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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2日下午，由我院与海防二旅摩步

营机炮连联合举办的军民合作共建协议签约

仪式在海防二旅营连会议室举行。我院党委书

记徐晓明老师，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谢青老

师，校团委副书记傅昕源老师、院团委书记金

黎琼老师出席签约仪式；出席仪式的营连领导

有摩步营政治教导员、党委书记李峰少校，机

炮连连长、党委副书记董伟上尉，机炮连政治

指导员、党支部书记胡志超上尉。

我院师生与连队承训官兵在今年暑假军

训中结下深厚情谊，为期两周的共同奋战拉近

了学院师生与连队承训官兵之间的距离，为进

一步加强军民互通互学、互助互融创造契机与

平台。院党委书记徐晓明老师首先对在军训中

洒下辛勤汗水、做出突出贡献的

连队指战员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对此次军民共建签约仪式的成

功启动表示热烈祝贺，并高度肯

定本次学院与连队的军民共建

相关筹备工作。她指出，本次军

民共建对于提高我院师生国防

意识与双拥观念、激发当代大学

生的爱国热情有着重大的意义，

并深切期望共建双方本着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协作、共同

提高的原则，在“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的合作中，有序推进共建的各项活

动，共创军民融合新局面。

海防二旅摩步营党委书记李峰少校指出，

军民合作共建工作的开展将加强军地、军政和

军民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挖掘军地融合潜力，

继续拓展军民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李峰少校希

望此次签约共建更好地带动部队与学院之间

的联动，互促互进、共荣共赢。最后，在融洽友

好的氛围中，双方共同签署了军民合作共建协

议书，就合作事项达成一致。随后双方领导互

赠纪念品，并参观连队武器装备和营院建设。

据悉，共建双方将秉持“军民团结情深固、

师友相范谊长存”理念，加强协同合作、各展专

业所长，扎实推进共建品牌活动建设，认真落

实共建项目，并做好成果的宣传工作，扩大共

建活动影响力，共同推进军民融合新发展，探

索军民共建新模式，推动军民共建工作达到新

高度。

（教育学院学工办）

为了在大学生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5年 11月 11日下午

两点，“师展激扬青春，唱享爱国情怀”第五届

教育学院合唱比赛在奉贤校区大学生活动中

心顺利开展。我院本科一年级 13个行政班级

积极备赛、全员参与。此次大赛的评委有学院

学前教育系陈敏燕老师，15级小教与公管专业

辅导员胡斌老师，14级小教与教育学专业辅导

员许义老师，学院学生会主席顾磊，上届学院

学生会文艺部部长盛丹妮。

比赛中，同学们慷慨激昂，精神饱满，声音

洪亮，各个参赛班级整齐化一的动作、独具匠

心的编排让评委和观众们感受到了我院新生

的自信和风采。15级应心 1班演唱的《长城谣》

表达了莘莘学子对祖国的深深的爱，勾起了大

家对红色革命的回忆。15级学前 1班演唱的

《南泥湾》婉转回环，又不失清新自然。15级小

教 4班的《仰望星空》旋律优美，大气激昂。太

阳是我们的梦想，而实现梦想的道路上必定遇

到重重阻碍，15级公管 1班用一首《最美的太

阳》诉说只要脚踏实地，坚定信念，勇于拼搏，

青春的梦想终会实现。15级学前 3班演唱的

《年轻的战场》以生动形象的表演和同学们活

泼有力的歌唱赢得了满堂彩，全场的气氛也达

到了高潮。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 15级学前 3

班以良好的团队协作、高超的唱功编排和昂扬

向上的精神风貌赢得此次比赛

评委老师们的一致肯定，取得比

赛第一名，15 级学前 4 班和 15

级学前 1 班也以优异的表现荣

获二等奖，而获得三等奖的班级

是 15 级公管 1 班，15 级应心 1

班，15级小教 4班。

2015级新生之前经历了开

学为期两周的军训洗礼，他们走

下训练场，又踏上了舞台，以积

极进取、勇往直前的豪迈气概，

满怀激情地演唱爱国歌曲，唱出

了当代大学生热爱祖国、歌颂和平的时代精

神。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也为我院 15级新生

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推

进班级的凝聚力建设。教院学子在合唱比赛

中，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进一步提升自身

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

（须怡雯）

我院与海防二旅连队举行军民共建签约仪式

我院第五届本科生合唱比赛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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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教育学院全体学生在西

部操场举行了首届研究生拔河

比赛。本次比赛由校研究生会及

学院体育部组织，为加强各学院

之间的交流 ，提高各学院的凝

聚力，增强各学院同学的集体荣

誉感。

比赛共分两个部分，预赛和决赛，共分 A、B

两组，每组 20人，女生 5人，男生 15人，预赛根

据抽签结果，单场淘汰制（每场比赛对决采取三

场两胜制），预赛时各组分别决出前两名。在第一

环节，我们抽中的对手是数理学院，当比赛的哨

声响起，只见教育学院的同学们紧握长绳，卯足

了劲拼命往后拉，一旁的同学也在自发的呐喊加

油，将比赛推向高潮，最后我院以 2比 0完胜对

手，进入小组赛，与同样赢得比赛的法政学院进

行角逐，最后以 0比 2遗憾失败。在决赛中，我们

教育学院的对手是人文与传播学院，两个学院争

夺分出第三第四的名次，现场比赛十分激烈，大

家更是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最后

以 2比 0完胜的成绩击败对手，成为本次校拔河

大赛的季军！

此次比赛，收获颇丰，不仅丰富了同学们的

课余文化生活，也加强了同学间的团结合作精

神，还促进了各学院之间的交流，培养了每一个

同学拼搏进取的精神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供稿：教育学院学工办）

为了提高、激励和发扬

大学生的爱心奉献精神，体

现自我人生价值观、增强社

会责任感，我院学生积极响

应爱心号召，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在奉贤校区大学生

活动中心 101室开展献血活

动。我院党员书记徐晓明老

师，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谢青老师，学院学生办胡斌老师，陆超

老师到现场为同学们送去关怀。

献血活动前，学院学生会同学们

放弃午休时间，早早来到大活进行场

地交接清理与布置，并配合医师向报

名献血的学生发放初检表格，为后续

工作开展做好准备。献血活动正式开

始，现场志愿者耐心服务与指引同学

们进行细致的前期身体检查，初期筛

选过后静待检验结果，身体条件符合

者方能进行义务献血，而未通过者所

怀揣的奉献爱心的热忱，同样感动着

在场的每个人。

成长中的点滴让教院学子学会珍

惜，更懂得生命的重量，同学们用微笑

等待生命之光缓缓流淌。志愿者们以真

诚的笑容迎接每位参与义务献血的同

学，及时为她们送上巧克力与红糖水补

充能量，询问献血过后是否出现不适，

并细致观察各位献血者的身体状况，时

时提供各种帮助。老师们也从未离开过

献血休息区，在统筹现场工作有序开展

的同时，也时刻陪伴在献血同学左右，

关心她们的身体状况，一遍遍嘱咐着献

血后的禁忌与须知，并送上丰富的慰问

品，给予最及时的关怀。

薄薄的无偿献血证记载了这个初

秋教院学子们的奉献热情，整个大活

101也因此溢满了爱与感动。践行公益

彰显了时代青年的青春正能量，此次

我院共有 84名同学成功参与献血，我

院学子身在师大、心系天下，积极投身

公益事业，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为公益

献血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韩艳雯）

为了帮助我院 2015 级

新生更好融入大学生活，合

理规划大学四年的学习，明

确未来发展方向，2015年 11

月 18日下午 13:30在奉贤校

区大剧院，我院心理系副教

授蔡丹老师为我院 15 级全

体新生做了名为《开启美好

的大学生活――谈谈大学适

应》的专题讲座。

讲座伊始，蔡老师以探索游戏开场，同学们通过简单的测试

大致了解自身注意力和观察力的状况，轻松的互动游戏为新生

们营造了欢乐有趣的讲座氛围。本次讲座分为大学学习方式和

大学生活方式两大版块。蔡老师着重从课程内容、授课方式、自

主学习等方面指出大学学习与中学学习的不同之处，鼓励同学

们依靠内部动机，寻找明确的目标，不断充实知识面的深度和广

度，提升自制力，适应大学自由的学习氛围，有计划、有目的地学

习。在大学生活方面，蔡老师强调同学们不仅要合理安排自己的

时间，调试好自身身心状态，更需要学会与同学、老师以及寝室

室友和谐共处，及时合理调整心态，培养良好的抗压能力。

本次讲座帮助教院新生尽快融入新的生活，进一步明确大

学生涯的目标定位，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积极投入到专业的

学习和实践当中去，为今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过

好精彩的大学生活。 （刘一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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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动师大，心系天下
———记我院爱心献血活动顺利开展

我院 15级新生大学适应讲座顺利开展
13级应心 1班：

连旌乔

13级应心 2班：
马梦霏、吴昊桐、杨思思、韩子健

13级学前 2班：
戴雨柔、孙艳红

13级学前世承班：
吴濛

13级小教理科世承班：
苏芝莹、顾心怡

13级学前 3班：
瞿玉兰、闵洁婷、羊文培

13级小教理科 1班：
王佳琪、陆思慧、李婷婷

13级小教文科 2班：

李佳芸、张培菡

13级公管 1班：
袁慧、蒋诗瑶

14级公管 1班：
陈攻萍

14教育学 1班：
陆尤、宋雅楠、裴茗、冷慧

14小教理科世承班：
陈晓莉、唐真祎、杨旭雯、

谢慧佳、刘欣瑜

14小教理科 1班：
陈欣嘉、徐涵彬

14小教文科 1班：
顾孙越、陈洁、姚佩君、乔瑜、

刘玉杰、吴梦

14小教文科 2班：

卢旭晨、王江

14小教文科 3班：
吴英烨、刘子瑜

14学前 1班：
黄欣愉

14学前 2班：
顾沈慧

14学前 3班：
冷玲、蔡李菲、黄瑞鑫、沈佳雯、

潘倩雯、朱波涛、再米热

14应心 1班：
刘姝含、胡贤娜、布麦热木

14应心 2班：
周嘉悦、刘一灵、陈爱华、

阿卜力克木·图尔贡、

夏丽克扎提·吾买尔

14学前世承班：
陈丁思、厉吴洁、顾竞纯、王晓琴、祝远秋

15级学前 1班：张芷滢
15级学前 2班：

程宇昊、胡苏玉、朱夏豪

15级学前 3班：
陈奕芯

15级学前 4班：
张梦蕾、解梦媛、陆欣、高远、俞果、

王瑛洁、陈婧、李晓俊、张嫚珺、周倚阳

15级应心 1班：
卓文滨、马旭

15级应心 2班：
李家兴、石杰、刘陶源

教育学院义务献血光荣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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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我院师范生礼仪教育，进一步提升学生个人涵养与人文素养，

2015年 11月 4日下午 13时 30分，我院荣幸邀请到上海至善国学堂的创办人

张云老师为同学们开展国学礼仪与个人素养讲座。

讲座伊始，张云老师为同学们从宏观上阐释了“国学礼仪”与“人文素养”的

内涵，介绍了中华传统礼仪中四个原则：真诚尊重、平等适度、自信自律、信用宽

容。他分析了注重国学礼仪对于提升师范人文素养的意义，并与在场同学一起

探讨通过国学礼仪提升个人素养的路径方法。

为了帮助同学们能够更加直观地体会国学礼仪，张老师还结合传统茶道，

带领同学们从国艺中深入领悟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从茶文化的起源与茶文

化的传承发展向同学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的茶道文化。在张云老师的茶艺展示过

程中，同学们在安静祥和的氛围中深切感受到了“一茶一世界，一叶一人生”的

境界，一杯在手，名利皆忘。在有了切身感受之后，张老师给大家讲解茶道中的

“乾坤”。他指出对于茶而言只有静下心来去品尝，才能尝出茶中的甘甜；正如人

生，我们经常不知所措地忙碌着，人生的意义并不是如此，只有真正静下心来，

才能品味出人生中的种种真谛，恰如《大学》中所述“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本次讲座不仅帮助同学们深刻了解到国学礼仪中的为人处世之道，指导同

学们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落实德行规范，而且让大家感受到“静”所带来的舒

适，思考人生的真谛，进一步提升我院学子的人文素养与内涵。 （徐涵彬）

为提升我

院学生会新生

干事们的摄影

与通讯写作水

平，加强学院

学生会新闻宣

传工作，11 月

4日下午 3点，

我院学生会摄

影和通讯写作培训会在四教 C座 201教室顺利开展。

首先，我校人文学院校园活动摄像沈天旸为新生

干事们分享拍摄经验。分享内容大致围绕构成摄影的

元素、构图技巧、拍摄模式、活动摄影的目标展开。他强

调好照片需要遵循四大项原则：一、曝光准确；二、对焦

清晰；三、构图精巧；四、可唤起观者的情绪。沈天旸同

学还着重讲解了拍摄的对焦分类与构图方式，指出日

常自动对焦中的单点对焦有助于拍摄出有创意的作

品，而全屏对焦适用于场景拍摄。他对讲解过程中拍摄

技巧的运用进行了现场演示，视觉透视线等构图技巧

的使用令干事们大开眼界，更直观地让大家熟悉相机

的操作使用。

培训的第二大板块是我院分团委副书记卢茜对通

讯稿写作进行经验分享。她强调，好的通讯稿应简明扼

要，反映事实，及时准确。她从标题，主体，结语以及标

点符号等方面讲解通讯稿写作时的注意细节。此外，她

还从讲座培训和活动类两种不同类型的通讯稿入手，

分析了其中写作技巧与要点，帮助新生干事掌握了解

通讯写作的要求与技巧。

此次培训内容丰富，结合实际，操作性强。通过培

训，教院学生会新生干事比较系统地掌握了新闻通讯

的写作方法与相机的拍摄方法，对新闻宣传工作有了

更进一步的认识，为提升我院学生会新闻队伍整体素

质打下坚实基础。

（胡苏玉）

为提升我院学子师范专业技能，推进我院

义教工作的顺利开展，11月 25日 13时，在五

教 B座 212教室，我院七校义教教案培训讲座

顺利开展。此次讲座有幸邀请到初等教育系吴

艳老师作为主讲老师，我院近百名本科生参加

培训讲座。

本次讲座内容包括教案意义、编写原则、

逻辑基点、具体内容、案例练习以及自由提问

六大环节。讲座伊始，吴艳老师指出，教学是一

门艺术，而教案则是融合教者教学智慧与教学

思想的结晶，师范生需要掌握写好教案的基本

功，了解一份好教案对于教学工作的重要性。

吴老师还从科学性、创新性、差异性、艺术性、

可操作性和可变性等方面详细解读了教案设

计的原则，并结合了马云“双十一”的例子阐释

教案写作要与时俱进，不可拘泥苑囿的编写原

则。

此外，吴老师选取《送小蚂蚁回家》的公开

课优秀案例，对教案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点例分

析。在细致的剖析点评后，她着重概括该教案

中细节把握、环节设置、结构内容等可取之处。

讲座中，同学们还结合示范样本，以《龟兔赛

跑》为素材当场设计课堂教案。吴老师随机选

取了几位学生的练习教案进行指导，并给予客

观中肯的改进意见。

在最后的自由提问环节，吴艳老师耐心细

致地就同学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讲解，活动

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通过本次讲

座，我院学子不仅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面，也让

同学们清楚地认识到在本科阶段应该扎实教

师基本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更为重要

的一点就是提升教学实践能力，积极参加义教

实践活动，勇于创新，为成为明日之师扎实基

础。

（杨阳）

我院举办师范生国学礼仪
与个人素养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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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七校义教教案培训讲座圆满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