允漷教授领衔团队在核心期刊《教

育科学》第3期上发表了一组10篇的专题文章，从多个角度对在线教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

索，希望能为后疫情时期及疫情以后在线教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考与借鉴。  

 

◼ 《华东师大教育评论（英文）》推出“疫情中的教育”系列文章 

《华东师大教育评论（英文）》（ECNU Review of Education, ROE）高级顾问编辑、美国

新任教育学会会士、堪萨斯大学杰出教授赵勇疫情期间应刊物邀请所撰写的专稿《豆腐就是豆

腐，不是奶酪：重审疫情中的教育》，这也是“乌云后的金边：BCQ 全球思想大众筹”在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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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讨论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三篇有关 COVID-19危机与国际性学生流动的评议性文章，这三篇

文章在本期正式出刊前，已在 ROE网站上优先在线出版，并被 SAGE 出版集团作为人文社科领域

疫情相关研究的特稿，在 Working, Living and Education During a Pandemic 专栏里向国际

学界推介，受到广泛关注，点击量、下载量不断攀升。当前篇均浏览量均已过万，读者群体覆

盖全球各地。 

 

◼ 上海长征医院援鄂故事分享会暨教师教育学院毕业生党员教育大会顺利举行  

三月初以来，教师教育学院学术型研究生第一党支部发起“教育有情”志愿服务活动，开

启了与上海长征医院援鄂医疗队持续三个月的云对话。如今，医疗队平安凯旋，莅临华师校园

分享援鄂故事。6月10日，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举办上海长征医院援鄂故事分享会暨华东

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毕业生党员教育大会，听抗疫军人的援鄂故事、谢教育学子的守望相助、

传党建合作的抗疫能量。 

 

◼ 国际教师教育中心师生为抗击新型冠状肺炎捐款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后，国际教师教育中心商务部“2019级教育学硕士项目”、

“2019-2020学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政府长城奖学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高级研修项

目”、“‘中非友谊’中国政府奖学金硕士项目”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奖学金硕士项目”的48

名学生主动向我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项基金会捐款3400元人民币，用于为武汉等疫情严

重地区提供疫情防控的亟需物资，支持开展疫情相关的心理援助和危机干预等工作，支持华东

师范大学开展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学部要闻】 

◼ 教育学部 2020届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6月24日，学部2020届毕业典礼于中北校区文史楼前爱之坪顺利举行。学部主任袁振国、党

委书记房建军、党委常务副书记黄瑾、常务副主任荀渊、副主任柯政、副主任朱军文，学部师

资建设委员会主任阎光才，各院系所教师代表、事务部主任以及辅导员老师，以及700余名毕业

生参加活动。教师代表、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以“做一个真诚的教育学人”为题，为

同学们上好“最后一课”。校友代表、上海嘉定区成佳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春燕老师以“坚

持善良本色，守住育人初心”为题，分享了个人成长经历，对学弟学妹们表达嘱托。教育管理

学系2016级本科生杨涛同学的演讲《我和教育有个约定》，教师教育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周

佳同学《向着教育的星辰大海扬帆远航》，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2016级博士生郝天聪同

学《学习做有温度、有宽度、有深度的研究》，均赢得了大家的共鸣和掌声。典礼由学部党委

副书记沈晔主持。 

 

◼ 教育学部召开纪念建党 99周年表彰大会暨毕业生党员集体组织生活 

6月24日，学部纪念建党99周年表彰大会暨毕业生党员集体组织生活在科学会堂举行。学部

党委书记房建军、学部主任袁振国、学部常务副主任荀渊、学部副主任朱军文、开放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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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总支书记赵健、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朱梅，以及学部各教工党支部党员代表、2020届毕

业生党员代表、退休党员教师代表等168人到场参加活动。大会表彰了40名优秀共产党员，其中

教工20名，学生20名，以及1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2个先进基层党支部，其中7个教工先进基层

党支部，5个学生先进基层党支部，学部800余名党员师生在线收看直播。大会由学部党委副书

记沈晔主持。 

 

◼ “卓越育人”专题会：探索教育学大类培养背景下的专业教育体系 

8月25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召开“卓越育人”专题会，专题研讨“卓越育人”与“育

人卓越”，部署学部本科“三三制”课程改革。副校长戴立益、教务处处长孟钟捷、研究生院

常务副院长张文等出席会议。教育学部党政领导班子、党委委员，各学生培养单位负责人，学

位评定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委员，本科学科基础课程“首席教授”，全体辅导员和教务秘书等

共计百人参加。会议由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荀渊主持。 

 

◼ 教育学部 2020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攻坚动员会 

6月3日，教育学部在文科大楼401举行2020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攻坚动员会。校党委副书记杨

昌利，学工党委书记、学工部部长余佳，学生职业发展中心主任刘继亮、副主任张剑鸣，教育

学部主任袁振国、党委副书记沈晔以及教育学部各院系所负责人、副书记、毕业班辅导员、学

生代表参加会议。学部党委副书记沈晔在赴各院系所调研的基础上，做教育学部就业工作汇报。

辅导员代表、学生代表围绕就业工作进行了发言。校党委副书记杨昌利对教育学部就业工作提

出了指导意见，杨书记指出，要充分认识今年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复杂严峻形势，多措并举加强

对毕业生就业支持帮扶，毕业班辅导员要密切配合学校和学部，细化就业工作安排。 

 

◼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入选首批上海市重点智库 

5月，首批上海市重点智库名单正式公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等15家单位设立为首批上海市重点智库。宏

观院作为教育领域内唯一一家，入选首批上海市重点智库。 

 

◼ 教育学部党委中心组举行“四史”学习专题报告会 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 

为深入推进“四史”学习教育，教育学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于6月29日下午在文科大楼401

会议室召开学习扩大会，特邀上海市“四史”专家宣讲团成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潘

世伟教授围绕“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作专题讲座。教育学部党政班子成员、党委委员、

中层领导干部、各事务部主任、各教工党支部书记近40人参加学习。会议由教育学部党委书记

房建军主持。 

 

◼ 教育学部党委中心组举行“两会精神”专题学习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6月15

日，教育学部党委中心组在文科大楼401会议室举行“两会精神”专题学习会，特邀第十三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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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协委员，我校历史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银行史研究所所长章义和围绕“变化的两会”

作专题报告。教育学部党政班子成员，各院系所负责人、各支部书记参加学习。会议由教育学

部党委常务副书记黄瑾主持。 

 

◼ 教育学部举行“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专项评审会 

7月9日，教育学部组织开展“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专项评审会，特邀复旦大学本科生

院副院长徐珂、同济大学学生处副处长王小莉，华东师范大学学工党委书记、学工部部长余佳，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董盈盈对学部各事务部、院系所提交的30余份项目申报书进行

集中评审。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房建军、党委副书记沈晔出席评审会。 

 

◼ 寻找“未来教育引领者”：教育学部首次研究生招生宣讲会云端展播圆满落幕 

7月18日-19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首次在 B 站直播平台举行了为期两天的研究生招生

云端宣讲会，每天直播6-7个小时。宣讲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数万学子踊跃参与，累积观看人

数达4,8000余人次。宣讲会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柯政教授与12家研究生培养单位

的领导、骨干教师和优秀学生代表近40人悉数登场。宣讲会采用视频录播和线上直播互动的方

式。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硕士（马来西亚教学点）项目 2019 级新生开学仪式举行 

5月25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硕士（马来西亚教学点）项目2019级新生开学仪式以线上

线下混合的方式举行。仪式由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荀渊主持，副校长周傲英、马来西亚中华大

会堂总会（华总）总会长吴添泉、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主席陈大锦等领导和

嘉宾十余人与18位马来西亚研究生新生相会“云端”，共同见证这场别开生面的开学典礼。项

目第一期于2017年4月与马六甲培风中学合作、同年9月录取13位研究生，目前已完成所有课程

教学及论文开题，其中1位已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第二期于2019年10月与吉隆坡坤成中学合作，

今年1月录取18位研究生，于今天开学并开展第一次在线课程教学。 

 

◼ 学前教育学系、特殊教育学系和教育康复学系联合召开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家论证会 

6月3日下午，学前教育学系、特殊教育学系和教育康复学系就“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的修订”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专家论证会议。会议由教育学部教学事

务部主任赵琦主持，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办陈佳主任介绍了会议的工作背景，并指出会议重在请

各方专业人员对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提出建议。与会专家有教育学部原党委书记汪海萍，教育

学部党委常务副书记黄瑾，华中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系主任雷江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康复科学学院院长张茂林，哈尔滨教育学院教研员张联驰，上海聋哑青年技术学校校长杨七平

和上海市长宁区新实验幼儿园园长周剑。同时，教康系系主任刘巧云、副系主任万勤、学前教

育学系副系主任苏雪云、特殊教育学系副系主任于素红、专业学位管理办公室李坤和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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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副书记李玉华出席了会议。会议中经过共同协商，逐一达成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方案修改共识。 

 

◼ 职业教育与产业园区协同创新发展暨“东西联动、三地协同”服务长江经济带合作共建研

讨会顺利召开 

8月7日，职业教育与产业园区协同创新发展暨“东西联动、三地协同”服务长江经济带合

作共建研讨会在江苏苏州召开。此次会议由宏观院主办，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承办，江苏省相城

中等专业学校、江苏中教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协办。来自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重庆市、广东省、河北省职业院校领导、教科院、评估院职业教育专家以及国内人工智能、区

块链、大数据、5G、国产芯片等行业协会与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产教新融合、园校新联

动、人才新发展”进行深入研讨，一起探索职业教育与产业园区协同创新发展之路，共同推动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苏州电视台、《姑苏晚报》、《苏州日报》对大

会现况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 

 

◼ “上海市终身教育师资培训基地”落户教育学部 

为了落实上海教育综合改革任务的要求、建立更高质量的终身教育体系，提升本市终身教

育教师专业能力和水平，推动终身教育高质量发展。上海市教委依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

专业力量，筹建了“上海市终身教育师资培训基地”。8月29日上午，上海市终身教育师资培训

基地 、上海市老年教育课程研究与评估指导中心工作启动仪式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图

书馆二楼报告厅举行。 

 

◼ 首届全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政策研究论坛举行 

6月15日，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政策研究）在华东师大中

山北路校区举办“首届全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政策研究论坛”。 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

继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学与教材处副处长刘俊，教育部教材局规划处处长李明，

上海市教委主任陆靖，华东师大党委书记童世骏，副校长梅兵、戴立益，校长助理、教务处长

雷启立，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出席论坛。出席论坛的还有基地战略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学术

委员会委员，以及来自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等来自职业院校、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代表200余名。论坛由华

东师大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吴瑞君主持。 

本次论坛聚焦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领域内的众多基础性问题和热点议题，邀请了

数十位全国知名职业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专家，从职业教育教材政策、教材设计与开发、教材评

价、教材编写等多个议题开展主体报告，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跨领域、跨学科、多

视角地探索了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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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复科学系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融入师大医学与健康事业 

5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医学与健康研究院正式成立。成立仪式在华东师范大学科学会堂隆

重举行。康复科学系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作为全校首个医学类本科专业，在成人及儿童的言

语语言、听力障碍诊断评估与康复治疗，自闭症儿童干预等若干领域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凸

显了华东师范大学在医学与健康领域独特的学科优势。目前，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代码：

101008T）已面向全国招生，于9月迎来了华东师范大学首批医学类本科生。 

 

【学部荣耀】 

◼ 教育学部青年教师联谊会获评华东师大年度优秀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工会发布了《2019 年华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发展基金优秀项目名单》，

教育学部青年教师联谊会负责的《促进青年教育学者全面发展，提升生活幸福感》项目，经过

专家网络评审、线上投票等多个程序，从学校数十个青年教师发展基金项目中脱颖而出，获评

为“优秀”项目。 

 

◼ 教育学部 4个项目入选 2020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 

教育学部共4个项目获得2020年度华东师范大学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立项，其中综合改革类

2项，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类2项。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综合改革类 
师范生课堂教学能力微认证体系构

建研究 
闫寒冰 开放教育学院 

综合改革类 
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学习体验问卷（通

识课程版）研制 
韩映雄 

考试与评价研

究院 

教学方法与手段

改革类 

“卓越教师”诉求下的师范生创新教

学能力培养探索 
姜冰倩 

教育信息技术

学系 

教学方法与手段

改革类 

基于师范生英语教学能力微认证的

课程改革与研究 
高惠蓉 教师教育学院 

 

◼ 教育学部 5门课程入选 2020 年华东师范大学通识核心课程建设项目 

教育学部共有5门新建课程入选2020年度华东师范大学通识核心课程建设项目。以下为具体

名单： 

模块 课程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类别 

核心课程：价

值、社会与进步 
大学史与大学精神 张东海 高等教育研究所 新建课程 

核心课程：伦

理、教育与沟通 

教学的道德与道德的教学 王夫艳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所 
新建课程 

人是如何学习的：走近学

习科学 
王美 教师教育学院 新建课程 

中国社会的文化多样性与

教育公平 
王涛 

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 
新建课程 

解读大学生领导力 白芸 教育管理学系 新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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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 3门课程入选 2020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美育通识选修课程建设项目立项 

教育学部艺术教育部教师王海东、刘冉、程征课程获2020年度美育通识选修课程建设项目

立项。 

教育学部 2020年度美育通识选修课程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课程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类别 

手工艺术 王海东 艺术教育部 已有课程改造 

汉唐古典舞蹈的动作与审美 刘冉 艺术教育部 新建课程 

中国传统与现代经典音乐赏析 程征 艺术教育部 新建课程 

 

◼ 教育学部教师在 2020 年度校精品教材建设专项基金申报中创佳绩 

2020年度校精品教材建设专项基金资助名单中，全校共40本新编教材，8本修订教材入选。

教育学部8本教材获此次新编教材资助立项，占同类别项目数的20%，立项数位居各学院之首。 

 

教育学部 2020年度校精品教材建设专项基金获资助名单 

项目类型 教材名称 推荐形式 第一主编 所属单位 

新编教材 

 

中学化学实验教学研究 单册 丁伟 教师教育学院 

“新课标英语教学法—以核心

素养为目标” 
单册 高惠蓉 教师教育学院 

儿童感觉统合训练实验教程 单册 王和平 特殊教育学系 

电子技术综合 单册 毛敏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自闭谱系障碍儿童教育 单册 贺荟中 特殊教育学系 

幼儿保育学 单册 柳倩 学前教育学系 

教育影视基础 单册 鲁力立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教育康复创业管理与实践 单册 陈东帆 康复科学系 

 

◼ 教育学部 3位教师在华东师范大学第十三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中创佳绩 

教育学部特殊教育学系黄志军、教育信息技术学系鲁力立、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沈伟三

位老师荣获华东师范大学第十三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文科2组一等奖、理工科组一等奖、文科2

组二等奖各一项。教育学部在本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中的获奖总数居全校首位。 

华东师范大学第十三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获奖教师名单 

组别 教师姓名 参赛课程 获奖等级 所属单位 

文科 2组 黄志军 《特殊学校语文教材教法》 一等奖 特殊教育学系 

理工科组 鲁力立 《教育影视创作与实践》 一等奖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文科 2组 沈伟 《公共关系学》 二等奖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 教育学部 6个项目获得“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立项资助 

教育学部6个项目入选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立项资助名单。其中，

公共课建设项目1项，研究生高水平通识课建设项目3项，研究生精品教材建设项目2项。 

公共课建设项目，全校共有3个项目立项，教育学部占其中之一；研究生高水平通识课建设

项目，教育学部立项率达30%，成为全校立项数最多的单位；研究生精品教材建设项目立项率为

25%，也是全校立项数最多的单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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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 2020年“公共课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所在单位 负责人 课程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经费 

（万元） 

1 教育学部 朱益明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

研究 
学位公共课 10 

 

教育学部 2020年“研究生高水平通识课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所在单位 负责人 课程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经费 

（万元） 

1 教育学部  祝刚 国际教师教育研究 通识选修课 5 

2 教育学部  张俊华 教育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通识选修课 5 

3 教育学部 冷静 
在线协作探究提升学生批

判性思维能力 
通识选修课 5 

 

教育学部 2020年“研究生精品教材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所在单位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经费 

（万元） 

1 教育学部 徐国兴 高等教育经济学 精品教材 5 

2 教育学部 郁晓华 
教学支持平台的设计与

应用 
精品教材 5 

 

◼ 教育学部 4个项目入选华东师范大学 2020 年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引领计划项目 

2020年度教育学部共有4个项目入选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引领计划项目，

其中，“课程思政”示范学科专业建设项目2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2项，是全校

立项数最多的单位。 

教育学部“课程思政”示范学科专业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 立足高教学科特色，构建思政育人体系 阎光才 

2 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系 
“课程思政”引领下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

建设与实践 
周文叶 

 

教育学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1 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系 
《教育经济学基础与前沿》课程思政建设

与实践 
张万朋 

2 教师教育学院 基于中国话语的《英语教学史》课程建设 高惠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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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教育统计基础》入选华东师范大学 2020 年研

究生课程建设项目 

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教育统计基础》入选华东师范大学 2020 年研

究生课程建设项目，是全校17个立项项目之一。 

教育学部 2020 年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 第二批） 

序号 所在单位 课程名称 项目负责人 课程类别 

1 教育学部 教育统计基础 刘钧燕 学位基础课 

 

◼ 教育学部 2个项目获华东师范大学 2020年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环节深化与质量提升项目”

立项 

教育学部2个项目入选华东师范大学2020年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环节深化与质量提升项

目”立项名单，其中，“实践环节模式创新与优化”1项，“高水平实践活动与成果建设”1项。 

教育学部 2020 年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环节深化与质量提升项目”立项名单 

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专业学

位类别 

项目申报

单位 

项目申

报人 

1 
实践环节模式

创新与优化 

“学-训-研”一体化教育管

理方向MPA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创新 

公共管理 
教育学部教

育管理系 
胡耀宗 

2 
高水平实践活

动与成果建设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

学术论坛 
教育 

教师教育学

院 
吴成领 

 

◼ 教育学部多个项目获学校 2020 年研究生学术论坛（沙龙）项目立项 

教育学部4个项目入选华东师范大学2020年“研究生学术论坛（沙龙）项目”立项名单，其

中，“博士生学术论坛”3项，“研究生学术沙龙”1项。特别是“博士生学术论坛”，立项率

达25%，教育学部成为全校立项数最多的单位。 

 

教育学部 2020年“博士生学术论坛”立项项目 

序

号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

人 
项目类别 

1 教育管理学系 
依托全球教育领导学术联盟开展

卓越博士生培养的理论与实践 
胡耀宗 常规建设 

2 特殊教育学系 特殊教育卓越研究生学术论坛 陈莲俊 常规建设 

3 教师教育学院 行知论坛 蒋瑾 常规建设 

 

教育学部 2020年“研究生学术沙龙”立项项目 

序

号 

所在单

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

人 

项目类

别 

申请人

（学生） 

1 
教师教

育学院 

知行合一 躬行实践——

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学术

沙龙 

卢晓旭 
学术沙

龙 
刘天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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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多个项目入选学校 2020 年“未来科学家和优秀学者培育计划”、“优秀博士生学

术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立项项目 

教育学部共6个项目获华东师范大学2020年“未来科学家和优秀学者培育计划”、“优秀博

士生学术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立项，其中，“未来科学家和优秀学者培育计划”1项，“优秀博

士生学术创新能力提升计划”5项。 

教育学部 2020年“未来科学家和优秀学者培育计划”立项名单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

人（导师） 
学生姓名 资助经费 

教育学部 
批判性思维之表现性评价

研究 
崔允漷 毛玮洁 8万元 

 

教育学部 2020年“优秀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立项名单 

序

号 
专业 项目名称 申报人 导师 

资助 

经费 

1 教育学原理 
教育戏剧与教师言语行为转

变研究 
孔苏 李政涛 2万元 

2 教育学原理 制度视域下的学校治理研究 范勇 范国睿 2万元 

3 课程与教学论 
基于认知诊断的数学核心素

养测评体系建构 
武小鹏 孔企平 2万元 

4 教育技术学 

三维设计环境下数据驱动的

学生空间思维能力诊断与评

价研究 

郭守超 吴永和 2万元 

5 教育政策学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培养及其

实施机制研究——基于“发

展素质教育”的战略视角 

刘志 袁振国 2万元 

 

◼ 教育学部 25名同学获得 2020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 

2020年教育学部共25名同学获得“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资助人数

创近五年新高，全校共有113名同学获得该类资助，教育学部获资助同学占全校的22.12%。 

教育学部 2020年获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名单 

序号 
学生 

姓名 

导师 

姓名 
国内专业 申请类别 

申请留学

国别 
留学单位（中文） 

1 钱晓敏 鞠玉翠 教育学原理 联博 美国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2 单俊豪 闫寒冰 教育技术学 联博 美国 俄亥俄州立大学 

3 毛玮洁 崔允漷 课程与教学论 联博 美国 亚利桑那州大学 

4 文艺 崔允漷 课程与教学论 联博 美国 波士顿学院 

5 李爱霞 顾小清 教育技术学 联博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 

6 刘志 袁振国 教育学原理 联博 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

分校 

7 蔡心心 王保星 教育史 联博 英国 布里斯托大学 

8 马洁 胡惠闵 课程与教学论 联博 美国 俄亥俄州立大学 

9 张悦 高德胜 课程与教学论 联博 美国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

逊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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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会平 宁本涛 教育学原理 联博 美国 亚利桑那州大学 

11 范勇 范国睿 教育学原理 联博 美国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

肯分校 

12 杨青 唐玉光 高等教育学 联博 加拿大 西安大略大学 

13 李沐慧 徐斌艳 课程与教学论 联博 丹麦 哥本哈根大学 

14 孙晓雪 黄忠敬 教育政策学 联博 加拿大 麦吉尔大学 

15 吕珂漪 李家成 教育学原理 联博 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 

16 李政林 李政涛 教育学原理 联博 德国 柏林自由大学 

17 刘敏 刘巧云 
言语听觉康复

科学 
联博 美国 堪萨斯大学 

18 程力 沈晓敏 比较教育学 联博 美国 多伦多大学 

19 周英文 徐国庆 
职业技术教育

学 
联博 英国 诺丁汉大学 

20 孙烨超 马和民 教育学原理 联博 美国 俄亥俄州立大学 

21 陈唤春 黄忠敬 教育政策学 联博 美国 
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 

22 蔡群青 袁振国 教育政策学 联博 美国 波士顿学院 

23 孙思雨 孔企平 课程与教学论 联博 美国 华盛顿大学 

24 戴熙玉 周兢 学前教育学 联博 挪威 奥斯陆大学 

25 刘骏洁 何敏 学前教育学 攻博 澳大利亚 麦考瑞大学 

 

◼ 崔允漷教授荣获“2015-2019 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荣誉 

近期，上海市劳模评选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公布了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名单，经

民主推荐、所在单位公示，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教授荣获

“2015-2019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劳动模范”荣誉主要是表彰对上海市政治建设、

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作出突出贡献的劳动者。 

长期以来，崔允漷教授坚持立德树人，为我国课程与教学领域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荣获2019年度“上海市育才奖”，2014、2018年连续两次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

上海市教学成果特等奖。他扎根中国大地开展前沿研究，持续推动引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顶层设计，多次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他的著作曾荣获“第八届全国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等。中宣部授予他“2019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理论界）光荣

称号。 

 

◼ 特殊教育学系刘春玲团队项目入选 2020 年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改项目推荐名单 

2020年我校共确定16个项目推荐申报2020年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改项目,教育学部特殊教

育学系刘春玲团队项目成功入选。 

 

项目名称 所属单位 项目负责人 

复合型卓越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特殊教育学系 刘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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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学系项目荣获 2020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学业指导帮扶提升项目立项 

教育学部特殊教育学系项目——《特殊教育学系学生学业能力提升计划》成功入选2020年

度华东师范大学学业指导帮扶提升项目。 

 

◼ 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叶王蓓课题项目荣获 2020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课题立项 

2020年度华东师范大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共10项，教育学部教师教育学

院副教授叶王蓓课题——《教师师德发展案例教学研究》成功入选。 

 

◼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副研究员徐显龙课程荣获第三届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研讨与征集活动二等

奖 

学校第三届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研讨与征集活动共遴选出30门课程，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副研

究员徐显龙课程——《教育技术项目管理》荣获二等奖。 

 

◼ 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占小红荣获 2020 年度“学生心目中最优秀教师奖” 

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占小红荣获学校2020年度“学生心目中最优秀教师奖”。占老师教学

经验丰富，教学功底扎实，教学方法灵活，多次在校内外教学比赛中获奖，连续五年被化学学

院本科生评选为“心目中最优秀教师”。 

 

◼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石伟平教授、徐国庆教授分别入选教育部国家教师教育咨询专

家委员会委员、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为大力振兴教师教育，充分发挥专家组织对教师教育改革的研究、咨询和指导作用，教育

部日前一次性成立了3个委员会，分别是国家教师教育咨询专家委员会、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

专家委员会以及教育部教师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

究所名誉所长石伟平教授入选国家教师教育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所长徐国庆教授入选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华东师大教育评论（英文）》正式收录 Scopus 数据库 

《华东师大教育评论（英文）》（ECNU Review of Education, ROE）收到荷兰 Scopus 数

据库遴选与审查委员会（Content Selection & Advisory Board，CSAB）通知，经过严格评审，

ROE 被 Scopus 数据库正式收录。这也是《华东师大教育评论（英文）》继2018年被 Google Scholar

（谷歌学术）收录，2019年被 DOAJ（国际开放存取期刊目录）、ERIC（美国教育资源信息中心）

数据库收录后，再度被世界一流学术研究数据库收录，标志着刊物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自此迈上

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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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之窗】 

◼ “质性研究经典导读”系列丛书的其中两本率先出版 

5月，“质性研究经典导读”系列丛书中的两本——《参与观察：质性研究中的“看”与“被

看”》、《从生活到理论：质性研究写作成文》率先出版，两本书的主编分别为教育学系副教

授、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董轩博士，高等教育研究所李琳琳副教授、李梅副研究

员。该系列丛书是配合教育学部研究方法系列课程，为进一步满足学习者对于教育研究方法的

深入理解和研究实践的需求而设计，共有“质性研究经典导读”系列丛书和“教育学部教育量

化研究丛书”，分别由教育高等研究院丁钢教授和教育心理学系杨向东教授担任主编，由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 教育学部开设首门研究生全英语在线课程 

5月7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杰出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讲席教授 G. 

Williamson (Bill) McDiarmid 博士，为学部研究生开设的首门全英语在线课程——Writing 

Dissertations and Academic Articles 正式开讲。来自教育学原理、教育技术学、比较教育

学、学前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五个专业的12名同学修读本门课程。课程采用“录播+直播”的

方式。McDiarmid 教授克服中美时差，倾情讲授，并将为同学们量身定制一份直播课程计划。 

 

◼ 教育学部组织召开《教育统计基础》课程混合式教学研讨会 

6月17日，教育学部组织召开《教育统计基础》课程混合式教学研讨会。该课程教学团队教

师刘钧燕、王哲、高星原、陈纯槿、视频录制技术支持教师杜龙辉及教学事务部主任赵琦、研

究生教学秘书蔡尚芝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赵琦主持。课程团队将于近期开始录制视频，保障新

学期混合式教学顺利开展。 

 

◼ 教育学部承办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一级学科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交叉复议会 

6月30日，由研究生院主办、教育学部承办的教育学、心理学和体育学一级学科学术型研究

生培养方案交叉复议会在中山北路校区召开。学校研究生院培养办主任陈灵犀，发展规划部副

部长张绍文，教育学学位点责任教授范国睿，心理学学位点责任教授郭秀艳，体育学学位点责

任教授汪晓赞以及教育学部、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分管领

导、教育学部各院系所教学副主任、研究生院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相关单位研究生秘书参加了

会议。会议由教育学学位点责任教授范国睿主持。 

 

◼ 教育技术学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双学士学位培养教学研讨会顺利召开 

7月8日，教育技术学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双学士学位培养首次教学研讨会顺利

召开。会上进一步明确了双学士学位培养的目标理念与定位，调整并确定了必修课程、学科基

础课程的组成和课程名称，启动课程专题的大概研讨及修订工作，并确定形成定期的教学研讨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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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高等学校一流研究生教育引领计划”项目调研座谈会顺利召开 

5月29日，研究生院副院长杨福义、培养办主任陈灵犀等来到教育学部，就学部所承担的学

校“上海高等学校一流研究生教育引领计划”子项目开展情况进行调研。教育学部副主任柯政、

教育学部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占小红、教学事务部主任赵琦及研究生秘书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教

育学部的研究生培养进行了交流，在跨学科人才培养、教学改革、课程评价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 教育学部顺利完成 2020 年佛年班研究生博士资格遴选工作 

6月10日下午，教育学部组织专家对2018级佛年班研究生进行了博士资格遴选。经专家评议，

一致通过了2018级佛年班李昶洁同学的博士资格考核。 

 

◼ 教育学部组织 2020 年中-法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暑期夏令营教育学科营员面试 

7月15-16日，学校研究生院组织开展了中-法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根据

研究生院日程安排，7月16日上午，由教育学部聘请的中-法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教育学科中方

协调员、教育学系系主任黄忠敬教授对广大营员进行教育学科专业介绍。下午，教育学部组织

专家对教育学科营员进行专业面试，法方专家 Jean-Charles CHABANNE 教授亦远程线上参加了

面试工作，从外语能力、专业基础、发展潜力等方面对营员进行了综合考察。中-法联合培养研

究生项目暑期夏令营活动的开展，为教育学科选拔优秀研究生生源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推进了

该项目的发展。 

 

◼ 教育学部组织对 2019 级佛年班学生进行学术基础能力考核 

7月22日，教育学部组织专家对2019级佛年班学生进行了学术基础能力考核。教育学部副主

任柯政教授担任专家组组长。考核分为自我陈述和专家提问两部分，邱燕楠等14名同学考核合

格。 

 

【学术科研】 

◼ 上海教育“十四五”规划编制研究启动开展 

受上海市教委委托，宏观院开展上海“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课题研究和文本研制工作。

宏观院执行院长郅庭瑾作为规划文本起草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宏观院科研人员李廷洲、高鸾、

卢威作为核心起草组成员全程参加上海教育“十四五”规划文本起草工作。同时，宏观院承担

上海市杨浦区、闵行区“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课题。2020年，宏观院举办上海教育“十四五”

发展规划专家咨询会（首场），参加由上海市教委组织的系列规划研制讨论会，在杨浦区、闵

行区开展10余次专项调研，召开2场教育“十四五”规划专家咨询会，协助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局、

闵行区教育局，研究提出“十四五”期间教育事业发展思路。 

 

◼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负责的教育决策技术系列标准提案获批立项 

5月9日，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教育技术分技术委员会公布了2020年第一批标准

化预研究项目。其中，宏观院负责的《教育决策技术标准总体框架》《教育决策技术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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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两项教育决策技术系列标准提案，经草案公示，全体委员投票，负责人对投票意见作了

明确答复，与提意见委员达成了一致意见，通过了立项审查，予以正式立项。 

 

◼ 全国省域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评价指标专家咨询会举行 

6月4日下午，宏观院举办全国省域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评价指标专家咨询会，就全国省

域基础教育教师队伍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进行研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华中

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原院长范先佐，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邬志辉，华东师

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宏观院首席专家范国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荀渊，上海

市静安区教育局局长陈宇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主编杨九诠，《教育发展

研究》编辑部主任林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副编审范笑仙，宏观院执行院

长郅庭瑾、副院长钱冬明、院长助理李廷洲、成果传播中心副主任高鸾以及课题组成员参会研

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相关同志远程参加会议。咨询会由郅庭瑾主持。与会专家结合自身的工

作实际和指标体系的设计情况，对指标体系的完善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 职业教育教职工编制专项调研开展 

7月2至3日，宏观院课题组通过线上座谈会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教育教职

工编制情况进行专项调研。宏观院执行院长郅庭瑾，副院长钱冬明，院长助理李廷洲，教育治

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卢威，成果传播中心副主任高鸾，博士后吴晶、朱晓雯、赵宇阳、杨

文杰，科研助理侯晓丽参加调研。7月2日上午，课题组召开自治区教育厅及各市教育局座谈会。

与会人员围绕自治区整体及各盟市职业教育教职工编制的基本情况、存在的共性问题及政策思

路进行了讨论。7月3日下午，课题组召开高职和中职学校负责人座谈会。与会人员围绕各校当

前教职工编制标准的制订原则、结构框架、核心内容、运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关键问题及发展

诉求展开讨论。 

 

◼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专家咨询会举行 

7月8日下午，宏观院召开专家咨询会，围绕新冠疫情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问题进行交流

研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边玉芳，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刘永芳、心理咨询中心

主任朱虹、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刘继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陈雷，东

北师范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健，郑州商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泥川，宏观院执行

院长郅庭瑾、院长助理李廷洲、成果传播中心副主任高鸾、教育治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卢

威以及部分博士后参会研讨。 

 

◼ 首届“基础教育中的教学创新”云论坛成功举办 ——从“线上教学”到“混合教学” 

4月2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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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基础教育中的教学创新：从线上教学到混合教学”

云论坛成功举办。众多高校知名专家、基础教育领域优秀实践者齐聚云端，分享疫情危机之下

的线上教学成功经验，探讨未来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云论坛同时在线人数高达6万多人。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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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论坛分四个模块进行，主题分别为“新时代与未来教学创新”、“在线教学、混合教育与教

学改革创新”、 “教学改革创新”和“教师专业发展创新”。 

在论坛总结环节，华东师大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政涛教授做了题为“在走向

‘混合教学’中，推动‘基础教育的教学创新’”的报告，高度概括了此次论坛的“四大特点”：

混合导向、问题导向、创新导向和未来导向，并指出未来的研究要体现“六个走向”：走向融

合、走向价值、走向过程、走向评价、走向学科、走向育人。李政涛教授指出，在线教学、混

合教学的实践探索要徐徐的、长久的去做，才能走向整合，走向融通。 

 

◼ 第一期终身教育研究云论坛召开 

4月17日下午14：00-16：00，由北京教科院终身学习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所、上海终身

教育研究院联合发起、组织的第一期终身教育研究云论坛召开，来自北京教科院终身学习与可

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所、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华东

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市教科院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国家开放大学《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江苏开放大学《终身教育

研究》编辑部的20位研究者参加了论坛。该次论坛以“疫情下的终身教育研究：反思与展望“为

主题，北京教科院终身学习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所所长史枫、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

长李家成做了主题发言，与会学者充分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展开多元的交流讨论。 

 

【学子芳华】 

◼ 毛玮洁同学获得华东师范大学“未来科学家和优秀学者培育计划”资助 

7月17日，教育学部收到学校《关于公布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未来科学家和优秀学者培育计

划立项名单的通知》（华师研[2020]64号），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毛玮洁获得立项资助。全校

文科共有5位同学获得该计划立项，这也是学校文科学生第一次获得该项目资助。 

 

◼ 教育学部 2020届毕业生座谈会顺利召开 

为深入了解毕业生的就业状态，征询毕业生对学校、学部日常教学、学生活动、境外交流、

管理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建议，调研毕业生对毕业季的期待，教育学部2020届毕业生座谈会于

文科大楼401会议室顺利召开，活动共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为本科毕业生专场，下半场为

研究生毕业生专场。学部常务副主任荀渊，党委副书记沈晔，教学事务部、学生事务部、国际

事务部负责人，毕业生辅导员以及32名毕业生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同学们纷纷就教学管理、

培养举措、校园生活、疫情防控等方面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会上，各事务部对于同学们

提出的大多数问题，都现场给予了回复，对于未能现场回复的诉求，亦一一记录，承诺尽快解

决。 

 

◼ 教育学部学生联合会主席团换届工作顺利开展 

因疫情影响，原定于本学期举行的学部第四届学生代表大会将于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举

行。由于学部第三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团任期将满，部分成员即将毕业离校。为确保学生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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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作有序进行，经学部团委审议，报教育学部党委、华东师范大学团委批准通过，2020年

学部学生联合会主席团换届选举工作于5月18日正式启动。6月3日，学部学生联合会主席团换届

选举工作会议在腾讯会议平台举行。会议选举确定教育管理系2018级本科生田素雅、高等教育

研究所2019级硕士研究生刘书帆、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2019级硕士研究生陈伟东、教育管理

系2018级本科生应雨沁、教育信息技术学系2018级本科生周昕祺、教育管理系2018级本科生周

彦涛、教育管理系2018级本科生高桢婕、教育信息技术学系2018级本科生崔本慧子、教育信息

技术学系2018级本科生梁儒铭、特殊教育系2018级本科生黎明明为学部学生联合会第四届主席

团成员。 

 

◼ 教育学部党校第六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顺利结业 

5月27日，教育学部党校第六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结业典礼在腾讯会议线上举行。本期党

校119名结业学员悉数到场。教育学部党委书记、党校校长房建军，党委副书记、党校副校长沈

晔，学生事务部主任、党校副校长孙梦，学生事务部副主任柳叶，特邀党建组织员沈霄凤，专

职组织员陈媛、高泽峰，学生事务部党建中心指导老师司桂霞、李戈锐出席典礼。学员们在汇

报中重温党校学习的收获，老师们对本期党校培训情况做出总结和点评，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师资队伍】 

◼ 教育学部新进六位教师 

近期，教育学部新进六位教师，分别是陈臻、彭红超、蔡金芳、郑杰、李栋和陈超逸。陈

臻，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曾任职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主管

康复治疗师，擅长嗓音障碍、语音障碍、口吃的临床诊疗及研究，被引进为康复科学系副教授。

彭红超，博士毕业于本校教育技术学专业，主要从事智慧学习生态、数据智慧、精准教学、深

度学习等方面的研究，被聘为开放教育学院专任教师。蔡金芳，博士毕业于日本北陆先端科学

技术大学院大学知识科学专业，主要从事教育学与服务科学的交叉研究，高峰博士后出站后，

被聘为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专职助理研究员。郑杰，博士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育科学

专业，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与领导、教育中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教育研究方

法等，高峰博士后出站后，被聘为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专职助理研究员。陈超逸老师由

本校政治学系调动至教师教育学院，担任财务秘书一职。 

 

◼ 教育学部三位教师退休 

近期，教育学部杨小微、陈昌文、马云三位教师光荣退休。 

 

◼ 教育学部举行“公文写作”管理能力提升专题分享会 

为了提升教育学部管理工作团队的文字工作能力和公文写作水平，助推学部宣传推广及相

关管理工作优质高效开展，教育学部于7月1日下午在文科大楼201会议室组织开展管理能力提升

系列讲座之——公文写作专场，会议特邀学校办副主任夏冰做专题分享。来自教育学部各事务

部、各院系所办公室负责老师积极参加，讲座由学部综合办公室主任邹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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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交流】 

◼ 教育学部与美国埃里克森儿童发展研究院举行线上交流会 

6月3日，教育学部与美国埃里克森儿童发展研究院在 ZOOM平台召开了合作项目线上交流会。

埃里克森儿童发展研究院（下文“埃里克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埃里克森常务副校长陈杰

琦、战略规划副校长 Charle Chang、招生副校长 David Behrs、招生办公室主任 David Saenz

和国际项目主管张银娜。教育学部常务副书记黄瑾、常务副主任荀渊、教学事务部主任赵琦、

国际事务部主任邱月、教学事务部和国际事务部的相关老师以及学部学生20余人参加了此次线

上会议。 

常务副书记黄瑾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双方的合作交流背景，追溯了我校学前教育学系与该

校多年来的学者交流和科研合作情况，她表示，埃里克森有着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应用性

研究和专业化培训，并致力于促进教育公平，帮助所有儿童实现他们的最大潜力，希望通过此

次会谈可以促进双方在儿童教育领域的多元化、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让更多的教育学部师生

受益。陈杰琦副校长向我方组织安排此次会议表示感谢，她也向与会者描述了自己数年前作为

紫江学者在我校工作的难忘经历，并表示，华东师大教育学科近年来倍受世界关注，其特色鲜

明、优势突出，是中国培养教育学人才的高地，而埃里克森作为全美唯一一所专门致力于0到8

岁儿童发展和早期教育的研究生院非常期待双方在原有学者交流的基础上，在儿童发展、社会

工作、早期教育等研究领域拓展更多合作可能性。随后双方介绍了各自机构的发展近况，就本

硕连读“3+1+1”项目、硕士“1+1+1”项目、国际学术周项目、学者访学项目等进行了深入的

讨论，并和相关的师生进行答疑互动。会议最后，学部常务副主任荀渊总结发言，他表示，国

际交流与合作一直是华东师大教育学部的传统，也是其发展的首要战略，我们重视与世界一流

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希望双方积极推进并落实所谈及的项目，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实现更多

的交流与合作。 

 

◼ 教师教育学院与华东师大二附中“新时代教师核心素养发展项目”启动仪式隆重举行  

为统筹推进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和高考综合改革，全面提升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

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华东师大二附中与教师教育学院合作全面开展“新时代教师核心素养发

展项目”。6月16日上午，项目启动仪式在二附中报告厅隆重举行。华东师大副校长、教育集团

主任戴立益，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彬、党总支书记朱梅，二附中校长李志聪、党委书记袁军等

双方领导班子，教师教育学院相关学科组和二附中教研组的老师们出席。启动仪式由二附中副

校长孟祥萍主持。 

 

◼ 教育学系助推济南槐荫区现代化教育强区建设 

6月18日，教育学系主任黄忠敬教授等10位老师赴槐荫区展开调研，实地走访了十余所中小

学校，围绕学校招生情况、师资队伍、课程建设以及办学挑战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在全面

了解区内教育概括的基础上，助力制订《槐荫区“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为整体推进

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着力打造区域教育品牌提供支持与建议。6月19日，槐荫区区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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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朱玉明在槐荫政务中心与黄老师等举行了会谈。双方围绕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槐荫区教育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如何提升教育品质等话题展开交流。 

 

◼ 北京教育学院就“十四五”改革与发展规划视频连线调研教育学部三家单位 

6月29日，北京教育学院视频连线宏观院、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

三家单位，就“十四五”改革与发展规划进行调研。本次会议由北京教育学院党委书记肖韵竹、

宏观院执行院长郅庭瑾主持。与会人员围绕各单位“十三五”期间的运行机制、队伍建设、培

训模式等问题以及“十四五”期间的发展机遇、诸多挑战进行了深入研讨。各单位表示后续将

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 教育学部与伦敦国王学院举行视频会议 

7月1日，应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全球事务部邀请，教育学部与该校教育、传播与社会学院举

行了视频会议，旨在探讨两校教育学科建立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该校全球事务部主任 Tania 

Lima、教育、传播与社会学院院长 Beatrice Szczepek Reed、该学院国际教育事务负责人 David 

Pepper、该学院教育与社会学教师 Maren Elfert以及该校全球事务部高级伙伴关系专员 Angela 

Jin 参加了会谈。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荀渊、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沈伟、国际与

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郑太年、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丹、祝刚、陈红艳、教育学部

国际事务部主任邱月和我校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曹晓颖。双方就合作研究、国际学术周项目等

方面开展交流互动，推动两校教育学部间更深层次的合作。 

 

◼ “非洲的影子教育”线上研讨会成功举办 

7月3日和7月6日，应国际教师教育中心彭利平主任邀请，香港大学荣休教授、香港大学比

较教育研究中心原主任、香港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比较教育讲席教授、学部杰出讲座教授 Mark 

Bray 博士和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学部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Ora Kwo博士、学部课程与教

学研究所张薇教授及其团队与我中心联合举办了“非洲的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 in 

Africa）线上研讨会。 

 

◼ 商务部“2019 级教育学硕士项目”及“2019-2020 学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政府长城

奖学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高级研修项目”毕业·结业典礼隆重举行 

7月8日，由国际教师教育中心承办的商务部“2019级教育学硕士项目”及“2019-2020学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政府长城奖学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高级研修项目”毕业•结业典礼

在闵行校区隆重举行。毕业•结业典礼的成功举行标志着两个项目的圆满完成。 

 

◼ 教育学系团队为国际教师教育百科全书贡献系列词条 

近年，由国际知名教育学者 Michael A. Peters 教授发起并担任总主编，组织全球学者编

纂《教师教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eacher Education）。该百科全书采用长篇专题

词条的体例，由重要学术出版社 Springer陆续出版。教育学系鞠玉翠教授应邀作为分专题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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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者之一，组织编撰涉及中国教师教育的系列条目。近期，Springer在线发布由教育学系师

生（及部分系外学者）参与撰写的六个专题词条。 

 

◼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支教帮扶凉山州教育改进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落实《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

开展四川省凉山州教育帮扶行动的通知》（教师司函〔2019〕41号），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的

统一部署下，在华东师范大学的统筹支持下，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从2019年5月开始，组织

专家学者、全国名校长和学科教师开展了对四川凉山州教育系列支教帮扶活动。 

在帮扶主体上，校长中心对受援学校的帮扶不是单一的，构建了校长中心、支教学校、支

教教师三位一体的组团式帮扶模式。在支教内容上，校长中心着眼于受援学校的整体提升，从

学校、校长、教师等层面入手，构建了组合式支教思路。在支教帮扶过程中，校长中心关注长

效机制，在输血同时更强调造血式帮扶，并将之作为评价帮扶工作的一个重要维度。形成了华

东师大和校长中心支教帮扶的工作特色。 

 

【媒体关注】 

◼ 中国科学网 | 《华东师大教育评论（英文）》迈上新台阶——被世界一流学术研究数据库 Scopus

收录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7/443376.shtm 

 

◼ 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 | 华东师大：师生天各一方 跨越万里云相见 

http://jiaoyu.haiwainet.cn/n/2020/0318/c3542414-31745520.html 

 

◼ 光明日报 | 华东师大 76岁外籍教师在海外为 21国学员线上教学 

http://difang.gmw.cn/2020-03/18/content_33662592.htm 

 

◼ 文汇报 | 童世骏：正确理解疫情引起的焦虑是应对疫情一个重要任务 

http://www.whb.cn/zhuzhan/ztzfrhzqmdjl/20200608/353268.html 

 

◼ 光明日报丨朱益明：青年工作从高中学校抓起 

http://www.ed.ecnu.edu.cn/?p=28472 

 

◼ 上海教育新闻网丨宁本涛：如何在“教育中”进行劳动教育 

http://www.ed.ecnu.edu.cn/?p=28568 

 

◼ 上观新闻丨常常培训校长的教育学女博导，骄傲地过着母亲节，却走不出一种焦虑？ 

http://www.ed.ecnu.edu.cn/?p=2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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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报丨袁振国：乘势而上，促进教育线上线下融合 

http://www.ed.ecnu.edu.cn/?p=28667 

 

◼ 中国青年报丨宁本涛 孙会平：新时代劳动教育如何落地生根 

http://www.ed.ecnu.edu.cn/?p=28891 

 

◼ 中国教育报丨卢明 崔允漷：指向学科核心素养 进阶校长课程领导力 

http://www.ed.ecnu.edu.cn/?p=28990 

 

◼ 光明日报丨宁本涛：加强“食育” 刻不容缓 

http://www.ed.ecnu.edu.cn/?p=29341 

 

◼ 中国教育报丨开创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新局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课标新高考背景下的

新教学探索 

http://www.ed.ecnu.edu.cn/?p=29460 

 

◼ 人民政协报丨范国睿：教育评价改革的新路向 

http://www.ed.ecnu.edu.cn/?p=29463 

 

◼ 光明日报丨彭正梅：如何用教育推进社会正义 

http://www.ed.ecnu.edu.cn/?p=29468 

 

◼ 中国教育报丨陈玉琨：为何要建学术性研究型高中 

http://www.ed.ecnu.edu.cn/?p=29499 

 

◼ 人民网丨周彬：在资格之上追求更高的育人水平 

http://www.ed.ecnu.edu.cn/?p=2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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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报制作团队成员 

指 导：房建军   黄  瑾 

编 审：赵  琦   唐婷婷   孙  梦   谢  蓉   邱  月   孟永红   邹  文   王  莉 

编 辑：姚一洁   张安然   顾  珊   向春平   胡玉曼   白雪源   李  波           

设 计：白雪源 

统 稿：白雪源   杨德全  

通讯员： 

董伟琛   徐继节   付黎黎   朱丽婧   崔家琪   李  琳   娄岙菲   韦  敏 

刘  冉   范竹君   王瑞雪   王绯烨   徐灵芝   李乐乐   李  明   舒  扬 

杨  姝   胡乐野   黄  晨   丁沁南   李天人   游  蠡   张  斌   李  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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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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