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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积极参与 2016 年学科评估

2016 年 5 月 4 日下午，教育学部召开第四轮学科评估工

作动员大会。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志斌亲临大会部署工作

并讲话。他强调，这次评估是在“双一流”建设推进的关键

时刻进行的，评估结果会对教育学部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的社

会声誉、发展资源的获得等，都将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教

育学部主任袁振国做了动员讲话。他指出，学科评估工作是

当前学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评估工作也是检验各院、系、所

平台的实力和贡献度的关键指标。教育学系结合学校与学部

的会议精神，成立了 2016 年学科评估工作小组，收集系所

相关数据，积极遴选、推荐代表教育学系的师资代表、优秀

毕业生代表、社会影响力典型案例以及标志性成果等。

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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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拟定“十三五”规划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华东师范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书

（2015-2020）》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十三五”发

展规划（2016-2020）》的要求，在全面总结、评估 “十二

五”规划实施的成绩与经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制订了华

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十三五”规划。

总目标是到 2020 年，成为全国一流和世界知名的研究

型教育系科，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等方面在全国教育系科中起示范引领作用，成为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教育理论的重要源地、培养教育研究专业高级人才的

重要基地、教育实践改革创新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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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招生。2016 级招生博士 27 人，硕士 52 人。

2016 届博士 16 人、硕士 61 人顺利毕业。

毕业生中有 8 位同学成功考上（申请）了博士。其

中，在本校本系继续攻读的有 2 人，出国出境的有 3

人（洪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西密歇根大学），去其

他院校读博的有 2 人（北师大和南师大）。

为了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修订研究生培养方

案，改进我系的教学工作，6 月 23 日，教育学系成功举办了

一场学生教学座谈会。此次活动为师生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交

流和沟通的平台。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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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 12 名教师获“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计划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课题”

根据高峰建设计划，高峰学科建设办公室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计划华东师范

大学教育学课题”向全校公开招标的通知》及《上海市高峰

学科建设计划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课题指引》。截至 3 月 31

日，高峰学科建设办公室共收到课题申报书 152 份，课题申

请人共有 150 人，来自全校 31 个部、院（系）。

4 月 1 日，高峰学科办公室组织召开了专家评审会， 18

位评审委员参加了评审。我系卜玉华、王建军、李林、李政

涛、李家成、范国睿、黄书光、黄向阳、黄忠敬、董轩、程

亮、鞠玉翠 12 名教师获得课题。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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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 6 名教师获“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计划华东师范大学教

育学专著项目”

根据高峰建设计划，高峰学科建设办公室于 2016 年 3

月 3 日发布了《关于“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计划华东师范大

学教育学专著项目”向全校公开招标的通知》。截至 4 月 30

日，高峰学科建设办公室共收到专著申报书 41 份，来自全

校 8 个部、院（系）。

5 月 5 日，经无记名投票，根据立项规划和得票多少，

教育学高峰计划领导小组审批，我系王保星、孙培青、杜成

宪、张礼永、周彬、蒋纯焦等老师的 6 项专著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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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会议

我系教授参与“以供给侧改革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

今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也是迈

向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之年。5 月 7 日，“以供给

侧改革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在华东师大举行。该论坛

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公平协同创新

中心、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共同主办。国内外 500

多位教育工作者参加会议，并与演讲的专家、学者进行互

动交流。我系朱益明教授主持“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专

题；黄忠敬教授主持“教育公平与城镇化”专题。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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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多名教授参加在香港举办的两岸四地学校改进与伙伴

协作

6 月 17-18 日，第九届两岸四地学校改革与伙伴协作学术

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杨小微、黄忠敬、鞠玉翠、程

亮等老师参与会议，杨小微教授做大会主题演讲“大学参与

下基础教育学校治理的机制探寻”。黄忠敬教授主持“以校

本课程建设促进学校改进”专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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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 4 名研究生在“中国•长三角”教师教育联盟研究生学

术论坛展现风采

2016 年 5 月 5 日-5 月 6 日，第三届“中国•长三角”教

师教育联盟研究生学术论坛在浙江师范大学顺利举行。“中

国•长三角”研究生学术论坛是长三角教师教育联盟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 2013 年成立至今，六所联盟高校的合作不断

深化，形式日益丰富，共同推动卓越教师的培养，实现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共同致力于提高教师教育的质量。本届论坛

以“互联网+教师教育”为主题，探讨“互联网＋”背景下

教育发展的潮流与方向。教育学系杨婷、许芳杰、宋一婷、

高亚敏参与会议，分获一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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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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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在沪圆满召开

2016 年 6 月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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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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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

范国睿教授、朱益明教授、鞠玉翠教授赴美参加 2016 年 AERA

年会

为了拓展我校国际化战略，加快“双一流”建设，美国

当地时间 4 月 9 日晚上，教育学部在美国举办了首届学术交

流会，我系范国睿教授、朱益明教授、鞠玉翠教授参加会议

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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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敬教授、周彬教授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举办华东师大

教育论坛

2016 年 4 月，为进一步推动教育学部国际化进程，应加

拿大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教育学院院

长 Ralf St. Clair 的邀请，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率代

表团赴加拿大举办华东师大教育论坛并展开学术交流，我系

黄忠敬教授、周彬教授出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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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

5 月 9 日，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沈剑平教授为我系师生做

题为“学校改进的模式”的专题讲座。

6 月 3 日-8 日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教育· 科学·技术

和数学学院教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婷教授为教育学系学

子做题为“Teacher Development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research and practices across

six educational system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的专题讲座及论文指导工作。

6 月 21 日下午，犹他大学教育领导与政策系倪永梅教授

在文附楼 304室作了题为“美国当前教育经济研究与学校改

革研究进展”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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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与容桂街道办事处教育发

展合作签约暨容桂育美教育集团成立揭牌仪式在容山中学

举行。

本次活动的顺利举行，正式开启了华东师范大学与容桂

街道的教育发展项目合作，进一步拓宽了教育学系服务社会

的基地学校建设。在“高校助推”和“集团办学”发展模式

下，为推进容桂教育综合改革，提升容桂教育品位，打造优

质教育资源做出重要贡献。

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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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行政班子调整

杨光富任教育学部学生事务部主任

朱益明任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黄忠敬任教育学系系主任

程亮任教育学系副系主任

董轩分管教育学系学生事务工作

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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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川武教授获 2016 教育学部教师“筑梦奖”

熊川武教授长期关心、理解、支持教育学系学生工

作，为学生工作献计献策；积极参加新生入学教育和各

类学生座谈会，答疑解惑，谆谆教诲，为学生人生导航；

主动为同学们做学术报告，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进

展及时地与同学们分享；关心帮扶困难学生，解决学生

实际困难，为学生们排忧解难；关心毕业班同学就业工

作，为同学们提供各类就业信息，积极推荐班级同学就

业。熊老师是系里学生和学生工作者眼中的好导师、好

朋友！



王占魁老师获上海教师板书大赛一等奖

4 月 23 日，作为板书青年组代表，教育学部王占魁副教

授以高校青年组板书第一名的好成绩荣获首届上海教师板

书大赛一等奖。

为提高广大教师的教学素养，加强教学基本功训练，搭

建广大教师学习交流的平台，展示“老师一手好字”的艺术

风采。2015 年春，上海市教育工会决定于每年四月举办上海

市教师板书、书法、钢笔字大赛。（下图右三为王占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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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原理教研室荣获华东师范大学文明组室称号

根据华师工[2016]第 6 号文《关于评选第八届“华东师

范大学文明组室文明岗”的通知》精神，经教育学部工会推

荐，校工会组织专家评审，教育学原理教研室荣获华东师范

大学文明组室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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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 3 篇论文获得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上海市教委公布了 2015 年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

奖励名单，共 190 篇博士学位论文、227 篇硕士学位论文入

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3 篇论文榜上有名，分别是杜成

宪老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陈祥龙同学的《作圣之基——<论

语>教本研究》；黄书光老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杨来恩同学

的《常道直师范教育思想研究》和鞠玉翠老师指导的硕士研

究生屠翔天同学的《试论高中自然科学教学中的价值教育偏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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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校友联合会成立

教育学部校友联谊会成立大会于 4 月 30 日下午在中山

北路校区思羣堂隆重举行。千余名教育学部校友从五湖四海

再聚丽娃河畔，共同追忆在师大时的校园生活，共同祝福母

校走向新的辉煌。校党委书记童世骏、副校长梅兵出席成立

大会。会议由教育学部副主任、学部校友联谊会筹备组副组

长代蕊华教授主持，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致欢迎辞。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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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举办校友座谈会

2016 年 4 月 30 日下午 1:00-3:00，华东师范大学教育

学系校友座谈会在我校逸夫楼三楼多功能报告厅举行，60 多

位校友参加了本次座谈会。座谈会由教育学系教工支部书记

王伦信教授主持。随后，黄忠敬老师代表学部宣布聘请我系

校友、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苏州实验学校校长

胡金平担任学部校友联谊会教育学系分会会长，并颁发聘

书。领取聘书后，胡金平老师发表了就职感言及未来的工作

设想。我系教师叶澜、黄河清、李政涛、卜玉华、蒋纯焦、

徐继节、杨光富、王占魁、李林等参加了本次座谈。座谈会

会后，与会人员合照留念，将这温馨的画面永久地定格在一

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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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同学积极参加义务献血

2016 年 5 月 25 日上午，教育学系学生积极响应号召，

参与了无偿献血活动。填表、检查、献血……在志愿者的引

领下，献血活动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献血现场气氛温馨、

融洽。此次献血活动充分体现了教育学系青年学子乐于奉

献、互助友爱的精神风貌和“身在校园、心系社会”的责任

意识。无偿献血的同学有 9 位：孙雅文、朱威丽、何灶、陈

伟、李得菲、卢纪垒、刘倩男、朱园园、陈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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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 2015 级研究生前往崇明岛考察

为了丰富同学们的业余生活，增强同学友谊，提升同学

们的社会实践能力,2016 年 4 月 29 日，教育学系 2015 级 51

名硕士研究生和 18 名博士研究生在辅导员李林老师的带领

下，前往美丽的崇明岛开展了班级春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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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毕业生留念

5 月 18 日的爱之坪阳光正好，教育学部 2016 届 700 余

名毕业生，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在师大校园里最美的瞬间。

（下图为我系 77 名毕业生毕业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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