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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要闻】 

◼ 寻甸县委、县政府一行至教育学部开展交流座谈会 

1月8日，由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县委书记何健升带队，寻

甸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县总工会主席谷照奎，县委常委、副县长方元升、董玉国、李彦

垒，副县长、县教育党工委书记龙晶晶等一行14人至教育学部开展交流座谈会。校学术委员会

秘书长唐玉光，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房建军、党委副书记沈晔，教育学系教授范国睿等出席会议。

座谈会由教育学部副主任陈向东主持。 

 

 

 



 

2 

 

教育学部工作简报 

 

◼ 教育学部第二届双代会第一次会议举行 

1月13日，教育学部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第二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逸夫楼

报告厅举行。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党委书记房建军等第二届双代会代表、工代会代表出席会

议，学部机关和有关院系所负责人列席会议。大会由学部党委常务副书记黄瑾主持。 

 

 

◼ 教育学部组织召开寒假务虚会 

1月26日，教育学部组织召开寒假务虚会。会议设两个会场，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同时举行。

教育学部党政领导班子、各院系所行政负责人、各教工支部书记、各事务部负责人及部分教授

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由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荀渊主持。 

   

 

◼ 教育学部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3月22日，教育学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文科大楼401会议室举行扩大学习会，特邀全国

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作全国“两会”精神传达专题报告。教育学部党政班子

成员，各院系所负责人、各教工党支部书记等40余人参加学习。会议由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房建

军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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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荣耀】 

◼ 学部 7名学生在第二届长三角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中获奖 

1月，教育学部学前教育、教育技术学、艺术教育等专业的7位本科生在第二届长三角师范生

教学基本功大赛中荣获一等奖等荣誉，教育学部为我校在本次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中获奖最

多的院系。 

第二届长三角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获奖名单 

姓名 专业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张晓琳 教育技术学 高丹丹 一等奖（冠军） 

徐锡洋 学前教育 季云飞、卢宛莹 一等奖（季军） 

李纯 艺术教育 董放、谭菲 一等奖（季军） 

陆婧怡 学前教育 季云飞、骆效瑜、乔琳君 二等奖 

盛海曦 教育技术学 高丹丹 二等奖 

冯甘霖 学前教育 季云飞、朱虹 三等奖 

黎昕 教育技术学 高丹丹 三等奖 

 

◼ 特殊教育学系黄志军在第二届上海师范院校教师智慧教学大赛中获奖 

1月8日，教育学部特殊教育学系黄志军荣获第二届上海师范院校教师智慧教学大赛人文社

科组三等奖。 

 

◼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鲁力立荣获第二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特等奖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鲁力立的《教育影视创作与实践》课程在第二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创

新设计大赛中荣获特等奖，是我校唯一获得特等奖的课程。 

◼ 《艺术概论与鉴赏》课程入选 2020 年度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 

1月29日，艺术教育部董放团队开设的《艺术概论与鉴赏》课程成功入选2020年度上海高等

学校一流本科课程。该课程是艺术教育专业本科的专业必修课。 

 

◼ 学生事务部胡航荣获 2020 年度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金微课”征集活动三等奖 

1月29日，教育学部团委书记、专职辅导员胡航的作品《“学史爱国·接力奋斗”：战疫中

的青年担当》荣获2020年度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金微课”征集活动三等奖。 

 

◼ 教育技术学、教育康复学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2月22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2020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华东师范大

学共有19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学部的教育技术学、教育康复学两个专业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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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项目获评华东师范大学 2021 年第一阶段主题社会实践优秀项目 

学前教育学系的“‘四史研学启童心’——上海市学龄前儿童及中小学研学课程开发及研学

手册设计”和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90后乡村小学教师身份认同感的建构——以浙江省定

向师范生政策培养的乡村教师为例”两个项目从全校468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获评华东师范大学

2021年第一阶段主题社会实践优秀项目。 

 

◼ 课程所崔允漷受聘为“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3月31日，崔允漷教授受邀参加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主办的新时代上海青年发展战略论坛

——“城市数字化转型与青年发展”，正式受聘为“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 

 

◼ 课程所周文叶荣获上海市优秀青年女教师成才资助 

近期，华东师范大学妇委会、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公布了2020年度上海市优秀青年女教师成

才资助项目名单，课程与教学系主任周文叶副教授荣获2020年度上海市优秀青年女教师成才资

助。 

 

◼ 三位博士后入选 2020 年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实施办法》（沪人社专

〔2020〕223号），教育学部杨文杰、贾利帅、陶媛三位博士后成功入选2020年上海市“超级博

士后”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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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之窗】 

◼ 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教育统计基础》混合式教学改革会议 

1月6日，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教育统计基础》教学改革会议，教育学部副主任柯政、教学

事务部主任赵琦、主讲教师刘钧燕、高星原、陈纯槿、研究生教学秘书蔡尚芝及各专业选课研

究生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赵琦主任主持。 

 

◼ 教育学部顺利完成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上海评卷工作 

1月15日，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上海地区的评卷工作在华东师

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进行。本次评卷工作由学校研究生院总体部署，教育学部具体组织落实。

本次评卷总量与2020年持平，有近4000名考生报考上海地区高校的教育学专业。本次阅卷共计

130余人参加。 

 

◼ 教育学部组织召开 2021 级本科培养方案论证会 

1月23日，教育学部组织召开了2021级本科培养方案论证会，进一步完善和推进教育学本科

大类培养方案。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党委副书记沈晔、副主任柯政以及教育学部7个本科专业

责任教授和教学事务部管理人员2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特别邀请校教务处副处长谭红岩

到会指导。 

 

 

◼ 教育学部开展 “辅导员说”形势与政策课线上教学 

寒假期间，教育学部专职辅导员围绕“卓越育人”，聚焦“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两

大问题，结合“卓越教育”和推荐书目阅读，面向所带19、20级本科生开展 “辅导员说”形势

与政策课线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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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 2021 级佛年班先修课程开讲 

3月3日至4月7日，教育学部2021级佛年班先修课程一至五讲开讲。崔允漷教授、黄向阳副教

授、黄忠敬教授、李家成教授、刘巧云副教授、王沛教授分别担任主讲。 

 

◼ 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西方哲学与人的教育》教学改革学生座谈会 

3月25日，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西方哲学与人的教育》教学改革学生座谈会，教育学部副

主任柯政、主讲教师高瑞泉、刘梁剑、徐竹、助教团队成员、教学事务部工作人员及各专业研究

生代表2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柯政副主任主持。 

 

◼ 教育学部召开研究生教育评价改革方案制定工作研讨会 

3月31日，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研究生教育评价改革方案制定工作研讨会。校研究生院培养

办主任陈灵犀、教育学部副主任柯政、教育学部学位点责任教授徐国庆及部分学部学位评定委

员会和教学委员会委员、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徐国庆教授主持。 

 

◼ 教育学部组织开展 2020 年度“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培育项目”中期检查 

教育学部对2020年度立项的38个本科生“创新训练培育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并开展2021年

度分级认定工作，最终确定4个国创项目、1个市创项目以及4个校创项目。 

2021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拟立项名单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姓名 

项目负责人所在

专业 

指导教师 

姓名 
级别 

孤独感对本科生学习倦怠的影响—

—手机依赖的中介作用 
沈欣怡 公共事业管理 陈纯槿 国创 

精英大学农村籍学生文化资本与学

业成就关系研究 
刘媛 公共事业管理 胡丽娟 国创 

幼儿园“不插电”计算思维主题活

动的设计与开发 
程佳敏 教育技术学 郁晓华 国创 

“四史”学习教育背景下，面向大

学生的中国教育技术发展史科普交

互系统 

邓宇菲 教育技术学 鲁力立 国创 

基于智能语音交互的古诗词学习系

统设计与开发 
张梦晨 教育技术学 薛耀锋 国创 

御窑厂穿越志——角色式陶艺美育

o2o 项目 
谢出尘 艺术教育 徐韵 国创 

学前儿童博物馆活动单的设计与研

究——博物馆研学小程序开发 
王辰怡 学前教育 郭力平 国创 

基于运动想象的脑瘫儿童构音训练

系统研发 
张宇婷 教育康复学 王勇丽 国创 

吉思——幼儿计算思维启蒙推动者 王珂 教育技术学 郁晓华 国创 

享趣博学——基于博物馆的学前

STEAM课程 
陈兴宇 学前教育 何敏 国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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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A Child”儿童自媒体-帮助

成人走进儿童世界 
徐子懿 学前教育 李召存 国创 

程宝——基于物联网和云开发技术

的 3-6 岁幼儿编程思维教育具象化

系统 

陈彦君 教育技术学 沈建华 国创 

本科生课堂表达行为的影响因素及

激励机制研究 
高桢婕 公共事业管理 刘海波 市创 

风险社会背景下中国“双一流”高

校本科生出国留学的意愿及其影响

因素调查 

王颖 公共事业管理 李梅 市创 

高校学生工作事务智能问答服务系

统的设计与开发 
方乃馨 教育技术学 冯翔 市创 

面向师生发展的学生评教话语文本

分析 
杨润超 教育技术学 徐显龙 市创 

沉浸式虚拟现实环境下微格教学效

果研究 
赵一凡 教育技术学 吴忭 市创 

“信息无障碍”理念下我国视障人

士网页使用中的障碍情况调研 
王乐彤 特殊教育 黄志军 市创 

高等融合教育背景下听力障碍大学

生就读体验研究 
杨若尘 特殊教育 颜廷睿 市创 

“儿童友好型城市”理念下儿童公

共空间满意度与需求的调查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 

求怡 学前教育 蒋雅俊 市创 

幼儿园保育员职业幸福感研究 何思竞 学前教育 张莉 市创 

Little Artist0-6岁儿童声音积木

盲盒开发 
郎朗 艺术教育 徐韵 市创 

大学生眼中的金课——基于 23位双

一流大学生的深度质性研究 
陈欣洁 公共事业管理 刘胜男 校创 

从“优秀的绵羊”到“远行的大

雁”——大学生发展动力的影响因

素及转型机制研究 

陆佳怡 公共事业管理 刘海波 校创 

在线课堂中师生互动对本科生在线

学习投入的影响——以自我效能感

为中介变量 

蔡雨岚 公共事业管理 金娣 校创 

唯绩点主义对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影

响探究 
黄晓雪 公共事业管理 金津 校创 

信息社会背景下大学生学习生活情

境中焦虑的成因研究 
王鑫竹 公共事业管理 董辉 校创 

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期望的异同与

影响因素研究 
方悠然 公共事业管理 董辉 校创 

科研成果可视化的全媒体展示路径

探究 
金豪 教育技术学 

鲁力立,顾

小清 
校创 

基于新课标的数据素养项目式学习

案例设计与开发 
张心怡 教育技术学 吴忭 校创 

后疫情时代上海中职教师使用易班

平台的行为意向调查 
章沛钧 教育技术学 徐显龙 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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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学低年级的汉字字形演变移

动端教学资源开发 
周昕祺 教育技术学 鲁力立 校创 

信息化 2.0时代基础教育学校首席

信息官的能力调研与发展途径探究 
张丽洁 教育技术学 胡艺龄 校创 

家长及教师对智力障碍学生性教育

态度的比较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喻璐 特殊教育 陈莲俊 校创 

早期干预阶段康复机构对自闭症儿

童的支持现状调查 ——以上海市为

例 

吴双 特殊教育 王和平 校创 

外国艺术教育领域近十年研究发展

趋势——基于 4本 SSCI期刊的可视

化分析 

叶吟菲 艺术教育 董放 校创 

幼小衔接期校外艺术活动设计——

以“汉字工坊”为例 
刘亚婷 艺术教育 汪洋 校创 

幼儿园集体教学中教师数学语言的

研究 
周宇芸 学前教育 黄瑾 校创 

大类招生背景下学前教育学生专业

认同度的现状调查及其对策——以

华东师范大学为例 

陈娴 学前教育 张婕 校创 

3-6 岁儿童家庭数学教育支持项目

——公众号《六六的数洞》 
宋逸飞 学前教育 刘婷 校创 

学前专业学生对《学前教育法（草

案）》关注度与建议的调查研究 
唐佳欣 学前教育 张莉 校创 

新冠疫情背景下口罩对听障人群汉

语言可懂度的影响及干预策略 
龚楠 教育康复学 赵航 校创 

特殊儿童运动功能家庭舞蹈康复课

程 
何雨韩 教育康复学 王勇丽 校创 

哎呀，爱芽！---儿童性教育社群平

台 
孙梦 教育学类 章佳颖 校创 

《我的电子动物园》—— 幼儿科学

教育平台 
张滋灵 学前教育 何敏 校创 

奇知趣闻-原创简约科普动画创作 叶建新 学前教育 古秀蓉 校创 

育维科技—AI智适应教学平台 刘翰卿 
听力与言语康复

学 
刘艳 校创 

 

◼ 教育学部四位教授受聘为学校第四届研究生教学督导 

3月10日，校研究生院组织召开第四届研究生教学督导聘任会议。教育学部4名教师受聘为

学校第四届研究生教学督导（共计41名）。 

姓名 所在单位 

金忠明 教育学系 

高志敏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周兢 学前教育学系 

李梅 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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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 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咨询会及教育部重点规划项目课题推进会顺利召开 

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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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学术委员咨

询会及由基地主任徐国庆教授领衔的教育部重点规划项目“我国职业教育教材现状分析及教材

呈现方式创新研究”课题推进会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 

   

 

◼ 教育学部举行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申报动员暨辅导会 

1月14日，教育学部举行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申报动员暨辅导会，会议邀请校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吴瑞君教授作申报辅导报告，教育管理学系胡耀宗教授作申报经验

分享。会议由学部副主任朱军文教授主持，近50位学部教师与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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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新获 5项 2021 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 

1月15日，2021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正式公布，教育学部获批2项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共15项）、2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青年项目（共5项）以

及1项上海教育科学研究市级一般项目。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数排名第一。 

教育学部2021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类型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公平、质量、结

构及布局研究 
胡耀宗 哲社一般 

汉语背景下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篇章理解干

预循证研究 
黄志军 哲社一般 

教育情境中的数学态度评估研究 吕晶 哲社青年 

我国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认知现状及创新型

计算机化认知干预研究 
张博 哲社青年 

义务教育学校设点布局和建设机制研究 吴晶 市级一般 

 

◼ 国家宏观政策研究院举行“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开题论证会 

1月28日，宏观院执行院长郅庭瑾主持的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

项“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开题论证会在物理楼445会议室举行。专家

评议组由上海市教育学会副会长苏忱，校党委委员、宣传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顾红亮，

教育学部副主任朱军文，教育管理学系系主任胡耀宗、教授张万朋等专家组成。同时参会研讨

的还有院长助理李廷洲、副研究员吴晶、博士后贾利帅以及部分课题组成员。 

 

 

◼ 国家宏观政策研究院出版《教育发展年度报告丛书》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组织编写《教育发展年度报告丛书》。丛书由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

学者领衔，是《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智库建设成果书系》的组成部分，共三个板块，分别为

国家教育发展报告、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和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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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宏观政策研究院入围全球教育智库前 20强 

在长江教育研究院和方略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0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研究报告》

中，宏观院入围全球教育智库前20强（排名第18），位列国内教育智库第1名。年度的报告遴选

了80家代表性的教育智库作为评价对象，其中国际教育智库5家、国外教育智库61家、国内教育

智库14家。 

 

   

 

◼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大数据教育应用——学校数字化智能研究”交流研讨会顺利召开 

3月24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普陀教育学院以及8所示范校共同参与的“大数

据教育应用——学校数字化智能研究”学术交流研讨会于文科大楼813会议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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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芳华】 

◼ 教育学系“笃行致远·逐梦青春”2020 年度学生表彰大会举行 

1月6日，教育学系“笃行致远·逐梦青春”2020年度学生表彰大会在逸夫楼报告厅举行。教

育学系两百多名在校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表彰大会。 

 

 

◼ 教师教育学院原创教育戏剧《大国良师之情境教育诗篇》顺利公演 

1月9日，教师教育学院师生排演的原创教育戏剧《大国良师之情境教育诗篇》在科学会堂上

演。该剧由教师教育学院学生社团“阳春剧社”成员演绎，由艺术总监、“阳春剧社”指导教

师、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区培民老师全程把关。 

  

 

◼ 教育学部第七届一期团校结业典礼暨学生联合会总结会顺利召开 

1月10日，“强学力行•谱写新篇”教育学部第七届一期团校结业典礼暨学生联合会总结会召

开。校团委副书记张静，教育学部学生事务部主任孙梦、综合办副主任白雪源、团委书记胡航、

团委副书记李戈锐及学部学生联合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各中心主任和第七届一期团校的全体学

员参加会议。会议由教育学部学生联合会人力资源中心主任鞠紫鸣主持。 



 

14 

 

教育学部工作简报 

 

◼ 教育学部组织寒假留校特色活动 

2月4日，教育学部领导房建军、黄瑾、荀渊、沈晔、朱军文，教师教育学院领导朱梅、蒋瑾

以及各院系所教师代表、专兼职辅导员一同前往学生宿舍，为假期留校同学们带来新春礼包与

节日祝福。寒假期间，学部共有258名学生留校。学部成立留校学生临时团支部和党支部，组织

开展一系列新年红色采风、新年体育联谊、新年室内联欢、晚安计划以及福字对联书法创作等

文化活动。寒假期间，学部学生共申报寒假社会实践课题56项。其中，“双新背景下高中思政劳

动教育社会实践模式探索研究”实践项目还得到东方网的采访报道。 

 

◼ 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校内预选结束 

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校内预选赛启动，学部学生共计申报

项目17项，其中5项项目入选校重点培育项目。此外本届挑战杯单设红色专项赛，学部学生共计

有5项项目参与上海市“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赛，最终有2项项目获

得推荐，代表学校参加国赛。 

 

◼ 第二十九届“大夏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作品申报结束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十九届“大夏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报名启动，学部学生共

计申报项目144项。 

 

◼ 教育学部学生参加长宁区新冠肺炎疫苗临时接种点志愿服务工作 

学部各专业的50多名同学主动报名参加长宁区新冠肺炎疫苗临时接种点的志愿服务工作，

得到服务单位和对象的一致好评。 

 

◼ 教育学部“对话名校长，做好教育人”主题讲座顺利召开 

3月13日，由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和学部团委联合主办的“对话名校长，做好教育人”

主题讲座在腾讯会议平台顺利举行。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代蕊华，主任助理杨全印、

邓睿，学部党委副书记沈晔、团委书记胡航出席，学部180余名本硕学生参与学习。 

 

◼ 教育学部“与优秀支教教师的一次教育邂逅”主题讲座顺利召开 

3月15日，由教育学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和学部团委联合主办的“与优秀支教教师的一次教

育邂逅”主题讲座在腾讯会议平台、分会场文科大楼401室举行。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学语文教

师谭红、贵州省遵义市第十三中学英语教师向尧富、河南省淮滨高级中学数学教师芦忆做主旨

演讲。学部党委副书记沈晔出席活动并作总结。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助理、培训部主

任杨全印主持活动，学部100余名学生参加学习。 

 

◼ 学生赵鸣东、董雨晨光荣入伍 

3月18日，教育学部特殊教育学系2019级本科生赵鸣东、教育管理学系2018级本科生董雨晨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自觉履行兵役义务，光荣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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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扬帆”项目“同心云课堂——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教学能力提升平台”顺利结项 

学校资助管理中心“助力扬帆”项目（第三期）“同心云课堂——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教学能

力提升平台”顺利结项。在该项目中，34名以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主体

的志愿者团队，面向近百名新疆少数民族儿童开展线上一对多支教，共授课361课时。 

 

 

 

 

 

 

 

 

 

 

 

 

 

 

 

 

 

 

 

 

 

 

 

 

 

 

 

 

 

 

 

 

 



 

16 

 

教育学部工作简报 

 

【师资队伍】 

◼ 教育学部六位教师光荣退休 

第一季度，陈玉琨、陈荣伟、江琴娣、王为杰、吴毅群和严敏6位教师光荣退休。 

 

◼ 教育学部新进二位教师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引进刘恋、王芳两位教师。 

 

◼ 教育学部三位教师调动工作 

第一季度，学部有三位老师进行了工作调动：特殊教育学系贺荟中老师调往北京师范大学，

特殊教育学系柳笛老师调入教师教育学院，学部人力资源部向春平老师调往学校研究生院。 

 

◼ 教育学部两位教师转为事业编制 

教育学部金光耀、王露諝两位老师由一级人事代理转为事业编制。 

 

◼ 教育学部举办第二十九期“青蓝茶叙”——优秀辅导员面对面活动 

1月15日，学生事务部举办第二十九期“青蓝茶叙”——优秀辅导员面对面活动。邀请十余

位嘉宾分享个人成长经历与工作心得，全校共计40余位辅导员参加活动。 

 

◼ 教育学部举办 2020 年度学生工作汇报交流会 

1月15日，学生事务部举办2020年度学生工作汇报交流会，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陈旦锋、校

学工部副部长李燕，教育学部人力资源部主任谢蓉、国际事务部主任邱月出席会议，会议由教

育学部党委副书记沈晔主持。会上，学生事务部全体同志依次进行述职汇报。 

 

◼ 教育学部学工团队举办“卓越育人”研讨会 

2月26日，学部学生工作团队举办“卓越育人”研讨会，围绕“卓越育人”，结合自身工作

实践与相关资料阅读展开讨论，学生事务部全体教职工、各院系所教工党支部副书记参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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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交流】 

◼ 终身教育研究院 UNESCO-ESD 专题组成员城市第二次、第三次系列网络研讨会顺利举行 

1月21日及2月25日，终身教育研究院 UNESCO 可持续发展教育专题组成员城市系列第二次、

第三次网络研讨会举行。 

 

◼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与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开展区域合作 

3月12日，课程所正式与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签约开展区域合作，双方达成合作机制，共同

推动天河区课程与教学改革。 

 

◼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与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开展研讨交流 

3月15日，课程所全体教师受邀前往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与上海市特级校长张

人利校长带领的团队就教育空间设计、跨学科课程整合、学生学业评价、教师评价素养提升等

问题与课程所专家团队开展研讨。 

 

◼ 教育学部组团赴成都考察交流 

3月16日至17日，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荀渊率团赴成都考察交流，围绕四川省高端校长、骨

干教师及学前师资培训，四川省教育科研团队提升，基础教育应届生招聘等议题，结合教育学

部和四川省教育发展实际，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展开深度对话。教育学部副主任陈向东、人力资

源部主任谢蓉、学生事务部主任孙梦、培训部副主任林琳和项目专员曹毓方参加调研。 

 

 

◼ 终身教育研究院上海 ESD 案例研讨与推进会在崇明社区学院举行 

3月19日，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李家成、行政部主任黄晨、兼职研究员朱敏博士、

科研助理雷雪蓉、博士研究生张伶俐、硕士研究生匡颖和王梦娟一行7人赴崇明社区学院就可持

续发展教育(ESD)项目推进开展交流访问，与社区学院书记兼院长孙向东、马士娟、董娟等多位

老师交流对话。 



 

18 

 

教育学部工作简报 

 

    

 

◼ 教育学部与日本九州大学举行线上工作会议 

3月22日，教育学部与日本九州大学举行线上工作会议。日本九州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院教育学

科的教育史学教授野野村淑子、教育社会学副教授木村拓也、公民教育学副教授陈思聪与教育学部

常务副主任荀渊、教育学系教授吴遵民和国际事务部主任邱月参加了此次会议。 

 

◼ 海亮教育康复基金捐赠仪式隆重举行 

3月28日，“海亮教育康复基金捐赠仪式”在办公楼小礼堂举行。浙江海亮慈善基金会向华

东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款15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康复科学系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及科

学研究工作，推动特殊儿童教育康复服务。 

 

 

◼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AI+OMO 课堂实验校”启动研讨会举行 

3 月 30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国际课堂分析实验室主办，北京翼鸥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AI+OMO 课堂实验校”启动研讨会于华东师范大学办公楼小礼堂举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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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此次启动仪式的嘉宾包括国家教育督学、上海市教委原副主任张民生，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

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课程与教学系主任周文叶，副所长陈霜叶，所长助理王涛，国际课堂

分析实验室执行主任杨晓哲、副主任石雨晨，北京翼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军波先生等，

以及 28所中小学校长及教师代表。会议由课程所王涛副教授主持。 

 

◼ 国家宏观政策研究院赴成都、北京开展职业教育教职工编制专项调研 

受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委托，课题组赴成都、北京开展职业教育教职工编制改革专项调研。执

行院长郅庭瑾、副院长钱冬明、院长助理李廷洲，华东师大职成所教师周瑛仪，宏观院博士生

姜蓓佳，科研助理樊艺琳、曾赛阳参加调研。课题组分别在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成都汽车

职业技术学校、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举行职业院校教职工编制改革

座谈会，四川省教育厅、省委编办，成都市（区）编办、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及两地共20所中、

高职学校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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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 

◼ 央视新闻直播间|袁振国：恢复高考对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http://css.sh.gov.cn/n6/20210302/4aacfe30a91e444e9c282002c102fc40.html 

 

◼ 凤凰网|胡耀宗教授接受凤凰网采访 

http://share.fengshows.com/video.html?id=9ddbde6c-7788-4c8a-a24e-af5eba8b348c&channelID=r03

&time=1615701788.009863 

 

◼ 中国教育报|刘竑波 校规校纪：教育惩戒实施“最后一公里”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1-03/17/content_591584.htm?div=-1 

 

◼ 中国教育电视台|朱军文教授就“双一流”高校内涵发展建设问题接受电话采访 

http://m.cetv.cn/p/389543.html 

 

◼ 青春上海|母校发力了！沪上高校春节花式送温暖，《暖心菜单》4.0 快马住！ 

https://mp.weixin.qq.com/s/sEs_CS3m6VrZeo6-Yvswxw 

 

◼ 团在校园·上海学联|这个寒假，有一批大学生加入了这个“特殊”的组织 

https://mp.weixin.qq.com/s/kVsTRR59mC78KIEsOGI6cQ 

 

◼ 上海发布|【教育】寒假留校也温暖！上海这些高校给留校师生送上暖心关爱 

https://mp.weixin.qq.com/s/wNH_iLCJK6Yl9juITKjIrA 

 

◼ 东方教育时报|留校“申”活很精彩！给这些高校的暖心守“沪”点赞 

https://mp.weixin.qq.com/s/h9Dt8cOFkmIbghQvFl72aA 

 

◼ 东方网|放寒假不忘送爱心，大学生牵手中小学用“二”守护“一” 

https://n.eastday.com/pnews/161363383977018655 

 

◼ 广州教育头条 |签约携手！华东师大专家将指导广州天河“课改种子学校”成长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4TU26HE055004XG.html?f=post2020_dy_recommends 

 

 

 

 

 

 

 

 

 

http://css.sh.gov.cn/n6/20210302/4aacfe30a91e444e9c282002c102fc40.html
http://share.fengshows.com/video.html?id=9ddbde6c-7788-4c8a-a24e-af5eba8b348c&channelID=r03&time=1615701788.009863
http://share.fengshows.com/video.html?id=9ddbde6c-7788-4c8a-a24e-af5eba8b348c&channelID=r03&time=1615701788.009863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1-03/17/content_591584.htm?div=-1
http://m.cetv.cn/p/38954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sEs_CS3m6VrZeo6-Yvswxw
https://mp.weixin.qq.com/s/kVsTRR59mC78KIEsOGI6cQ
https://mp.weixin.qq.com/s/wNH_iLCJK6Yl9juITKjIrA
https://mp.weixin.qq.com/s/h9Dt8cOFkmIbghQvFl72aA
https://n.eastday.com/pnews/161363383977018655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4TU26HE055004XG.html?f=post2020_dy_recomm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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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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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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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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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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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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d.ec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