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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基地学校签约仪式顺利举行

10 月 14 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基地学校签约仪式

暨卓越人才培养研讨会于文科大楼 906 会议室隆重举行。黄

忠敬等教育学系领导、老师以及来自上海市五个区域的十一

位中小学校长出席会议。会议分签约授聘仪式和合作交流研

讨两个部分。

在随后的交流研讨会上，校长们从自身学校出发，谈到

了与我系的合作传统、学校的当前需求以及未来的合作构

想。

基地学校合作项目是我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基层

学校、了解教学实践的重要举措。本次合作是双方互惠共赢

的良好开端，为今后的长期务实合作打下基础。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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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卓越发展计划立项开题会顺利召开

11 月 2 日，教育学系卓越发展计划立项开题会在文科大

楼 906 会议室召开。通过本次开题会议，立项同学对自己的

课题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提高了对科研的热情。

“研究生卓越发展计划”是我系着重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三大计划之一，旨在支持和促进研究生关注教育学前沿

问题，积极参与学术研究。申请者应紧密结合自己的专业方

向或学位论文，以教育学课题指南为参考，开展基于证据的

（evidence-based）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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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召开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开题报告会

11 月 9 日，教育学系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开题报告会于

文科大楼 906 室召开。黄忠敬老师对获得立项的同学表示祝

贺并为每个项目团队颁发立项证书。

“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是我系着重提升研究生人才培

养质量的又一大计划，旨在培养研究生在就读期间提高与人

沟通、合作、共同完成任务的能力，以项目为依托建构学生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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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建言﹒研讨：教育学系举办研究生培养座谈会

12 月 13 日下午，教育学系于文科大楼 906 会议室召开

了研究生培养座谈会。为使座谈会更加聚焦、后续改进工作

更有针对性，座谈会分为博士生、硕士生两个专场。

会议针对学生的切实需求，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培养的各

个环节，使博士生、硕士生能在学术上“懂理论、会方法、

能写作”，在职业规划和生涯发展上能够将个人理想与专业

特长相结合，将所学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地建构专业认同感、归属感、成就感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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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敬教授、范国睿教授分别获得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 2016 年度国家重大课题立项

7 月 22 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全

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 年度课题立项名单。

教育学系黄忠敬教授主持的课题《中国与 OECD 教育发

展主要指标及发展趋势比较研究》获得 2016 年度国家重大

课题立项。

教育学系范国睿教授主持的课题《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研究》获得 2016 年度国家重大课题立

项。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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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 5 位教师获得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 年度

国家一般课题立项

7 月 22 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全

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 年度课题立项名单。

教育学系卜玉华教授主持的课题《我国学校生活中的儿

童形象研究》获得 2016 年度国家一般课题立项。

教育学系程亮副教授主持的课题《当代中国学校变革实

践的正当性研究》获得 2016 年度国家一般课题立项。

教育学系杜成宪教授主持的课题《中国课程史研究》获

得 2016 年度国家一般课题立项。

教育学系黄向阳副教授主持的课题《儿童欺负判断发展

研究》获得 2016 年度国家一般课题立项。

教育学系王建军副教授主持的课题《学习机会公平的教

师贡献度研究》获得 2016 年度国家一般课题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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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5项基地重大项目均被批准立项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华东师范大学基

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经过充分酝酿、反复研讨，制定了

基地“十三五”发展规划及科研项目总规划。

围绕“中国基础教育学校现代化发展研究”这一主题，

从理论、历史、政策和评价 4 个维度设计了 5 项基地重大项

目，经教育部组织的专家评审，“十三五”规划、科研项目

总规划均顺利通过评审，五大项目均被批准在 2016 年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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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6项成果获得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8 月 17 日，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揭

晓公示，教育学系有 6 项成果获得这一殊荣。

叶澜教授的专著《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

纲》获得优秀成果一等奖；

王占魁副教授的专著《价值选择与教育政治——阿普尔

批判教育研究的实践逻辑》获得优秀成果二等奖；

卜玉华教授的专著《“新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的深

化研究》获得优秀成果二等奖；

杨光富副教授的专著《国外中学学生指导制度历史演

进》获得优秀成果二等奖；

吴遵民教授等老师的著作《基础教育公平论——中国基

础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的政策研究》获得优秀成果二等奖；

李政涛教授的专著《交互生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转化

之力》获得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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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国睿教授、杨小微教授的政策咨询报告被国家有关部门录

用

2016 年 1 月 28 日，以何积丰院士、周其凤院士为专家

咨询组长、范国睿教授为研究工作组长完成的调研报告《加

强和促进我国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建议》，

由中国科学院以“中国科学院文件”（科发学部字[2016]27

号）报送国务院，该报告获刘延东国务委员批示，要求科技

部、教育部进一步研究，必要时出台相关文件；

2016 年 9 月，范国睿教授的咨询报告《“面向 2030，

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建议》被教育部综合改革司采纳；

《加快推进基础教育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政策建议》被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以内参《热点问题快报》（2016 年 9

月第 11 期）报送教育部部长、副部长和相关司局领导。

杨小微教授的咨询报告《以简略凝练的关键指标引领中

国教育现代化推进》、《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亟需破解的主

要难题及对策建议》分别刊登于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主办

的《教育成果要报》（2016 年 4 月 5 日、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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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 7 项成果获得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0 月 21 日，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揭晓

公示，教育学系有 11 位教师获得这一重大奖项。

叶澜教授的专著《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

纲》获得优秀成果一等奖；

黄书光教授等老师的著作《变迁与转型：中国传统教化

的近代命运》获得优秀成果二等奖；

吴遵民教授等老师的著作《基础教育公平论——中国基

础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的政策研究》获得优秀成果二等奖；

李政涛教授的专著《交互生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转化

之力》获得优秀成果三等奖；

范国睿教授等老师的著作《共生与和谐：生态学视野下

的学校发展》获得优秀成果三等奖；

王保星教授的论文《全球史观视野下的我国外国教育史

学科建设断想》获得优秀成果三等奖；

杨小微教授的论文《探寻区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

新机制——以集团化办学为例》获得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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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会议

杜成宪教授等老师及多名研究生参加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

分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

9 月 24 日-25 日，教育学系杜成宪教授、黄书光教授、

王保星教授、张礼永老师、李林老师及多名研究生参加了在

山西太原召开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七届学术年

会，并提交学术论文。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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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玉翠教授带领研究生参加全国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第十

八届学术年会

10 月 15 日-16 日，鞠玉翠教授带领研究生参加了由河

南师范大学承办的全国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第十八届学术

年会，作了题为《用叙事的方式爱智慧——教育哲学的一种

研究方式》的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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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敬教授等老师参加第二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专题论坛

10 月 29 日-30 日，教育学系黄忠敬教授、鞠玉翠教授、

董轩副教授参加了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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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的第

二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专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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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和民教授参加全国教育社会学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11 月 18 日-20 日，教育学系马和民教授参加了在云南

民族大学召开的全国教育社会学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本届年会以“教育创造健康社会：涂尔干遗产与中国经

验”为主题，马和民教授围绕该主题作了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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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基教所主办“班级·学校·社会与学生发展”国际研讨会

6 月 18 日-19 日，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

究所主办的“班级•学校•社会与学生发展”国际研讨会暨第

四届“中国班主任研究”圆桌论坛在我校顺利召开。

论坛由六场主题报告和三场平行会议组成，主要聚焦于

学生发展、班级制度、班主任发展、班级理论以及班级、学

校、社会生活的融通。持续的研讨不断引发新的思考，促进

了研究的相互了解以及科研方法的相互借鉴，也为中国班主

任研究指出了新的道路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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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微教授、黄忠敬教授、黄书光教授、李政涛教授赴新西

兰、澳大利亚交流访问

10 月 16 日-23 日，应新西兰怀卡托大学教育学院及澳

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教育学院邀请，我系杨小微、黄书光、黄

忠敬和李政涛等教授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访问。

怀卡托大学是新西兰的一所知名公立大学，被誉为“南

半球的哈佛”，在世界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其教育学院在

新排名位列第一。堪培拉大学长期以来与华东师范大学建立

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拓展系所的国际交

流平台，加强双方的交流合作。

16



卜玉华教授赴以色列参加第四届国际教师教育大会

12 月 4 日，教育学系卜玉华教授赴以色列参加第四届国

际教师教育大会并作小组发言。

国际教师教育大会由国际教师教育协会（World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of Teacher Education）主办，旨在为教师在世界范

围内提供更多的机会和专业化训练，通过传播理念、方法、

项目计划、课题等方式促进教师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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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遵民教授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汉堡教育研究所

12 月 19 日，教育学系吴遵民教授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汉堡教育研究所，并作了题为《改革开放 37 年中国终身

教育发展现状与展望》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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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报告

爱尔兰 Carmel O’Sullivan教授来我系作题为《透过戏剧探

索早期素质教育》的报告

10 月 12 日，爱尔兰 Carmel O’Sullivan教授来我系作题为

《透过戏剧探索早期素质教育》的专题讲座。

她首先介绍了全球教育政策背景，从国际视角解读了当

下的教育标准与发展目标；谈到中国早期儿童教育时，她表

示这一领域深受社会文化变化的影响，引起越来越多中国人

的高度关注；具体到戏剧艺术对早期儿童教育的影响，她强

调好玩儿、有趣的学习方式对儿童的教育至关重要，而戏剧

这种需要全身参与的艺术形式对早期儿童教育具有很强的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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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Chris Cooper总监来我系作题为《符号与象征——戏剧

与游戏的关系》的报告

10 月 13 日，英国 Chris Cooper总监来我系作题为《符号

与象征——戏剧与游戏的关系》的专题讲座。

讲座伊始，以行动实践闻名的库佩总监运用香蕉作为道

具向大家展示了符号与象征的概念；谈到戏剧，他表示戏剧

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一种人类独有的关乎

我们生活、思想、看法的能力；而游戏也不单纯是为了好玩

儿，它是孩子们的一种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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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澜终身教授报告“‘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教育信条”

顺利举行

12 月 21 日，“生命·实践”教育学创始人叶澜教授在

华东师范大学思群堂，以“‘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教育

信条”为题作了终身教授报告。

叶澜教授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教育、学校教育和教育

学研究三个层面的 12 条基本信念、认识与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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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研究》编辑部主任林岚老师来我系作报告

12 月 29 日，《教育发展研究》编辑部主任林岚老师来

我系举行了一场学术报告，从多个角度为我们讲解了教育研

究和表达中的“通病”，帮助我们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研究成

果。

针对教育学系研究生的实际需求，林老师以丰富的案例

向大家讲解了不同类型研究的写作方法。林老师丰富的经验

让在座的师生受益良多，也提高了同学们做研究、发文章的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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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编定岗，严格师资队伍管理

本学期，教育学部开展了专任教师定编定岗工作，制订

了系列文件规范岗位职责，严格师资队伍管理。比如，《教

育学部 2016 年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聘用操作方案》、《教育

学部教学科研岗位聘期考核方案（讨论稿）》、《教育学部

管理服务人员聘期考核方案（讨论稿）》、《教育学部其他

专业技术岗位聘期考核方案（讨论稿）》等。

绩效评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绩效评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学部制订了《教育学部

2016 年年终绩效实施办法（讨论稿）》等相关文件，教育学

系积极参与各项考核评估工作。

教育学系完成有关教师的延聘、退休等工作。

我系晨晖学者王丽佳、张礼永、李林通过学部组织的聘

期考核。

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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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招生培养规范化水平

根据教育学系“十三五”发展规划总体目标以及教育学

部颁布的相关文件，教育学系拟订了一系列文件，例如《教

育学系推免生招生方案》、《教育学部教育学原理专业 201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细则》、《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教育政

策学专业 2017 年硕博连读选拔实施细则》等招生文件，以

及《教育学系研究生卓越发展计划》、《教育学系研究生创

新创业项目申报指南》、《教育学系研究生教学科研实习基

地学校项目实施方案》等人才培养文件。

探索机制创新，拓宽创新人才的成长渠道

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招生开始实施“申请·审核制”。

为了提升博士生的生源质量，2017 年教育学系教育学原理专

业以“申请考核入学”方式（不以普通招考方式）招收博士

研究生。

教育政策学专业建立硕博连读制度。2017 年教育学系教

育政策学专业开始实施硕博连读制度，从本校二年级硕士生

中选拔优秀学生攻读博士学位，制订了《教育学部教育学系

教育政策学专业硕博连读培养方案》。

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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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实验学校在广东顺德容桂正式揭牌

9 月 26 日，广东省顺德容桂街道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实验学校举行正式的揭牌仪式，黄忠敬教授带领的华东师范

大学教育学系专家团队、容桂街道教育局局长欧阳雪乔、副

局长余锦团和蔡剑慧以及参与此次项目的六所实验学校的

校长和学校中层干部等 60 余人参加了揭牌仪式。

9 月 27 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的专家团队成员分赴各自

负责的实验学校再次进行交流访谈和课堂观察，为下一步开

展学校课程建设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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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骨干教师研修班顺利结业

12 月 28 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济南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骨干教师研修班顺利结业。

本次社会服务项目培训学员 30 人，自 9 月 12 日开班，

历时近四个月的专业学习、实践考察、参与会议、聆听讲座

等，教师学员的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得以提高，教师的整体

业务素质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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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举办 2016 级新生入学教育会议

9 月 5 日，教育学系 2016 级新生入学教育会议在中山

北路校区田家炳楼 116 教室召开。系主任黄忠敬、副系主任

程亮、辅导员董轩、教学秘书汪亚琼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伊始，黄忠敬老师对新生表示热烈地欢迎，并回顾

了教育学系悠久的历史传统；介绍了当下国家“双一流建

设”、上海市“高峰高原计划”的背景，并对同学们提出三

点希望：一是珍惜机会，把握当下；二是学会做人，学会做

研究。三是多读书、多实践。

随后，程亮老师对研究生培养方案做了重点解读。汪亚

琼老师则对选课操作等具体事宜做了详细说明。

最后，董轩老师就新生入学后相关手续办理进行了讲

解，并结合实际案例与新同学交流了学术伦理和科研规范等

问题。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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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科研 传承创新：教育学系召开全体研究生大会

9 月 14 日，教育学系全体研究生大会在中北校区逸夫楼

报告厅举行。系主任黄忠敬、党支部书记王伦信、副系主任

程亮、副书记董轩、李林以及汪亚琼老师出席大会。会议由

王伦信老师主持。

首先,黄老师说明了召开此次大会的目的与意义，强调

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是本学期工作的核心任务。随后，程亮

老师以“秉承传统，追求卓越”为题，汇报了本学期研究生

培养常规工作。董轩老师则对未来学生工作进行全面的介

绍。最后，王伦信老师对大会进行了总结，希望全系学子在

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加强自身的研究意识、责任意识、组织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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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长存：教育学系敬老节离退休教师“回娘家看一看”

9 月 28 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离退休教师

“回娘家看一看”活动在中北校区文科大楼 1013 室顺利举

办。教育学系系主任黄忠敬教授、党支部书记王伦信教授出

席活动并讲话。本次活动由退休教师钱景舫老师主持，二十

余位退休教师参加。

活动期间，教育学部党委副书记万明霞老师、副书记韩

春红老师、综合办公室主任邹文老师、离退休教师事务部主

任孟永红老师等学部领导莅临见面会现场对我系退休教师

表示慰问，领导们对我系此次活动的组织工作表示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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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LOGO 揭晓

教育学系 LOGO 是教育学系深厚传统、文化特色与精神

追求的体现，是教育学系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9 月

14 日，经过积极筹备、作品上报、认真遴选、谨慎评选等环

节，历时三个月，教育学系 LOGO 征集活动画上圆满的句号。

本次活动共计 16 份参赛作品入选，经过专家评审，最

终确定优胜奖 1 名，优秀奖 5 名。LOGO 的设计者为我系 2016

级硕士研究生董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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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组织两场秋游活动

10 月 22 日，教育学系辅导员董轩老师携 42 名硕士、博

士研究生开展了一场“雨众不同”的秋游活动。

10月 23日，教育学系辅导员李林老师带领2015级硕士、

博士研究生，前往吴淞炮台湾森林湿地公园，开启研究生阶

段最后一次的秋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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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着青春的步伐 我们依然矫健

11 月 30 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第二届秋季运动会

于中北校区共青场拉开序幕。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老师、党

委书记汪海萍老师以及其他学部领导、系所院老师参加了开

幕式。教育学系系主任黄忠敬老师、辅导员董轩老师及 40

余名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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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新版官方网站正式上线

12 月 26 日，经过两个多月的积极筹备与建设，教育学

系新版官网正式上线。新网站在风格上简洁大气、内容上丰

富详实。继中文版之后，我们将继续推出英文版。网址：

www.dedu.ecnu.edu.cn 欢迎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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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 2016 年度研究生培养总结表彰大会顺利举行

12 月 29 日，教育学系 2016 年度研究生培养总结表彰大

会在逸夫楼报告厅如期举行。教育学系系主任黄忠敬、党支

部书记王伦信等老师出席大会。会议由王伦信老师主持。

黄老师首先对教育学系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对教育学

系 2016 年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对 2017 年的工作做出展望。

董轩老师宣读了教育学系 2016 年度学生获奖名录，现

场颁发了包括 2016 年度国家奖学金、教育学系 2016 年度金

一鸣奖学金等在内的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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