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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4月 23日晚 6：30，由校学工部、

教务处主办，我院主要承办的 2014年“世承

杯”上海师范大学师范生技能大赛开幕式在我

校奉贤校区图书馆二楼报告厅隆重举行。学生

工作部（处）长张文潮老师，教育学院院长夏惠

贤老师，教育学院副书记、副院长谢青老师，首

届上海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室负责人、全国模

范教师李莉老师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上，学生工作部（处）长张文潮老师

鼓励我校师范生通过师范生技能大赛体会人

民教师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并指出师范生是教

育的未来、社会的希望，全面提升师范生综合

素质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教育学院

副书记、副院长谢青老师详细介绍了此次师范

生技能大赛的活动实施方案和基本要求。本次

大赛主题为“中国梦·教师梦”，大赛活动包括

粉笔字比赛、多媒体课件比赛、微格教学比赛、

班级校园舞蹈大赛。

开幕式最后，教育学院院长夏惠贤老师发

表讲话并宣布大赛开幕。夏老师寄望本次师范

生技能大赛能够继续发扬师范专业特色，展示

教师的魅力，培养未来的卓越教师，并对广大

师范生提出三点希望：希望同学们扎实学业，

提升专业素养；树立目标，坚定理想信念；知行

合一，加强师德建设。

仪式之后，由首届上海市中小学班主任工

作室负责人、全国模范教师李莉老师为同学们

带来主题为“用爱与责任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的精彩演讲。李老师结合从教 24年与长年担

任班主任的宝贵经验，用教学中真实案例，详

细阐释了新教师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

师，为师大学子展示了模范教师的卓越品质。

至此，本届师范生技能大赛正式拉开序

幕。此次大赛以“以赛促练、以赛促学、以赛促

践”为主要目的，引导我校师范生自觉、自主地

进行师范生基本技能训练，为展示师范生青春

风采和专业素养搭建良好的平台。

（张奕蕾）

为了增进我院学员对党的基本知识的了

解，进一步端正学员们的入党动机，不断提升

学员们的理论水平，2014年 4月 13日，教育学

院第十五期党校入党启蒙培训班开学典礼在

五教顺利举行。

据悉，本次共有 104位同学通过院党校考

试进入培训班学习。本期院党校精心设计 4类

主题教育活动：4场专题党课、1场录像观摩、2

轮小组讨论和 1次志愿者活动。在开学典礼之

后，教育学院党委组织员卢丹凤老师为学员们

带来了题为《怎样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的首

场党课。卢老师详细介绍了入党的基本程序，

并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让学员们意识到群众

基础、奉献精神、严谨自律等品质的培养对于

一名党员的重要性。卢老师还强调一个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好党员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既

要自身努力，也要组织培养，希望本期

学习班的学员们能够踏实学习、践行

所学。

在第二场党课中，教育学院党委

副书记、副院长谢青老师从社会需要、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社会的危机

等角度详尽阐述了为何要做一个品德

高尚的人，并将党的宗旨与党员的品

德修养相融合，呼吁学员们在大学四

年中通过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逐

渐培养起高尚的品德，并进而找到人

生的正确方向，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

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

于人民的人”。

参加培训的同学们纷纷表示会时刻谨记

党的教诲，珍惜此次院党校学习机会，时刻以

党员的行为准则来要求自己、完善自我，坚定

自己的入党动机，做到未入党的门，先做党的

人，争取早日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方雨微）

德才并育 知行合一
———2014年“世承杯”上海师范大学师范生技能大赛隆重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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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低年级本科生自我

规划管理能力，进一步明晰学生

职业生涯定位，4 月 2 日下午，教

育学院在奉贤校区二教 221室举

行了“学涯启蒙”暨生涯发展教育

月开幕式，“金色启航”生涯月系

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帷幕。

大学生终将从学校毕业走进

社会，实现学生向社会人的角色

转变，在考虑个人智能、性向、价

值、以及阻力的前提下，做好妥善

安排，并借此调整、摆正职业生涯

中的定位。学生利用好大学这段

“黄金岁月”，留下一段无悔青春，

为顺利踏上社会做好准备尤为重

要。开幕式上，13级辅导员金黎琼

老师根据大学生涯初期特点，将

主题分为五大板块，分别为“学涯

启蒙”，“大学适应”，“自我探索”，

“职业认识”和“学涯规划”，为在

座学生开启了学习生涯认知的新

篇章，并配合“学生生涯导航手

册”，带领同学们进行自我探索，

职业心理测评，视频讲座学习等

活动。作为一名大学生迈向职业

规划的第一步是明确自己想要从事的职业，为

了让同学们更为清晰地了解生涯规划的必备

要素，13级应用心理学专业章程门同学为大家

带来生涯规划交流，以详实前瞻的切身规划激

励同学们描绘出属于自己的未来蓝图。

本次“学涯启蒙”教育活动为我院低年级

学生开展生涯规划搭建有效平台，帮助学生尽

早找准未来定位。我院学生通过衡量自身能力

与职业理想之间的差距，有意识提升素质，不

断发掘自身潜能，为人生增加砝码。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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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对于莘莘学子具有永恒的魅力，

这魅力来自于漫长历史积淀而成的北大精神。

为了让我院本科生感悟北大精神中深刻的文

化自觉、博大的文化关怀、高远的文化追求，拓

展自身专业学习视野，2014 年 4 月 23 日 13:

30，我院心理系讲师胡天翊老师在奉贤校区四

教 C座 202教室为 12、13级近百名本科生带

来名为《北大九年》专题讲座。

讲座伊始，胡天翊老师首先结合自己在北

大九年的生活学习经历，详细介绍了北京大

学。她着重向同学们展示了一组北大未名湖、

博雅塔和图书馆的“一塔湖图”照片，图中博雅

塔就像是一枝硕大的神来之笔，而未名湖则是

一方来自天池的巨砚，一代又一代北大人挥动

着这枝神笔，饱蘸未名之墨，共同书写了百年

北大的辉煌历史，而图书馆则正好是北大百年

历史的最好见证和保存者。讲座中，胡老师通

过“北大”、“心理系”、“女博士”三个关键词向

同学们介绍她的北大求学生涯。她指出在北大

学习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拥有相当的自由度，正

因如此，北大学子能够淡化专业限制，结合自

身实际，深入探究学习兴趣，逐渐培养起严谨

的治学态度。此外，胡老师还就专业学习中的

“理科思维与人文关怀”、“理解他人和自我内

省”等内容与在场同学们进行了交流分享，并

希望同学们珍惜在校学习时间，加强专业学

习，勇于面对学习与生活的挑战，抓住身边的

机会去实现青春理想。

讲座结束后，在场的同学们纷纷表示本次

讲座让自己更好认识了北大这个富有魅力的

精神殿堂，更直观感受到了北大学子不凡的学

术气质与卓越的创新思想。与此同时，此次讲

座活动的开展也鼓舞我院学子树立更高学习

目标，坚定信念，为将来不懈努力。

（于敬谦）

我院为进一步提升寝室长队伍的综合素

质，增强同学之间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意识，2014年 4月 15日 12时，学院在奉贤

校区二教 102教室举办了本科一、二年级全体

寝室长培训讲座，讲座由我院心理系副教授蔡

丹老师主讲。

讲座伊始，蔡老师组织同学们开展了两个

十分有趣的心理互动活动，现场氛围瞬间被点

燃。通过活动，蔡老师指出每个个体生活经验与

个人习惯都存在不同，作为同寝室同学应该正

视个体差异的存在，并尊重理解同学们的日常

生活习惯。此外，蔡老师还提出了心理学研究中

存在“场依存”和“场独立”两类学习风格，相同

的外在因素对不同个体的影响程度不同，他建

议寝室长们要加强心理咨询互助意识，更好地

帮助寝室同学，构建健康和谐的寝室氛围。

寝室是同学们在学校的一个“家”，经过此

次培训，寝室长们能更加明确自身职责，纷纷

表示将切实履行好寝室长责任，着重做好寝室

同学心理疏导工作，及时帮助身边同学，共建

教院和谐寝室。 （夏毓卿）

为加强同学们之间的交流，增进互通合

作，丰富研究生生活，由教育学院研究生会组

织部策划的校园寻宝活动于 4月 23日下午在

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举行。本院共有十组同

学近百人参加了此次比赛。

比赛开始，各组成员首先就地图进行讨论

和分工，对“寻宝”路线进行详细的规划，之后

各队伍便迅速地朝自己的目的地跑去。整个校

园都有参赛队员奔跑的身影，他们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团队意识”与“坚持”的内涵，周围的观

众深受感染，喝彩声阵阵传来。最后，以赵洁、

张妍、何方分别为组长的三支队伍获得本次比

赛的第一、二、三名，辅导员金钧老师亲自给他

们颁发了奖品。

本次活动增进了队员间的友谊，同时也加

深了同学们对校园的了解，增强了他们对于校

园的热爱之情。

教育学院开展低年级本科生寝室长培训

经验分享助力成长
我院心理系胡天翊老师为本科生开设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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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甲子，宝蕴师大
———教育学院研究生校园寻宝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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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4月 13日下午五点，教育学院在

大活 101举办第四届活力团支部暨优秀班团

文化展评活动。本次活动邀请教育学院辅导员

李莎莎老师，教育学院学生会主席陈冬尔，教

育学院学生会副主席黄雋博，以及信机学院学

生会主席张子昊，建工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姚世

庆作为本次大赛的评委。

教育学院此次共有 31 个团支部参与比

赛，可谓高手如云，赛事激烈程度可见一斑。每

个支部的展示分为主题演讲和才艺展示两个

环节，团支书们围绕“青春荡漾，放飞梦想”活

动主题，结合“中国梦、师大梦、个人梦”三者关

系，配合着用心制作的精美 ppt或视频，为观

众们带来了一场场精彩展示。值此校庆来临之

际，每位选手都在演讲中表达了作为一名师大

学子深深自豪，言语中饱含着对师大 60华诞

的由衷祝福。才艺展示环节中各个支部充分发

挥自身特色与创意，不仅有气势恢宏的合唱

《东方之珠》，俏皮整齐的幼儿舞蹈，令人动容

的手语歌曲，更有道具精良幽默生动的木偶表

演。为了活跃现场气氛，现场还安排了两次抽

奖环节，奖品为贴合教育类专业学习的精美绘

本，这让在现场为团支书们加油呐喊的亲友团

们也更好地参与到了这场活动中来。台上台下

的积极互动不仅缓和了比赛的紧张感，更为活

动平添了几分轻松和谐。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 12级学前教育 4班

拔得头筹获得本次活力团支部大赛的一等奖，

13 级学前教育 1 班、12 级学前教育 1 班、13

级学前世承班获得二等奖，12级应用心理学 2

班、13级公共事业管理、12级小学教育 1班、

12级小学教育 5班、13级应用心理学 1班、13

级学前教育 3班获得三等奖。

本次比赛的圆满落幕将带来一个崭新开

始，教院学子将带着更开拓的视野为支部谋求

更多的发展，规划出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一

起期待教院团支部在学校舞台上更精彩的表

现。 （卢茜）

2014年 4月 9日，教育学院“琅

琅之音”朗诵决赛在四教 C座 202

教室举行。本次共有 12位选手晋级

决赛，比赛邀请教育学院 13级辅导

员许凯凯老师，谢晋影视学院播音

主持专业学生代表崔峰，谢晋影视

学院播音主持专业学生代表吴天旭

担任评委。

此次决赛的朗诵主题是“歌颂

师大”，旨在用琅琅之音表达对母校

师大的感情。相比初赛，决赛阶段中

选手们的朗诵更加成熟，准备也更

为充分。更值得称赞的是，所有比赛

诗作都是参赛者们原创作品，配上

悠扬动听的音乐，让在场同学们无

不感受到选手们对师大浓浓深情。

吴诚杰同学的朗诵作品《风》语

言细腻优美，他随着悠扬的配乐幻

化为风，步履轻盈地带领我们穿过

人潮，略过湖畔，体味师大的美丽景

致。史亦文同学在朗诵中融入时下

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表达对社会

道德缺失现象的痛心，借以赞颂师

大厚德精神对于当代教育的重要意

义。陆鹏程同学的朗诵以师道永恒

为主线，奉献精神与责任意识贯穿

诗作的始终。冯捷同学的朗诵作品

《是谁，是你》形式新颖，在一问一答

间描绘了学生对于学校慷慨赠与的

感激之情以及学子们渴望回报母校

的热切期盼。

此外，决赛还增加了绕口令比赛的环节，

由每位选手抽签决定，比比谁能够又准又快地

念出难度较高的绕口令，整个比赛现场氛围热

烈，选手们也热情高涨。经过激烈比拼，最终翁

思怡同学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她的朗诵作品

《要说感恩师大》，整篇作品气势磅礴，纵览古

今，立意高远深厚，文笔由刚及柔，配以抑扬顿

挫的语音语调，顿时将整场比赛的氛围推向高

潮。“生命的价值是爱的深与浅，绝不是时间的

短和长。爱，就够了，就如愿以偿。”一份发自肺

腑的深情，言语间满溢着对于师大的崇敬与祝

福，同时也道出了每一位师大学子的心声。

通过此次朗诵比赛，参赛选手们不仅收获

了更多自信，更为今后走上讲台积累了相当的

经验。教育学院“琅琅之音”朗诵比赛在掌声中

顺利落幕，我院学子追寻师大六十年足迹的旅

途才刚刚启航。

附：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12级学前 4班翁思怡

二等奖：12级小教 4班冯捷、12级学前 4

班史亦文

三等奖：12 级小教 5 班陆鹏程 、12 级学

前吴诚杰、13级小教文 2班张馨霓

（供稿：教育学院学生会权益部）

草长莺飞的四月，春风走遍的角落焕发出

新的生机，而在这样充满青春朝气的季节里，

志愿者之风同样吹进了教院学子心间。

2014年 4月，上海师范大学红苹果慈善

义工队教育学院分队的成员前往了位于奉贤

区的光明镇厚才小学、柘林镇蒲公英小学以及

民友小学开展了共计 5次“爱心课堂”义教活

动。爱心课堂的授课内容多样而充实，分为艺

术类课程、科学类课程以及文化类课程。教员

们通过前期的精心构思和准备都已将教学内

容熟记于心。教员秦雨桦和陆晨宇带来的课程

主题是动物保护，授课过程中教员们以“同学

们能不能向大家介绍自己喜欢的动物？”为话

题切入，一下子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并得到了

积极的响应，继而通过有关濒危动物以及象

牙、鱼翅等动物制品的视频与图片展示，让孩

子们直观地感受到人类对于动物造成的深深

伤害。此外，教员们还带来了有关中国传统节

日介绍、英语歌曲学习、数学计算、动画解说等

方面的课程，每一堂课都牢牢吸引住了孩子们

的注意力，同时也因其分别拥有的深刻教育意

义让孩子们收获了知识与成长，真可谓寓教于

乐！

为了更好地培养义工队队员们的创造力

与动手能力，教育学院与美术学院义工队于大

学生活动中心 233室爱心家园合作举办了“手

工制作与简笔画”系列活动。活动中，教员们分

别向学员教授了骆驼的简笔画法和软陶小猪

的制作方法，细致地为学员分析图例，到手把

手教授制作、绘画的细节与方法。教员的耐心

与热情使课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也让学员们

不断收获着喜人的成长。

近期开展的爱心课堂与“手工制作与简笔

画”系列活动能够更好地提升我院义工队志愿

者综合修养，巩固自身教学技能，锻炼授课能

力，开拓课堂思路，为日后步入教师岗位打下

坚实基础。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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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扬青春 放飞梦想
———记教育学院举办第四届活力团支部暨优秀班团文化展评活动

青春聚力 慈善先行
———记教育学院义工队爱心课堂与“手工制作与简笔画”系列活动



为适应基础教育发展对师资培养的要求，进一步考察我院师

范生未来从事教师教育工作基本技能掌握情况，2014 年 4 月 16

日 13:30，师范生技能大赛之教育学院粉笔字比赛初赛在奉贤校

区四教举行。

此次比赛面向我院师范类全日制在校 2012级、2013级本科

生，近 800名参加了比赛角逐。比赛中选手以现场书写的方式在 5

分钟内书完成唐代诗人王维的七言绝句《渭城曲》，在作品完成后

由学院学生会宣传部负责干事拍照备份、分类整理，最后上传由

评委们打分评选。比赛中，同学们挥舞手中粉笔，完成一幅又一幅

飘逸洒脱的粉笔字作品。所有参赛选手尽情挥毫泼墨，一幅幅优

秀作品的背后，与大家平时刻苦练习密不可分。随着一波又一波

选手的到来与离去，粉笔字比赛初赛也圆满落下了帷幕。

此次粉笔字比赛为广大教院学子提供了学习交流的机会和

实践应用的平台，激励师范生们苦练粉笔字，让学生们充分认识

到教师教学基本功在教师专业素养中的重要地位，努力提高书写

及板书设计水平，扎实掌握教学基本功。 （马沁怡）

第二届校研究生羽毛球比赛于 4月 23日

下午 13：30在西部羽毛球馆如期举行。我院男

双组合何奇、张捷两位同学参加比赛。

比赛过程中，两名选手表现出了优异的竞

技水平，打法灵活，羽毛球在两位健儿的拍下

落点极其精准，精湛的技术令对手折服。两人

在落后的时候不气馁，主动出击，在领先的时

候不骄傲，稳扎稳打。凭借默契的配合一路过

关斩将并最终获得男双冠军。

此次比赛两名选手充分展现了我院学生

的体育道德风采。最后全体参赛队员合影留

恋。比赛也在一片喝彩声中落下帷幕。

(供稿：教育学院学工办)

学 生 工 作 通 讯窑4窑 4月 30日
2014年 4月 9日，我院模拟课

堂决赛在奉贤校区四教 C 座 206

室举行，此次比赛共有 10位选手入

围决赛。比赛邀请到学院辅导员许

义老师，学生会副主席陈铭，学生会

宣传部部长陈思雁担任评委。

比赛中 10 位入围决赛选手被

分为两组，参赛选手结合自身专业

特点，选定各自讲课题目。在八分钟

模拟课堂中，“小老师们”各出奇招，

浓缩提炼讲课内容，课堂展现形式

也别具匠心，鲜活生动地展现了“奥

数入门之逻辑推理”、“数射线”《逢

入京使》、《静夜思》、《a visit to the

farm》等模拟课堂，并与“学生们”频

繁互动，带领在场的同学们领略了

语数外不同学科的魅力与活力。

模拟课堂教学是师范学生在学习了学科

教学论的基础上，以之为理论指导，开展课堂

教学实践活动。教院学子通过模拟课堂比赛锻

炼教学技能、实践教学方法、积累教学经验，为

正式走上讲台做好准备。 （夏毓卿）

模拟课堂获奖名单：

一等奖 12级小学教育 2班孟佳慧

二等奖 12级学前教育 5班 张丹妍、12级

小学教育 4班冯捷

三等奖 12级小学教育 1班 孙诗旖、12级

小学教育 5班顾懿凡

12级学前教育 5班王佳

2014年 4月 2日，教育学院“教育节”系列活动之讲故事比赛在上海师

范大学奉贤校区四教 202举行。本次大赛有幸邀请教育学院 12级辅导员张

亚萍老师、教育学院学生会副主席陈铭、大带小带读社社长李梦婷担任评委。

比赛开始前，选手通过抽签决定参赛顺序，在主持人宣读完毕比赛的评

分细则后，所有选手分成三个组别，依次讲述精心准备的故事。选手们选定题

材范围非常广泛，有涵义深刻的寓言故事，有催热泪下的感情故事，更有自我

创作的趣味故事。台上演绎者在舞台上用心诠释着故事中的动人情节，台下

聆听者更是仿佛身临其境地，倾心领略了故事中的精彩纷呈。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决出比赛获奖同学：获得一等奖的是 12级学前 4班

翁思怡同学；获得二等奖的是 12级学前 5班吴晓嘉同学和 12级学前 4班陆

佳雯同学；获得三等奖的是 12级小教 2班孟佳慧同学、12级小教 5班顾懿

凡同学和 12级小教 4班冯捷同学。

本次讲故事比赛为我院学生提供了一次锻炼口才与语言表达能力的机

会，也为教院学子搭建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通过比赛，未来教师们对自身教

师职业能力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自我教师素养的培养提出更高要

求！ （马沁怡）

2014年 4月 23日 13:30，我院在奉贤校区

金桂三楼舞蹈房举办“舞动师大，童心飞

扬———2014年教育学院少儿舞蹈创编大赛”。

12、13级学前教育专业同学作为本次大赛的参

赛主力，共选派了 6支队伍参与角逐。本次比

赛邀请 11级辅导员许义老师，12级辅导员张

亚萍老师以及学生会文艺部部长阿丽娜同学

担任评委。

比赛过程中，每组选手的表演分为必选歌

曲和自选歌曲两个部分，结合 ppt演示进行表

演。评委们根据舞蹈动作表现，服装道具，主题

立意，对少儿年龄把握，原创性以及情绪表现等

方面进行评分。12级学前教育 5班的自选舞蹈

《为书包减肥》构思巧妙，通过舞蹈呼吁人们关

注当下社会孩子学习压力过大的现状，希望减

负之风能够吹进课堂。12级学前 6班的自选舞

蹈《蓝精灵》节奏欢快，通过简单的动作创编，展

现了可爱蓝精灵们美好的生活情景。13级学前

3 班的必选舞蹈《the lion sleeps tonight》不仅展

现了幼儿纯真活泼的特点，更从中引导孩子们

从小善待动物、热爱自然。12级学前 7班的舞

蹈《快乐星猫》俏皮欢快，选手们化身一只只小

猫，在舞蹈中迸发出青春与闪耀。12级学前 4

班的舞蹈《真的很爱你》是一支抒情的幼儿舞

蹈，运用了芭蕾、现代舞的要素，表达了朝气蓬

勃的春日憧憬。13级学前一班与世承班的参赛

舞蹈《美好的星期天》在跃动的音乐中融入了团

结与向上的元素，给人以积极的正能量。

经过激烈的比拼，12级学前 5班拔得头筹

获得本次大赛一等奖，12级学前 4班与 12级

学前 7班获二等奖，13级学前 1班、13级学前

世承班与 13级学前 3班获得三等奖，12级学

前 6班获得优胜奖。

在这场青春盛宴上，我院学子尽情舞动青

春羽翼，飞翔于梦想的碧海蓝天。通过此次大

赛，教院学子结合专业特点，学以致用，努力提

升教师技能，为成为优秀的幼儿教师打下扎实

基础。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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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师大 童心飞扬
———记 2014年教育学院少儿舞蹈创编大赛

夏日激情 羽你分享
———祝贺我院何奇、张捷两位同学夺得校羽毛球比赛男双冠军

我和故事有个约会
———记 2014年教育学院讲故事比赛

手中笔，教院情
———记“师范生技能大赛”教育学院粉笔字比赛初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