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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要闻】 

◼ 《传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发展之卓越事迹》发布会暨传承志愿服务队成立大会

隆重举行 

10月13日，《传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发展之卓越事迹》新书发布会暨华东师范大学

“传承”志愿服务队成立大会在孟宪承·刘佛年教育成就陈列室中庭隆重举行。华东师范大学

老教授协会会长、原校党委副书记杜公卓，老干部党委书记黄平，老教授协会教育分会会长、

教育学部关工委副主任钱景舫，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房建军，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朱梅出席

会议，《传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发展之卓越事迹》编委会副主编、作者代表，教育学部

各院系所教师代表、教育学部青年教师联谊会代表，以及“传承”志愿服务队成员参加大会。

大会由教育学部学生事务部主任孙梦主持。 

 

 

◼ 教育学部及各院系所组织开展系列活动，欢庆师大七十华诞 

10月16日，教育学部在文科大楼一楼大厅设置签到点、党员服务站、书画留念台等，迎接

700余名返校校友。学部各院系所组织开展校友座谈会、就业经验分享、学术研讨以及文艺演出

等系列活动，喜迎归家学子。学部党政领导班子与返校校友代表在文科大楼201会议室举行“校

友代表座谈会”，就推动教育学科发展，加强教育学部校友联谊会建设，邀请活跃在社会各界

的校友们出谋划策，建言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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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成功举行 

10月30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七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在华东师范大

学隆重开幕。本届论坛以线上线下融合为导向，采取“线下分布，云端同步”形式。各主持单

位分别在北京、长春、长沙、重庆、广州、贵阳、杭州、金华、兰州、南京、南通、曲阜、厦

门、上海、深圳、武汉、西安、中国香港和美国华盛顿、明尼苏达等地同步举办分论坛。遍布

海内外的29场分论坛在 CCtalk 统一平台页面向全球发出中国教育实证研究者的声音，约百万人

次共同关注。 

 

 

◼ 华东师大学前教育专业顺利通过教育部师范类专业第二级认证 

11月2日-9日，受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委托，以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儿童研究院院长

秦金亮教授为组长的专家组，对华东师大学前教育专业开展师范类专业第二级认证考查工作。

受疫情影响，认证工作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专家组在充分考察后，对华东师大学

前教育专业的办学成绩予以高度评价，并提出了后续改进建议。学前教育专业顺利通过师范专

业第二级认证。 

 

 



 

3 

 

教育学部工作简报 

 

◼ 教育学部组织师生顺利完成普陀区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 

11月16日，在学校党委和选举工作组的领导下，在教育学部党委的具体指导下，教育学部

12个选民小组472名教师选民，以及73个选民小组2502名学生选民，分别在普陀区138选区第6

投票站和140选区第2投票站，投下了庄严神圣的一票。 

 

◼ 教育学部党委与金山区委组织部、金山区教育党工委举行中心组联组学习扩大会 

11月23日，教育学部党委与金山区委组织部、金山区教育党工委在文科大楼401会议室召开

理论学习中心组联组学习扩大会，重点围绕人才工作和“双减”政策进行专题学习与交流。联

组学习扩大会由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房建军主持。 

 

 

◼ 教育学部开展教职工集体政治理论学习 

12月1日，教育学部举行教职工集体政治理论学习，特邀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雷启立围绕“华

东师范大学‘十四五’发展规划与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作专题报告。为落实校园疫情防控

要求，此次学习报告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会由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房建军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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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历史决议精神 

12月13日，教育学部党委中心组在文科大楼401会议室举行学习扩大会。会议邀请中共上海

市委十九届六中全会宣讲团成员、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晓强作“牢记初心使命 

维护两个确立——学习六中全会和历史决议精神”专题辅导报告。教育学部党政班子、党委委

员、中层领导干部以及各事务部主任、教工党支部书记40余人参加学习。教育学部党委常务副

书记黄瑾主持学习扩大会。 

 

 

◼ 教育学部特聘教授学术报告会成功举行 

12月20日，教育学部面向全校和社会举行 “岁寒年末 学术跨年——特聘教授学术报告会”，

邀请了华东师大全球杰出教授 Mark Bray、华东师大全球讲席教授赵勇、华东师大高峰讲席教

授彭新强，聚焦未来全球教育的发展方向、趋势和前沿，共同探讨和展望面向未来的教育。报

告会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吸引了千余名观众，引发了线上线下师生热烈交流，就社会进

步与教育改革的关系、“双减”政策、“衡水”模式、教育内卷、未来教育发展等进行讨论，

引发对教育发展的深刻反思。报告会由教育学部副主任陈霜叶主持，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出席

报告会并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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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第二届双代会第三次会议顺利召开 

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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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会议在文附

楼118室隆重举行。学部党委书记房建军、常务副主任荀渊等第二届教代会代表、工代会代表出

席会议，学部机关及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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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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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荣耀】 

◼ 教育学部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中表现突出 

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中，教育学部共有15项教材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其中，高等教

育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基础教育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8项；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

二等奖1项。全国教材先进个人1人。 

※高等教育 

获奖等级 获奖教材 主要编者 所在单位 出版社 

一等奖 中国教育史（第四版） 
主编：孙培青 副主

编：杜成宪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二等奖 当代教育学（第五版） 主编：袁振国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二等奖 外国教育史教程（第三版） 

主编：吴式颖，李明

德 副主编：张斌贤，

单中惠 

北京师范大

学 ，福建师范

大学 ，华东师

范大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基础教育 

获奖等级 获奖教材 主要编者 所在单位 出版社 

特等奖 

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

法治一年级至九年级

（共 18册） 

总主编：鲁洁、

朱小蔓 

册次主编:孙彩

平,高德胜,金

利,王必亚,寇

彧,顾瑾玉,王

玉平,王敬波, 

林培英,王磊,

刘朝振,李晓,

李晓东,黄向

阳,曹金龙,陈

大文,张祖涛,

高国希,杨一

鸣,吴蓉,秦书

珩 

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

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

省中小学教研室，河北师

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首都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出版社，济南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北京市西城

区研修学院,南京大学附

属中学，同济大学，武汉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复旦

大学，中国教 育科学研

究院，南京外国语学校，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 

人民教育出

版社 

一等奖 
普通高中教科书信息技

术必修 1数据与计算 

总 主 编：祝智

庭,樊磊  

副总主编：高淑

印，郭芳，李锋 

册次主编：李

锋,高淑印 

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

大学，天津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

版社，中国地

图出版社 

一等奖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一

年级上、下册 

主编：刘坚,孔

企平,张丹  

册次主编：刘可

钦,张红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第三小学，清华大学附属

中学上地小学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二等奖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六

年级上、下册 

主 编：刘坚,孔

企平,张丹 

册次主编：朱育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天津市河西区教育中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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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朱德江 心，嘉兴市南湖区教育研

究培训中心 

二等奖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四

年级上、下册 

主 编：刘坚,孔

企平,张丹 册

次主编：赵艳

辉,黄利华，华

应龙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

学，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二等奖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二

年级上、下册 

主 编：刘坚,孔

企平,张丹 

 册次主编：钱

守旺,王明明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

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二等奖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五

年级上、下册 

主 编：刘坚,孔

企平,张丹  

册次主编：位惠

女,陶文中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二等奖 
义务教育教科书化学九

年级上、下册（第二版） 

主 编：王祖浩，

王磊 

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 

上海教育出

版社 

二等奖 

普通高中教科书信息技

术必修 2信息系统与社

会 

总 主 编：祝智

庭,樊磊  

副总主编：郭

芳，高淑印，李

锋 册次主编：

林众 

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

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人民教育出

版社、中国地

图出版社 

二等奖 
普通高中教科书信息技

术必修 1数据与计算 

主 编：闫寒冰 

副 主 编：赵

健，魏雄鹰  

执行主编：吴建

锋 

华东师范大学，浙江省教

育厅教研室，浙江省柯桥

中学 

浙江教育出

版社 

二等奖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

教科书生活语文二年级

上、下册 

主 编：朱志勇,

马红英  

册次主编：徐

琳,顾丽萍,徐

勇雁,陈正红,

张慧 

人民教育出版社，华东师

范大学，无锡市梁溪区特

殊教育学校，湖州市特殊

教育实验学校，南京市秦

淮特殊教育学校 

人民教育出

版社 

 

※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 

获奖等级 获奖教材 主要编者 所在单位 出版社 

二等奖 
幼儿园课程的理论

与实践 

主编：朱家雄，

刘名卓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教材先进个人 

姓名 职称 所在单位 

崔允漷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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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多位教师及学子获第五届“教育实证研究优秀成果奖” 

第五届“教育实证研究优秀学术论文奖”获奖名单 

第一作者署名单位 作者 成果名称 期刊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 
陈霜叶

王奕婷 

察器求道 转识成智:质性教育研究五年

述评与学术共同体的使命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华东师范大学 
柯政 

李昶洁 

班干部身份对学习机会获得的影响---基

于4026位初中生的倾向值匹配法研究 
教育研究 

 

第五届“教育实证研究优秀学位论文奖”获奖名单 

学位授予单位 作者 成果名称（以作者笔画为序） 学位类别 

华东师范大学 李文淑 互惠·增能·创生——学校与社区合作发展研究 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 侯浩翔 信息技术教育对学生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博士 

 

◼ 教育学部 2本教材获推荐申报“十四五”首批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十四五”首批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遴选工作的通知》

精神，经教师个人申请、学部院系推荐、学校评审，教育学部共2本教材入选推荐申报名单，占

全校获推荐教材数的50%，教育学部本次入选数居全校人才培养单位之首。 

教材名称 国际标准书号 出版单位 主编 所在单位 

劳动教育（第二版） 978-7-04-056299-6 
高等教育出版

社 
徐国庆 

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研究所 

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第二版） 978-7-303-26119-2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左志宏 学前教育学系 

 

◼ 教育学部 1门课程入选学校 2021 年通识教育课程建设项目 

模块 课程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程类别 

经典阅读课程：伟

大的智慧 
《我们如何思维》导读 祝刚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新建课程 

 

◼ 教育学部 1门课程入选 2021 年校级美育通识精品选修课程建设项目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院系 类别 

德国美学理论及艺术作品欣赏 彭正梅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新建课程 

 

◼ 教育学部 1门课程入选校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申报院系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申报类别 课程负责人 

教师教育学院 化学教学论 
自然科学类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思政教学名师 占小红 

 

◼ 教育学部 3门课程入选华东师范大学 2021 年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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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 教育探究的史与思 人类思维与学科史论 程亮 李林 

教育学系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研

究 
学位公共课 朱益明 

蒋纯焦、王丽

佳、尚伟伟 

教师教育学院 学科史、学科思维与学科教育 通识选修课 汪晓勤 —— 

 

◼ 教育学部人才培养项目荣获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立项 

11月10日，教育部公布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立项名单，我校共有5个项目荣获立

项。其中，教育学部柯政教授领衔项目《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其育人价值实现机制

探索》成功入选，教育学部成为我校获得本次立项的3家人才培养单位之一。 

 

◼ “未来选调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荣获上海市“知行杯”二等奖 

由章佳颖、刘骏老师指导，学前教育学系2020级研究生兰琳为团队负责人的“以青春之我，

建人民城市——‘未来选调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 荣获上海市“知行杯”二等奖。 

 

◼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资政成果入选第十三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关于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保持上海人才领先优势的建议》及《疫

情带来的挑战与机会：上海在线教育发展的应急策略与战略规划》分别入选第十三届上海市决

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 

 

◼ 陈向东教授当选为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第九届主任委员 

12月4日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换届会议

在线召开，专委会第九届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会议，教育信息技术学系陈向东教授当选为新一

届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 康复科学系《儿童语言康复学》课程入选 2021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一流本科课程 

上海市教委发布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2021年度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认定

结果的通知》，教育学部康复科学系主任刘巧云团队负责的课程《儿童语言康复学》成功入选

优质在线课程，是我校唯一入选该类别的课程。 

 

◼ 教育学部 31个项目荣获 2021 年华东师范大学教学成果奖 

2021年全校共121项成果获华东师范大学教学成果奖。教育学部表现突出，共有31个项目获

奖，占全校获奖总数的四分之一，居我校人才培养单位之首。教育学部奖项囊括特等奖、一等

奖、二等奖各层次，以及高等教育（本科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

教育各类别。其中，高等教育（本科教育）获得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占全校获奖总数7.6%。

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获得特等奖2项、二等奖1项，特等奖获奖比例占全校的33.3%。基础教

育获一等奖22项，占全校获奖总数的85%。职业教育获特等奖1项，为我校该类别的唯一入选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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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获奖名单 

序号 类别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 
成果主要

完成单位 

获奖 

等级 

1 
本科

教育 

一流学科建本科：教育

学本科大类培养综合

改革实践 

袁振国、柯政、沈晔、朱军

文、房建军、黄瑾、崔允漷、

徐国庆、赵琦、孙梦 

教育学部 一等奖 

2 
本科

教育 

以实践智慧养成为突

破口，育学前教育高质

量人才的华东师大模

式 

黄瑾、张明红、左志宏、李

召存、周兢、苏雪云、姜勇、

柳倩、钱雨、李玉华 

教育学部 一等奖 

3 
本科

教育 

实践取向的儿童语言

康复人才培养与资源

体系建设与运用 

刘巧云、李岩、丁艳华、王

洁、尹岚、赵航、卢海丹、

刘敏、武慧多、杜晓新 

教育学部 二等奖 

4 
本科

教育 

面向综合能力提升，构

建教育技术学专业实

践创新体系 

顾小清、徐显龙、吴忭、郁

晓华、姜冰倩、鲁力立 
教育学部 二等奖 

5 
本科

教育 

新时代教师师德修养：

案例教学与实践 
叶王蓓 教育学部 二等奖 

6 

研究

生教

育 

言语听觉康复科学本

硕博贯通式人才培养

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黄昭鸣、万勤、刘巧云、陈

东帆、赵航、王勇丽、卢海

丹、Kim Ha-Kyung、金野 

教育学部 特等奖 

7 

研究

生教

育 

指向“学科名师”的教

育硕士培养：模式创新

与实践探索 

周彬、占小红、汪晓勤、蒋

瑾、华春燕、吴成领、邹佳

晨、潘虹 

教师教育

学院 
特等奖 

8 

研究

生教

育 

以卓越育人为理念、以

国际学术素养为特色

的教师育研究课程体

系建设 

祝刚、彭正梅、郑太年、王

夫艳、符国鹏 
教育学部 二等奖 

 

职业教育获奖名单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 
成果主要完成

单位 

获奖等

级 

1 

产业引领·过程优化·制度

赋能：面向现代产业的现代

学徒制模式探索与实践 

徐国庆、 曾海霞、李政、

叶银忠、周健冯明、韦方

方、马波、薛士龙、蒋峰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

海市教育委员

会教研室 

特等奖 

 

基础教育获奖名单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 
成果主要完成

单位 

获奖等

级 

1 
教育家型校长培养的体系

构建与路径创新 

代蕊华、沈玉顺、刘莉、田

爱丽、王俭 

教育部中学校

长培训中心 
一等奖 

2 
特殊儿童发展评估工具的

研制与实践 

刘春玲、王和平、马红英、

谭和平、杨福义、刘明 

特殊教育学系

（上海市特殊

教育资源中

心） 

一等奖 

3 突破新课程实施的关键环 崔允漷、周文叶、王少非、 课程与教学研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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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新教案”的建构与实

践 

雷浩、杨澄宇、卢明 究所 

4 
能力本位的规模化精准研

训体系构建与应用实践 

闫寒冰、魏非、李宝敏、赵

健、张宇蓉、吴德芳 
开放教育学院 一等奖 

5 
在学科教育中践行立德树

人的实践探索 

周彬、 叶王蓓、蒋瑾、占

小红、虞晓贞、王元 
教师教育学院 一等奖 

6 

“生命·实践”教育学视

域下学科教学育人价值的

深度开发与实践转化 

李政涛、叶澜、吴亚萍、卜

玉华、李家成、伍红林 

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研究所 
一等奖 

7 
着眼学生综合能力培养，

积极拓展综合课程资源 

陈玉琨、田爱丽、常学勤、

韩映雄、吕鹏飞、陈敏 

国际慕课研究

中心 
一等奖 

8 

以文化人：高中数学教学

中落实立德树人的路径与

实践 

汪晓勤、邹佳晨、栗小妮、

雷沛瑶、姜浩哲、刘思璐 
教师教育学院 一等奖 

9 

学前教师领域教学知识

(PCK)专业资源开发与实

践推进 

黄瑾、周兢、张明红、柳倩、

徐韵、何敏 
学前教育学系 一等奖 

10 

发展关键能力，培养“数

字公民”：——面向核心素

养的信息技术课程设计与

实施 

李锋、熊璋、樊磊、赵健、

林众、张汶 

教育信息技术

学系 
一等奖 

11 

促进工程思维发展的高中

理科跨学跨学科教学的实

践探索 

占小红、禹娜、陈刚、苏小

兵、朱雁 
教师教育学院 一等奖 

12 
素养视角下学校跨科课程

的规划、设计与实施 

安桂清、崔允漷、吴刚 平、

胡惠闵、肖思汉、陈蕾 

课程与教学研

究所 
一等奖 

13 

赋能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发展的测评体系构建与实

践 

魏非、闫寒冰、李树培、樊

红岩、赵娜、杜龙辉 
开放教育学院 一等奖 

14 
以学习活动为核心的小学

《道德与法治》教学研究 

高德胜、章乐、唐燕、石雨

晨、季晓军、徐蕾 

课程与教学研

究所 
一等奖 

15 
高考新政下提升学生科学

素养的高中物理教学改革 

潘苏东、岳晓婷、张艳、徐

王熠、李晶晶、汪大勇 
教师教育学院 一等奖 

16 
提升初中生工程思维的

STEM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沈甸、季隽、何强、叶蔚然、

李敏健、秦浩正 
教师教育学院 一等奖 

17 

清单习作：心理转换理论

视域的写作教学范式构建

与实施 

董蓓菲、金春雷、章健文、

胡海敏、顾沪颖、张翔 
教师教育学院 一等奖 

18 

走向世界：教育神经科学

运用于学科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 

周加仙、唐孝威、周新林、

陈爱国、魏耀发、吴增生 
教育心理学系 一等奖 

19 

随班就读学生学业评价工

具（语文/数学）研制与实

践 

杨福义、马红英、刘春玲、

谭和平、昝飞、蔡蓓瑛 

特殊教育学系

（上海市特殊

教育资源中

心） 

一等奖 

20 

共享•共创•共生：中小学

课程高质量建构的“三三

四”模式实践 

黄忠敬、杨小微、程亮、鞠

玉翠、费蔚、严国忠 
教育学系 一等奖 

21 集团化办学推进区域义务 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系 教育管理学系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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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评价

研究——以上海市静安区

为例 

22 

学习心理学取向的物理学

科分类教学设计理论与实

践 

陈刚、潘苏东、刘金梅、朱

广天 
教师教育学院 一等奖 

 

◼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李廷洲博士入选 2021 年度上海市曙光人才计划项目 

在上海市教委公布的2021年度上海市曙光人才计划项目入选名单中，全市共有59人入选，

我校文科共有4位老师入选。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李廷洲博士成功入选，也是我校教育学科唯一

入选者。 

 

◼ 国际教师教育中心硕士项目及长短期研修项目成功入选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一带一路”

教育国际交流优秀案例 

国际教师教育中心承办的商务部面向发展中国家教育硕士项目、教育部“中非友谊”中国

政府奖学金两年制教育硕士项目、上海政府奖学金两年制硕士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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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发展中国家的高级管理者研修班”

系列培训项目等，成功入选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优秀案例。优秀

案例选集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21年12月出版。 

 

◼ 崔允漷教授获批成立上海市劳模创新工作室 

上海市教育工会公布第四批上海市教育系统“劳模创新工作室”名单，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所长崔允漷教授的上海市“立德树人课程研究”劳模创新工作室名列其中。12月31日，校工会

常务副主席王平等莅临课程所，为劳模创新工作室挂牌。课程系党支部书记安桂清、课程系主

任周文叶、课程所所长助理王涛、课程系工会主席王冰如等共同出席挂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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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之窗】 

◼ 教育学部组织召开教材工作会议暨“教育学科卓越教材”编写讨论会 

10月14日，教育学部组织召开教材工作会议暨“教育学科卓越教材”编写讨论会。华东师

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教务处副处长周先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高教分社社长赵建军、副

社长李恒平、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房建军、学部主任袁振国、副主任柯政，以及首届全国教材建

设奖获奖教师代表教育学系杜成宪教授、课程与教学系崔允漷教授、特殊教育学系刘春玲教授

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教育学部副主任柯政主持。本次会议是贯彻落实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的

有力体现。教育学部将以此为引领，汇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教育学科教材建设，提升华东师

范大学教育学科的话语权。 

 

◼ 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健一行调研教育学部 

11月5日下午，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健率队来学部开展调研工作。研究生院副院长杨福义，

学位办公室主任李海生，培养办公室副主任马爱民、于浩和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苟健出席会议。

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房建军，党委副书记沈晔，副主任柯政，教育学部学位点责任教授、学位评

定委员会主任徐国庆及各培养单位教学分管领导参加会议。会议由研究生院副院长杨福义主持。 

 

◼ 课程与教学系持续推进“课程思政”引领下的卓越专业建设 

为进一步落实“课程思政”引领下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建设与实践，11月中旬，课程与教

学系召开“课程思政”项目推进研讨会，专题研讨课程系在研究生课程体系、培养策略、导师

队伍等方面与思政紧密融合的建设进展，通过全面发挥课程与教学论专业优势，力求持续提升

卓越育人成效。会议由系主任周文叶主持，特邀教务处副处长谭红岩、研究生院副院长杨福义、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刘承良、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周立旻莅临指导。 

 

 

◼ 教育学学科 2021 年上海高校研究生导师专业能力提升工作坊圆满收官 

11月19日，由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和上海市师资培训中

心承办，教育学部具体组织落实的上海高校研究生导师专业能力提升工作坊教育学学科专场顺

利举办。本次工作坊通过直播形式进行，主会场设在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面向全市高校直播，

吸引了近3000人次线上观看。同时，教育学部在文科大楼401室设置分会场，组织学部研究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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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特别是新聘任的导师以及研究生管理工作者线下集中观看，现场学习热情高涨。学部特别

邀请我校教育学学科点负责人袁振国教授、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丁钢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所长崔允漷教授作为主讲嘉宾，并邀请教育学部主任助理肖思汉副教授担任主持。 

 

◼ 教学事务部组织 2020 级佛年班学术英语表达能力考核 

11月30日，教学事务部组织专家对2020级佛年班学生进行学术英语表达能力考核。国际与

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祝刚担任考核小组组长，教育学部党委副书记、2020级佛年班辅导员沈

晔到场指导。同学们基于各自的研究，围绕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发现、研究

局限等进行报告。专家们从理论框架、问题聚焦、方法使用、研究结论、参考文献等方面进行

提问，全面考核了佛年班学生英语学术表达能力，并就如何聚焦并提出研究问题，选用恰当的

研究方法等给予指导。 

 

◼ 教育学部顺利完成 2021 年度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培育项目立项评审工作 

2021年教育学部本科生申报双创项目的积极性高涨，申报人数比例有一定幅度的提升，其

中“创新训练项目”申报数63项，较去年增长14%；“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申报

数12项，较去年增长20%。通过立项答辩和材料评审，教育学部共遴选出38个项目获得“创新训

练项目”拟立项资格，推送出11个“创业类项目”到创新创业学院参加下一步的立项评审。 

 

◼ 教育学部组织召开 2021 年度教学秘书工作总结会 

12月30日，教学事务部组织召开2021年度教学秘书工作总结会，教育学部13个人才培养单

位的教学工作秘书及教学事务部全体人员参加会议。会议由教学事务部主任赵琦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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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 当代教育学精品教材《当代少先队教育导论》隆重出版 

教育学系卜玉华教授主持编写的《当代少先队教育导论》一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

出版。该书是教育学系于2018年开始组织编写的“当代教育学精品教材”丛书之一，也是目前

为止少先队教育领域第一本由高校教育学研究者研究和撰写的教材。 

 

◼ 课程与教学系/所举行 70周年校庆暨“深化课程改革”专题研讨会 

10月16日，为庆祝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课程与教学系（研究所）《全球教育展望》

编辑部召开70周年校庆暨“深化课程改革”专题研讨会。会议由课程所所长助理王涛、课程系

党支部副书记雷浩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副社长曹祖红出席此次会议。研讨会还

吸引了众多硕、博士研究生和毕业生代表。 

 

 

◼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 2021 年年会成功举办 

10月21日-23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2021年年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成功举行。

本次大会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教育部中学校长培

训中心和北京教育学院教育干部学院共同承办，本次会议的学术支持单位是《中国教育学刊》

和《中小学管理》杂志社。来自高等院校、地方教育行政、基层学校的教育管理研究者、学生、

学校领导与管理者以及广大教师等百余位与会嘉宾，围绕“教育治理现代化与高质量教育体系

建设”的总主题，以大会主题演讲、八场专题平行分论坛、两场研究生学术沙龙和一场实地探

访等多样的交流形式，在教育管理和治理的多个层面展开理论与实践的对话、碰撞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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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教科 2021 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二孩时代‘学术母亲’生育型学术中断及应对机制研

究”开题论证会召开 

10月24日，教师教育学院高惠蓉副教授主持的全国教科2021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二孩时

代‘学术母亲’生育型学术中断及应对机制研究”开题论证会在文科大楼会议室举行。此次开

题论证会的五位专家包括：学校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朱军文，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彬，

中国妇女学会理事、上海政法学院合作发展处处长、女性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晓宇，上海市政

协委员、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徐斌艳，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晨晖学者张丹。 

 

◼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实施路径研究”开题论证会顺

利召开 

10月29-30日，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开题论证会在校举行。国家教育宏观

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柯政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实施路

径研究”进行了汇报。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课题的研究价值和前期准备，同时也对课题的深化

研究提出详细建议。经讨论、评议，专家组一致同意该课题组通过开题。 

   

◼ “数字化、智能化变革与职业教育未来发展”论坛在上海举行 

10月30日，受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委托，“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

系列研讨活动——“数字化、智能化变革与职业教育未来发展”论坛在我校举行。论坛分为主

旨报告和对话交流两部分，线上线下相结合。教育学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徐国庆

在论坛中报告了智能化技术的内涵，分析了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智

能化对职业结构、数量的影响，以及职业教育的应对之策。 

 

◼ 校内外协同育人：课程与教学领域的跨界合作——多国重磅专家共聚 19届上海国际课程论

坛 

11月6-7日，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上海市培训协会以“校内外协同育

人：课程与教学领域的跨界合作”为主题举办了第19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论坛特邀来自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的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包括葡

萄牙前教育部副部长）分享国际组织、重点国家与地区关于校内外协同育人的新理论与最佳实

践，为推进校内外教育有效融合提供集体智慧与洞见，同时也分享中国在校外教育治理与校内

外融合育人中新发展和学术新知。这是全国乃至全球首个聚焦“校内外协同育人”这一主题的

专业性国际论坛，吸引了20多家媒体纷纷报道，超20万人次观看。 

 

◼ 教育学系成功举办基地学校联盟成立会议暨“新时代 U-S合作育人机制”校长论坛 

11月14日，教育学系、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成功举办“基地学校联盟成立会议暨‘新

时代 U-S 合作育人机制’校长论坛”。来自上海各区基地学校（科研机构）的党政领导、业务

骨干、学部相关领导及学者，以及研究生代表30余人参与此次会议。本次活动上半场为基地学

校联盟成立会议，由教育学系副系主任李林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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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委托课题结题评审会顺利举行 

11月19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委托课题《“师徒制”到“工业4.0”：

日本职业教育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结题评审会在物理楼445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国家教

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张文明主持，并对课题的研究背景、主要研究内容进行阐述。 

 

◼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 2021 年年会暨第 13 届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

研讨会圆满举行 

11月20-21日，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教育信息技术学系承

办的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2021年年会暨第13届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研

讨会在线上圆满举行。会议以“新政策•新教学•新挑战”为主题，邀请教育技术领域专家学者

共同分享在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分析信息技术课堂教学面临的新挑战。 

 

◼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二十一届年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顺利召开 

11月26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二十一届年会在我校顺利召开。此次年会由中国教

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主办，教育学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育学系联合承办。本届年

会主题为“社会变迁与教育发展”。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在逸夫楼设置线下主会场，

并设线上主会场及七个平行分会场，借助“腾讯会议”平台全程同步直播。来自全国各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出版单位的学术同仁总计约1500人，以多种方式参与会议发言研讨和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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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心理学系张静副教授主持的全国教科国家青年课题开题论证会顺利举行 

教育心理学系张静副教授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国家青年课题《项

目化学习中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动态多维测评研究》于11月27日在田家炳教育书院1006室举行开

题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教育学系系主任黄忠敬、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高德胜、教育学系教授

唐汉卫以及教育心理学系系主任杨向东组成专家组参与研讨。 

 

◼ 杜成宪教授获得 2021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1月29日， 2021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评审结果公示。我校共有

4个课题获得立项，教育学系杜成宪教授主持的《百年党史中的著名教育人物谱系研究》位列其

中。 

 

◼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成功举办多个项目专家论证会 

12月10日，国际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举办多个项目专家论证会，包括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

研究方案汇报会；长三角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抽样数据处理技术路线及总分报告框架专家论证

会；全球城市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招标课题专家论证会等。 

 

◼ 人工智能教育研究联盟成功举办“全方位赋能·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论坛暨人工智能教

育研究联盟 2021 年会 

12月26日，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人工智能教育研究联盟举办“全方位赋能•促进教育数字化转

型”论坛暨人工智能教育研究联盟2021年会。此次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围绕教育数

字化转型、赋能教育综合改革、重塑未来教育生态等方面，并公布了人工智能教育研究联盟第

二期实验校入选名单。 

   

 

◼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获 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工程中心吴永和研究员申请的《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

获得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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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课堂分析实验室获得 2项国家软件著作权认证 

课程与教学所国际课堂分析实验室取得了“高品质课堂智能诊断系统 V1.0（编号：

2021SR1452337）”“课堂智能分析平台 V1.0（编号：2021SR1452338）”两项软件著作权，课

堂智能分析将为我国课堂教学诊断，教师课堂教学教研，教师教学提升等提供行之有效的智能

教育方案。 

 

◼ 聚焦素养本位的单元设计，崔允漷教授团队在《上海教育》上发表一组专题文章 

近期，崔允漷教授领衔团队在《上海教育》上发表一组专题文章，分享核心素养教育及其

单元设计的最新研究，希望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助力教师教学效能提升，减轻学生学业负

担。 

序号 作者 论文标题 

1 崔允漷 素养本位的单元设计，助力各国进入“素养时代” 

2 雷  浩 素养为本的教学设计：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 

3 
林秋雨 

周文叶 

单元设计中的评价：以表现性评价促进“教 - 学 - 评”一致——以斯坦福大学 NGSS 

评价项目为例 

4 田薇臻 基于项目的单元设计模式——以英特尔教育计划为例 

5 程  力 注重探究的 IB 小学项目单元设计——以澳大利亚综合课程“大堡礁”为例 

6 郑梦萍 主题单元教学的逆向设计模式——以美国小学社会研究“西进运动”为例 

7 
李  润 

张  丹 

教学序列：课程大纲与课堂教学间的过渡点——以法国初二年级“谈论‘爱’”单元

设计为例 

 

◼ 非洲地区的影子教育：引领全球的校外培训国际比较研究 

我校杰出讲席教授 Mark Bray 领衔的科研团队，本年度发布影子教育前沿专著《非洲影子

教育：校外培训及其政策启示》，基于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的咨询工

作，再次推动了影子教育研究前沿，是全球第一个针对非洲地区影子教育的深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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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芳华】 

◼ 教育学部 17篇学位论文荣获“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学位论文”  

层次 序号 院系所 作者姓名 
二级学科

名称 
论文题目 导师姓名 

博士 

1 
学前教

育学系 
王艺芳 

学前教育

学 

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发展水平的监测研究 
姜 勇 

2 
教育学

系 
刘继萍 

教育学原

理 

课堂生活中的审美体验研

究 
鞠玉翠 

3 
课程与

教学系 
张震 

课程与教

学论 

明代工夫课程的兴起与演

变 
刘良华 

4 
教育学

系 
金晨 

教育政策

学 

我国研究型高校教师退休

年龄政策研究 
朱益明 

5 
教师教

育学院 
武小鹏 

课程与教

学论 

八年级学生数学学习的认

知诊断测评研究 
孔企平 

6 

教育信

息技术

学系 

刘博文 
教育技术

学 

学习分析支持的自我导向

学习能力与行为诊断研究 
吴永和 

硕士 

1 
教育学

系 
黄丽燕 教育史 

传承与创新：黄绍箕教育志

业之探析 
李林 

2 
教育学

系 
杨阳 

教育学原

理 

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公平—

—基于学生感知的分析 
程亮 

3 
课程与

教学系 
朱明慧 

课程与教

学论 

初中科学课堂争论教学设

计研究 
肖思汉 

4 

高等教

育研究

所 

冯燕 
高等教育

学 

重点大学本科退学生的归

因、抉择与认同重构 
李琳琳 

5 

职业教

育与成

人教育

研究所 

余韵 
职业技术

教育学 

高职专业课教材作者身份

研究——基于国规教材作

者分析 

徐国庆 

6 
教师教

育学院 
傅永超 

课程与教

学论 

“物质结构与性质”认知发

展框架建构及测评研究 
王祖浩 

7 
学前教

育学系 
周榆 

学前教育

学 

我国普惠性幼儿园评估指

标体系构建与实施研究 —

—基于全国七省 34806个

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 

姜勇 

8 

教育信

息技术

学系 

胡优立 
教育技术

学 

基于群体感知的共享调节

学习研究 
陈向东 

9 
康复科

学系 
周琪 

言语听觉

康复科学 

基于机器人技术的孤独症

儿童执行功能干预模式研

究 

陈东帆 

10 
地理科

学学院 
刘妍君 

课程与教

学论 

基于 ISM法的高中地理新

教材结构分析及其教学策

略研究——以必修“海洋”

内容为例 

段玉山 

11 
教育管

理学系 
孙慧宇 

教育经济

与管理 

“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创

新效率的实证研究 
陈纯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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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多位学子在“回首百年奋斗路 迈向复兴新征程”港澳台学生主题征文活动中获奖 

奖项 姓名 院系 论文名称 

一等奖 蔡明妤(中国台湾) 教育学部 《永远的香樟》 

三等奖 陈颖欣(中国香港) 教育学部 《一叶红舟》 

三等奖 陈沛汶(中国香港) 教育学部 《永不停歇的奋斗路，永不停息的教育魂》 

三等奖 陈婷婷(中国香港) 教育学部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优秀奖 杨诺琳(中国澳门) 教育学部 《新青年新篇章新时代》 

优秀奖 杨首杰(中国台湾) 教育学部 《百年风华，创造辉煌》 

 

◼ 教育学系九名研究生参加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全球教育研讨会 

10月21-24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在线成功举办年度“全球教育研讨会”（Global 

Education Symposium）。经过前期组织和协调，教育学系、基教所共有9名硕、博士研究生（包

括“教育政策与学校变革”全英文专业留学生4名）参会并做学术报告，另有多名研究生旁听学

习并参与研讨。自2018年起，教育学系与该校教育学院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双方均曾选派师生

实地参加“国际学术周”交流活动，未来双方将会继续并深化交流合作。 

 

◼ 教育学部学生党建中心“入党第一课”专题讲座成功举办 

10月27日下午，教育学部学生党建中心“入党第一课”专题讲座在文附楼107室举行。为帮

助教育学部广大学子了解党员发展流程与要求，本次会议特邀“全国样板党支部”教育学部本

科生联合党支部书记胡航、学部专职组织员高泽峰，为有意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学们详细解

读入党流程，答疑解惑。教育学部110余位本科生入党申请人参与此次活动。 

   

 

◼ 教育学部组织师生党员前往陈望道旧居、苏步青旧居开展党建沙龙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重温红色记忆，深刻感受“不忘初心”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的重大

意义，深刻领悟党的光荣革命历史，11月3日，教育学部组织师生党员前往陈望道旧居、苏步青

旧居开展党建沙龙，学习红色革命精神，探索真理的味道。学部关工委钱景舫、马庆发、王钢

等党员教师与教信系2021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本科生联合党支部的学生党员们一起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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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大学生科研基金 2021 年度“在线教育及教师发展”专项基金立项公示 

11月5日，教育学部大学生科研基金2021年度“在线教育及教师发展”专项基金立项答辩于

开放教育学院顺利举行。教育学系朱益明教授、教师教育学院叶丽新教授、叶王蓓副教授、教

育信息技术学系江波副教授、开放教育学院赵健副教授、魏非副教授、李树培副教授、彭红超

博士、宋雪莲副主任、赵娜副主任、陈倩倩副主任参与了课题评审活动。 

    

 

课题类型 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负责人 

重点课题 
国际视野下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

升的团队化发展案例研究 
ECNUFOE2021KYZX001 郑珊珊 

重点课题 
多模态数据支持的课堂教学行为分

析实证研究 
ECNUFOE2021KYZX002 张杨紫棋 

重点课题 
未来教师沉浸式学习的方向、案例与

路径研究 
ECNUFOE2021KYZX003 李悦 

重点课题 
未来教师沉浸式学习的方向、案例与

路径研究 
ECNUFOE2021KYZX004 林梓柔 

重点课题 
基于课堂视频分析的教学改进案例

研究 
ECNUFOE2021KYZX005 钱尧文 

重点课题 基于课堂视频分析的教学改进案例 ECNUFOE2021KYZX006 屈曼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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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重点课题 
IB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提升的培训课

程体系研究 
ECNUFOE2021KYZX007 曾思萤 

重点课题 
新时代我国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

研究 
ECNUFOE2021KYZX008 冯毓 

重点课题 
新时代我国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

研究 
ECNUFOE2021KYZX009 刘若荫 

重点课题 
新时代我国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

研究 
ECNUFOE2021KYZX010 彭泳斌 

重点课题 
新时代我国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

研究 
ECNUFOE2021KYZX011 刘许 

重点课题 
新时代我国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

研究 
ECNUFOE2021KYZX012 王厚红 

重点课题 
基于虚拟仿真情景的教师技能微格

实训研究 
ECNUFOE2021KYZX013 任一迪 

重点课题 跨文化双语课堂中的教师角色研究 ECNUFOE2021KYZX014 周照林 

一般课程 
HPM 网络研修对教师专业知识发展

的影响教师 
ECNUFOE2021KYZX015 刘思璐 

一般课程 
教师数字胜任力的精准测评——以

高中生物学教师课堂行为为例 
ECNUFOE2021KYZX016 梁元 

一般课程 
数据可视化到数据故事化的实践路

径研究 
ECNUFOE2021KYZX017 莫小静 

一般课程 
中小学首席信息官（CIO）能力指标

的构建与测评研究 
ECNUFOE2021KYZX018 王津钰 

一般课程 
教师数字胜任力的测评研究——以

化学教师为例 
ECNUFOE2021KYZX019 付春燕 

一般课程 
学习任务单对小学生在线学习注意

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多模态数据证据 
ECNUFOE2021KYZX020 杨淑婷 

一般课程 
聚焦学生科学思维的教师注意——

基于视频俱乐部的研究 
ECNUFOE2021KYZX021 何景宁 

一般课程 
面向新时代教师培训管理者胜任力

模型建构及测评工具开发研究 
ECNUFOE2021KYZX022 许环环 

一般课程 
支持学习仪表盘设计的数据故事化

理念与方法研究 
ECNUFOE2021KYZX023 汪维富 

 

◼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第四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成功举办 

“教育评价改革的实施路径”研究生学术论坛暨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第四届全国博士

生学术论坛于11月6日举办。由于疫情防控原因，本次论坛采用线上形式进行。此次论坛得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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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发展规划司、教育部综合改革司、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研究》编辑部、《中国教育政策

评论》编辑部、《ECNU Review of Education》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编辑部等支持，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以及上

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前副院长、上海市教科院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珏等受邀作

专题报告。 

 

◼ 教师教育学院举行 2021 年度原创话剧《大国良师之梦远花开》开机仪式 

11月7日下午，教师教育学院2021年度原创话剧《大国良师之梦远花开》开机仪式在文科大

楼1313室举行。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蒋瑾，剧社指导老师区培民，社长齐沁儿、副社长

朱玉柱、樊泽杰，特约灯光音效指导张彧、刁志瑞以及剧组全体演职人员近40人出席本次开机

仪式。此次活动由剧社主任石关子主持。 

     

 

◼ “创新引领时代，技术筑梦特教”——第五届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卓越研究生学术论坛

成功举办 

12月11日，“创新引领时代，技术筑梦特教”第五届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卓越研究生学

术论坛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由特殊教育学系主办，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即《现

代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编辑室）合办。教育学部副主任柯政、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学报

编辑部主任李泽慧，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特殊教育分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定倩先

后为论坛开幕式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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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点迷津，展望未来”就业分享会成功举办 

教育学部学生联合会生涯发展中心联合2021级学前教育研究生团支部举办了以“‘职’点

迷津，展望未来”为主题的就业分享会。此次就业分享会分为学术和幼儿园两个专场，其中学

术专场于11月16日在文科大楼104室举行，由2021级学前教育硕士研究生李白惠钰主持，2013

届学前教育硕士毕业生盛婴和2021级学前教育博士研究生周榆担任主讲人；幼儿园专场则于11

月18日在腾讯会议上进行，由2021级学前教育硕士研究生王方圆主持， 2020届学前教育硕士毕

业生王楠和2021届学前教育硕士毕业生万俊担任主讲人。 

 

◼ 教育学部多位学子论文获 AERA2022 年会录用 

AERA发布了 2022 年会论文录用通知，课程与教学研究系所研究生共有 8篇论文、教育心理

学系研究生共有 6篇论文被录用。 

院系 论文作者 指导教师 论文题目 论文接收形式 

课程

与教

学研

究所 

侯滟斯等 陈霜叶 

Parent as Surrogate Teacher: Uncovering and Theorizin

g Parents' Digital Labor in the Home-based Online Lea

rning 

Paper 

Session 

李昶洁 柯政 
Who Gains More? The Impact of Instructional Timeon

 Student Reading Performance 

Paper 

Session 

陆卓涛等 
崔允漷 

雷浩 

Effects of Game- Based Learning on Students' Comput

ational Thinking: A Meta-Analysis 
Poster Session 

杨秀秀 胡惠闵 
Identity and Emotional Labor of Chinese Teaching-Res

earch Officers as Teacher Educators 

Paper 

Session 

王晨馨等 雷浩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al Games on Students'Achieve

ment Emotions: Evidence from a Meta-analysis 
Poster Session 

王希婧等 雷浩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Teacher-student Rela

tionships and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Chin

a: A Three-level Meta-analysis 

Roundtable 

Session 

殷洒等 王涛 
Glocalized Citizenship for Collective Well-Being:Renov

ation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in Chinese Schools 

Paper 

Session 

李贵玉等 杨向东 
A Theory-based Approach to Algorithmic Generation of

 Mental Rotation Items 

Paper 

Session 

教育

心理

学系 

罗浩 杨向东 
A Theory-based Approach to Algorithmic Generation of

 Mental Rotation Items 

Paper 

Session 

黄婧 杨向东 
Model-based Approaches to Classifying Students into C

ompetence-based Proficiency Levels 
Poster Session 

李岳 姜怡 

Distinct Roles of Autonomy Satisfaction and Frustration

 in Predicting Adolescent Students’ Academic Motivati

on and Achievement 

Paper 

Session 

张琳嘉 姜怡 
1.Longitudinal Interrelations among Self-efficacy, Interes

t Value, and Effort Cost in Adolescent Students’ Acad
Poster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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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c Achievement and Future Choice Intentions 

2. High School Students’ Expectancy, Value, and Cost 

Profile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Engagement and Ach

ievement in Math and English 

徐瑜卿 姜怡 

Motivational Profiles of Post-Secondary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Educational Outco

mes 

Roundtable 

Session 

 

◼ 挑战杯、大夏杯经验分享暨第七届大学生科研基金宣讲会顺利举办 

11月24日，教育学部学联理论科创中心组织的挑战杯、大夏杯经验分享暨第七届科研基金

宣讲会在文附楼111室成功举办。教育学系邱燕楠、教育管理学系陆佳怡以及学前教育学系王垚

分别进行经验分享。 

 

◼ 教育学子参观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展 

为进一步激发教育学子的创新创业热情和动力，教育学部团委于11月24日下午组织学生前

往校双创学院参观华东师范大学创新创业成果展。学子们分别参观了双创学院的教育展区、文

创展区、科技展区。 

 

◼ 教育学部第八届一期团校系列课程顺利开课 

11月27日、28日，以“青春奋斗·不负韶华”为主题的教育学部第八届一期团校系列课程

顺利开课。本期团校严格遵照疫情防控要求，采取线上会议的方式进行，来自校内外共计10位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社会实践、学生工作等主题为学员们带来了难忘的视觉、听觉体验。

课程之丰富、内容之生动、形式之多样让学员们回味无穷。 

 

◼ 教育学部第八届一期团校“定向越野”活动顺利举行 

12月4日，教育学部第八届一期团校课程——定向越野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顺利举行。

此次活动以“党的百年历史”为主题，旨在帮助青年团员们在团队合作中重温党史，牢记党的

初心与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收获友谊并提升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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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4 届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年会“实践育人、双创教育与生涯发展”分论坛顺利举行 

第34届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年会第二分论坛于12月14日在腾讯会议平台顺利召开。本次活

动由党委学生（研究生）工作部主办，教育学部、学生职业发展中心承办，党委学生（研究生）

工作部副部长杨艳红、学生职业发展中心主任刘继亮及全校四十余位学生工作同仁共同参会，

教育学部党委副书记沈晔担任本次会议主持人，校学生职业发展中心主任刘继亮担任点评嘉宾。

经济与管理学部（经管书院）王郦玉、杨亚星、曹安琪、祝毅、学生职业发展中心王琳、地理

科学学院王纯、大夏书院侯嫣茹、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陶洁、孟宪承书院陆敏、物理与电子科

学学院黄蕊等十位老师以“实践育人、双创教育与生涯发展”为主题，分享了研究成果。 

 

◼ 教育学部举行“青春奋进新 E代”2021 级学生午餐会 

12月24日中午，“青春奋进新 E代”教育学部2021级学生午餐会在文科大楼201会议室举行。

教育学部党委副书记沈晔、综合办公室主任邹文、国际事务部主任邱月、教学事务部副主任邵

晓虹、学部团委书记胡航，以及来自不同院系所的2021级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共21位学生

代表参加了此次午餐会。午餐会由教育学部学生事务部主任孙梦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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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 石伟平终身教授学术报告会顺利举办 

10月27日，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石伟平教授在文科大楼613室

以“线上直播+线下分享”的形式，举办了主题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若干重要问题

的思考”的终身教授学术报告会。浙江大学教育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吴雪萍教授应邀担任本

次报告会的点评嘉宾。7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职业院校教师、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硕博

研究生等参加了本次报告会。 

 

 

◼ 教育学部新进四位教师 

10-12月，教育学部新入职四位老师：邓猛教授通过海内外公开招聘作为特聘教授引进，入

职特殊教育学系；王艳玲教授通过海内外公开招聘引进，入职教师教育学院；陈玟瑄和陆莉通

过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公开招聘引进，分别担任附属幼儿园教师和保健人员。 

 

◼ 教育学部五位教师光荣退休 

10-12月，教育学部高黎新（开放教育学院）、胡惠闵（课程与教学系）、李生兰（学前教

育学系）、王荣良（开放教育学院）和陈天华（开放教育学院）五位老师光荣退休。 

 

◼ 教育学部四位博士后研究员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11月，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饶舒琪、杨顺光、贾利帅和徐雯等四位博士后研究员获得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0批面上资助。 

 

◼ 教师教育学院程晓老师入选国家留学基金委 2021 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 

12月，教师教育学院程晓老师入选国家留学基金委 2021 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 

 

◼ 教育学部两位博士后获得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资助 

12月，郝桃和饶舒琪两位博士后研究员获得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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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交流】 

◼ 高质量教育与高质量学校管理研讨会顺利举办 

10月13日，由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办的“高质量教育与高质量学校管理”研讨会在

河北省衡水中学举行。衡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崔海霞，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代蕊华、

副主任刘莉莉、学术委员会主任沈玉顺，以及衡水市教育局二级调研员任忠秀等出席了开幕式。

来自全国各地的两百余位校长代表参与了本次会议。 

 

◼ 教育心理学系第 13-16 期教育心理学跨学科沙龙顺利举办 

10月13日至12月5日，教育心理学系在田家炳教育书院举办了第13至16期教育心理学跨学科

沙龙，分别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育心理研究所的杨秀杰博士、中山大学心理学系的

库逸轩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峰博士后曹鹭、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朱廷劭教授作学

术报告。 

 

◼ 商务部线上短期研修项目“发展中国家教育官员研修班”成功举办 

10月15日至28日，国际教师教育中心承办了第四期线上短期研修项目“发展中国家教育官

员研修班”。该项目共计招收了来自亚美尼亚、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的54名学员。

10月15日和28日分别举办了隆重的开班仪式和结业典礼。结业典礼的顺利举行标志着该研修班

的成功结束。 

    

 

◼ 高等教育研究所举办“课程思政”系列活动 

高等教育研究所举办“课程思政”系列活动，主要包括：10月18日，组织2020级“国际高

等教育研究新进展”课程的师生前往上海纽约大学参观，了解中外合作办学经验；12月16日，

“课程思政”之“科研实践能力培养”讲座活动中，特别邀请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陆一作报告“教育观察的学术逻辑：理论、实践与政策的视点融合”。 

 

◼ 第 12 期长三角中小学名校长高级研究班开班典礼顺利举行 

10月19日，第12期长三角中小学名校长高级研究班开班典礼在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举

行。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永智，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汤筱疏，江

苏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张卫星，安徽省教育厅师资处韩光，江浙沪皖师资培训中心负责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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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代蕊华、副主任刘莉莉、郅庭瑾、田爱丽，以及来自江苏、上海、

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119名中小学校（园）长参加了开班典礼。开班典礼由代蕊华主持。 

 

 

◼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一行调研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10月21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一行调研宏观院。中科院计

算所分布式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田霖、中科院计算所南研院科教产融合中心主任钱洪汇、北京

市丰台职成教集团党委书记、校长赵爱芹，以及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丹中一同参

与调研。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桑标、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郅庭瑾、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研究基地余南平工作室主任余南

平、宏观院执行院长柯政、副院长钱冬明等参加座谈会。 

 

◼ 第四届全国高中学历案联盟峰会暨长三角一体化课程改革高峰论坛圆满闭幕 

10月22日，由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主办的第四届全国高中学历案联盟峰会暨长三角一体化课

程改革高峰论坛在元济高级中学举行。课程所所长崔允漷，课程系主任周文叶，课程系党支部

副书记雷浩，课程所国际课堂分析实验室执行主任杨晓哲，课程所副教授王哲，刘钧燕等6位专

家担任本次峰会指导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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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大首期“正面养育家长工作坊”顺利开展 

10月23日-24日，开放教育学院面向社会举办“正面养育家长工作坊”。二十位家长利用双

休日组成学习共同体，通过两天的体验式活动，学习如何有效地和孩子沟通，如何培养孩子优

秀品质和技能，如何分析孩子行为背后的信念，通过恰当的语言和行动，给孩子带来积极的影

响，学做和善与坚定并行的父母。 

 

 

◼ “推进长三角地区生态文化旅游发展”国家专业技术人员研修项目顺利举办 

10月23日-27日，“推进长三角地区生态文化旅游发展”高级研修班顺利举办。该研修班为

国家级财政资助项目，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导下，由华东

师范大学国家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承办。来自全国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各类政府、

高校、企业的五十余名学员参与本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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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与挪威奥斯陆大学召开线上工作会议 

10月26日，我校工作团队与挪威奥斯陆大学工作团队视频连线，深入探讨教育学科领域的

学生交换访学项目。特别对奥斯陆大学刚刚申请成功的该国 UTFORSK 项目进行了细化讨论，就

相关合作协议文本达成了基本共识。 

 

◼ 康复科学系举行“千言万语” 健康行动计划启动仪式 

10月30日，华东师范大学“千言万语”健康行动计划启动仪式在我校老年大学举行。出席

启动仪式人员包括：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处副处长周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委书记

房建军、华东师范大学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裴建华、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彭超、华东师

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宛姝、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儿保科主任王洁、资助方浙江海

亮慈善基金会代表、海亮融爱星教育管理中心副总监宋阳、康复科学系实践基地实践导师代表、

康复科学系师生代表以及家长代表等。活动由康复科学系副系主任万勤主持。 

 

 

◼ 青少年科技教育学术沙龙成功举办 

10月31日上午，“青少年科技教育学术沙龙”在我校圆满举办。本次沙龙主题为“参与科

学和理解科学：科学教育的信念、途径与担当”，由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学术和国际交

流工作委员会主办，华东师大教师教育学院、学习科学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青少年科技辅

导员协会、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科技辅导员，

来自上海基础教育的一线教研员、校长，以及博、硕士研究生等约400人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参

加沙龙并展开了热烈的跨区域研讨。 

 

◼ 教育学部促成签署五份合作交流协议 

教育学部同美国雪城大学于2021年10月续签《教育学硕士双学位项目合作协议》三份，分

别包括教育文化基础、课程与教学、现代教育技术三个专业方向合作协议。同时促成我校与美

国雪城大学签署校际协议《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雪城大学合作谅解备忘录》。2021年11月，学

部促成我校与奥斯陆大学签署校际协议《华东师范大学与奥斯陆大学学生交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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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合作，共创教育科技与课程教学新发展——“教育科技与课程教学学术研讨会”圆满

召开 

11月1日，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与北京翼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举办了“教育科技与课程教学学

术研讨会”。课程所所长崔允漷、课程系系主任周文叶、课程所国际课堂分析实验室主任杨晓

哲、副主任石雨晨，北京翼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宋军波、COO谷岩、CTO 贺骞等人

出席了本次会议。  

 

 

◼ 上海市第四期“双名工程”高峰论坛物理主持人联合论坛圆满召开 

11月3日，由上海市教师专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上海市教

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主办，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承办的上海市第四期“双名工程”高峰计划物理

主持人联合论坛——“做亮高峰项目研究 共促物理教学变革”研讨会于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中

学顺利召开。 

 

 

◼ 华东师范大学易居职业教育研究院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召开 

11月12日，华东师范大学易居职业教育研究院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易居企业集团总部举行。

会议宣布了理事会成员名单，并审议通过了《华东师范大学易居职业教育研究院章程》。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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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成立，将进一步推进研究院在不动产行业人才需求、课程资源开发、产业学院运行模式等

方面的探索和研究，深化产教融合，推进协同育人。 

 

 

◼ 华为公司与上海市数字化教育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交流研讨会顺利召开 

11月12日，华为公司与上海市数字化教育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大楼

201室召开合作交流研讨会，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来自华为公司的杨海松副总裁、夏凡、孟瑜、蔡

桥、张琦、董晶晶，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祝智庭、工程中心主任顾小清、工程中心副主

任薛耀锋、郁晓华、周宏、余平等。会议期间，双方就如何将华为的鸿蒙生态与教育信息化相

结合以及双方未来的深入合作进行了讨论。 

 

 

◼ 教育高等研究院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第 43-44 期学术沙龙成功举办 

11月26日及12月27日，教育高等研究院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第43及44期学术沙龙在文科大

楼1711进行。沙龙分别邀请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主任王文智副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

等研究院副院长周勇教授担任主讲人。学术沙龙由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丁钢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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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上海市委主委黄震一行调研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12月1日，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进上海市委主委黄震，民进上海市委专

职副主委杨蓉一行走访调研我校，并在校党委书记梅兵、党委副书记杨昌利、副校长戴立益、

统战部部长王庆华、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朱军文、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房建军、教育学部

常务副主任荀渊的陪同下调研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和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 陈霜叶、张薇在联合国报告讲述中国教育故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UNESCO）于2021年12月1日发布的《行动报

告2021（IIEP in action 2021）》中，教育学部陈霜叶和张薇两位教授撰写的中国上海学校中

层领导力的研究咨询报告被全文吸收，并被直接引述了其中的一个结论。这也是来自六份研究

报告中的唯一直接引述，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对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产生了广

泛的国际影响。 

 

 

◼ 民盟上海市委调研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12月3日，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杨德妹、丁光宏一行，在我校校长助理吴瑞君、发展规

划部部长段纯刚、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的陪同下，莅临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调研。双

方就如何共同推进民盟中央重大课题研究、上海城市治理研究、民主党派与智库建设等方面的

深化合作进行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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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部入选中日韩三国教育部组织的“亚洲校园+”项目 

由教育学部联合5所亚洲高校申报的“助力解决全球问题——教育政策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项

目”，成功入选中国、日本、韩国教育主管部门联合组织的第三期“亚洲校园+”项目，为培养

跨学科的全球教育治理人才开辟新路径。12月9日，我校工作团队与日本筑波大学、韩国教员大

学工作团队视频连线，就成功入选中日韩教育部“亚洲校园”项目的“助力解决全球范围的问

题•教育政策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项目”进行交流；12月15日，受邀参加教育部亚洲校园项目秘书

处举办的线上“面向未来的亚洲跨境高等教育国际研讨会”，同国内外前两期该项目的成员学

校互动交流、学习经验。 

 

◼ 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融合教育推进”项目研讨会顺利举行 

12月23日，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融合教育推进”项目首次研讨会在我校田家

炳楼801会议室举行，会议以工作坊形式、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方式进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

办事处高级教育官员王海燕、教育官员尹佳、胡誉凡，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殷雅竹，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局副局长孙忠，特殊教育学系教师等现场出席此次研讨会；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教育官员杜伟、富宁、楼春芳，河南省驻马店市残联张银良理事长，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副院长陈克军教授，重庆师范大学申仁洪教授，郑州师范学院李玉向教授，泉州师范学院曾雅

茹教授，北京市海淀区特殊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王红霞主任，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李玉影教

研员等项目试点地区代表，以线上方式参加此次活动。 

 

◼ 2021 年上海市属高校青年教师系列研修项目圆满结业 

    12月24日，上海市属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教学技能大赛暨上海市属高校青年教师系列研修

班结班仪式在我校举行。结业仪式线上线下同步举办，来自30所上海市属高校的500余名青年教

师在云端相聚。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部副主任王丽霞、上海理工大学人事

处副处长武卫东、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扬等列席线下结班仪式。 

 

◼ 教育学系与张家港市教育局合作贯彻落实长三角教育一体化战略  

12月25日，“沪苏同城·学在港城”张家港教育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在张家港市举行，华东师范大学校委常委、副校长雷启立，教育学部教育学系主任黄忠敬教授

出席签约仪式。根据协议，教育学系一方面与张家港市教育局合作，建设“中小学校长培训基

地”，实施“教育家型领航名师培养”项目，合作共建“校长发展论坛”，助力张家港市教育

高质量发展，积极贯彻落实国家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教育学系与凤凰镇人

民政府合作，建立张家港市凤凰教育集团，推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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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 

◼ 文汇网|心怀“国之大者”，深耕基础教育 27 年，华东师范大学有这样一支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 

http://wenhui.whb.cn/zhuzhanapp/xue/20211004/427171.html?timestamp=1633343512741 

 

◼ 中国教育报|匡瑛：内外合力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1-10/12/content_600216.htm?div=-1 

 

◼ 中国教育报丨李家成 张天：借力“双减”更新家庭学习格局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1-10/17/content_600440.htm?div=-1 

 

◼ 光明日报丨马丽华：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 老年教育能否“为霞满天”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1-10/19/nw.D110000gmrb_20211019_2-14.htm 

 

◼ 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丨华东师范大学开展秋季校园康复公益活动：用专业与爱，让沟

通无碍 

https://www.kankanews.com/a/2021-10-30/0019928026.shtml 

 

◼ 光明日报丨彭正梅：传授知识还是培养能力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1-11/18/nw.D110000gmrb_20211118_2-14.htm 

 

◼ 中国教育新闻网|钟启泉：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课外作业” 

http://www.jyb.cn/rmtzgjyb/202111/t20211110_635535.html 

 

◼ 上海教育电视台|一校之长：助力人人终身学习，这座城市很伟大！ 

https://mp.weixin.qq.com/s/_n894Y8IczM2g9Tai4An2g 

 

◼ 人民日报|李政涛：规范民办教育需推进协同治理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1-12/17/nw.D110000renmrb_20211217_1-12.htm 

 

◼ 教育部丨张薇：推广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促机构自我监督 助家庭理性选择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1/2021_zl63/202110/t20211013_572005.html   

 

◼ 中国教育报丨钟启泉：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课外作业”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1-11/10/content_601552.htm?div=-1 

 

◼ 中国青年报丨“最美大学生”公布！他的简历曝光，太牛了…… 

https://mp.weixin.qq.com/s/9Ize6XS8T9s9Y5u0nRKirw 

 

http://wenhui.whb.cn/zhuzhanapp/xue/20211004/427171.html?timestamp=1633343512741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1-10/12/content_600216.htm?div=-1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1-10/17/content_600440.htm?div=-1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1-10/19/nw.D110000gmrb_20211019_2-14.htm
https://www.kankanews.com/a/2021-10-30/0019928026.shtml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1-11/18/nw.D110000gmrb_20211118_2-14.htm
http://www.jyb.cn/rmtzgjyb/202111/t20211110_635535.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n894Y8IczM2g9Tai4An2g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1-12/17/nw.D110000renmrb_20211217_1-12.htm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1/2021_zl63/202110/t20211013_572005.html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1-11/10/content_601552.htm?div=-1
https://mp.weixin.qq.com/s/9Ize6XS8T9s9Y5u0nRKi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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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教育新闻网丨双减”背景下校内外如何“协同育人”？这个国际课程论坛上传出哪些

观点 

http://m.shedunews.com/msite_1/con/2021-11/08/content_9145.html 

 

◼ 第一教育丨校外培训不是“用筷子国家”的特产，五大洲专家共同研究“双减” 

https://mp.weixin.qq.com/s/6IynU0Sm6Pq1-INDZKlcYg 

 

◼ 上海科技报丨共话“校内外协同育人”，第 19 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在华东师大举行 

http://www.shkjb.com/content.html?id=218754 

 

◼ 科学网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 19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多国专家聚焦课程与教学领域的跨界

合作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1/468581.shtm 

 

◼ 东方网丨聚焦“双减”下的教育焦点与难点，65 位专家共话“校内外协同育人” 

https://j.eastday.com/p/1636261869040528 

 

◼ 东方教育时报丨第 19 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聚焦“校内外协同育人”，推动校内外教育有效

衔接 校外教育规范有序发展 

https://mp.weixin.qq.com/s/YGJ4EX9o5JOf3USQobnPYg 

 

◼ 话匣子丨第 19 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在华东师大举行  65位专家共话“校内外协同育人” 

https://m.ajmide.com/m/branddetail?id=33937341 

 

◼ 澎湃新闻丨学科类培训与非学科培训之间界限何在？专家们这样说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262876 

 

◼ 中国新闻网丨中外教育专家共同聚焦“校内外协同育人” 解决现实问题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chs/zw/9603642.shtml 

 

◼ 上观新闻丨校外培训和“双减”不是专利，“影子教育”规模在伦敦超四成，韩国新加坡更

高 https://web.shobserver.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421633 

 

◼ 中国青年网丨学科类培训与非学科培训之间界限何在？专家们这样说 

http://news.youth.cn/jsxw/202111/t20211107_13298839.htm 

 

◼ 上海市培训协会丨第 19 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破解“双减”下这些教育难题 

https://mp.weixin.qq.com/s/NTTweKW-E4UelbwLNcOkng 

http://m.shedunews.com/msite_1/con/2021-11/08/content_9145.html
https://mp.weixin.qq.com/s/6IynU0Sm6Pq1-INDZKlcYg
http://www.shkjb.com/content.html?id=218754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1/468581.shtm
https://j.eastday.com/p/1636261869040528
https://mp.weixin.qq.com/s/YGJ4EX9o5JOf3USQobnPYg
https://m.ajmide.com/m/branddetail?id=33937341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262876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chs/zw/9603642.shtml
https://web.shobserver.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421633
http://news.youth.cn/jsxw/202111/t20211107_13298839.htm
https://mp.weixin.qq.com/s/NTTweKW-E4UelbwLNcOk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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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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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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