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11日下午 1点，在和煦的冬日暖阳中，我们迎来了上海市李莉优秀班主任工作室一行的四名优秀班主任为教育学院的高

年级师范生带来了一场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此次讲座的四位老师都是在奋斗在小学教育一线岗位上，并有着丰富实战带班经验

的优秀教师及班主任。

首先，由闵行区中心小学的丁丽莉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如何进行学生到老师的角色转换经验，还告诉大家许多与家长沟通交流

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且传授了“四勿箴言”———“勿急、勿火、勿凶、勿乱”。随后，来自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朱叶老师以丰富的教学

实例和自身切实的教学经验，就“小学低年段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讲解，告诉大家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

半，小学低年级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上海市中远实验小学的陆春华老师向同学们讲述了以多彩活动搞好班级建设、营造“向善、

向上”的班级文化的诀窍，并向大家展示了她的毕业班纪念册，其中学生们和老师真挚、动人的

感情令在场的同学们动容。整场讲座气氛十分融洽，作为工作室的带头人，李莉老师在讲座中

穿插着为大家献上了从业二十多年里积累了极其丰富又宝贵的教育教学经验，以生动的教育

事例为解答了同学们在实习中的困惑，并给予准教师们殷切的的希冀，使同学们都受益匪浅。

此次讲座历时三个小时，在场的每一位同学都用心记录，仔细聆听，在有限的时间里吸收着前

辈们十几年积累的宝贵带班及教学经验，指引着他们在未来的教师职业生涯中不断向优秀班

主任的道路上前行。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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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月 27日，气温虽达到冰点，同学们仍怀着一颗火热的

心迎来了教育学院“青春梦·教缘情”2014年迎新晚会。莅临本次晚会

的领导和嘉宾有学工部副部长柏桦，教育学院院长夏惠贤，院党委副书

记段鸿，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谢青，副院长吴念阳，以及各系科、各专

业、各部门负责人等二十多位老师。

在班级迎新祝福视频和学生会宣传视频播放的同时，观众们对迎

新晚会翘首以盼，随着在运动会上为教院赢得金花的健美操表演登场，

迎新晚会正式开始。

紧接着开场舞进行的是教育学院 2013年度优秀学子颁奖典礼，他

们是我院学生在学习、科研、实践、公益等各方面的优秀代表，学院领导

为他们颁奖并合影。随后，夏惠贤院长作了新年致辞，他鼓励同学们努力

成为社会上的有用之人，同时，祝福广大师生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大进步！

匹诺曹木偶工坊是教育学院的王牌社团，他们带来的《爱在上师

大》以生动的木偶形象、逗趣的剧情台词，让同学们在欢笑声中领悟爱

心所带来的正能量。接下来学前教育系李雪梅老师与她的学生们带来

的独唱与重唱展现了优美的声线与演唱技巧，琴声行云流水，歌声动人

心弦。小品《情深深雨蒙蒙》则呈现了一出跌宕起伏的情景剧。舞蹈串

烧、歌曲串烧、小品表演更是让同学们的热情达到了最高点。脍炙人口

的音乐，丰富的舞蹈内容，high爆了全场！藏族舞蹈《新路》和维吾尔族

舞蹈《海潮》则让观众感受到了不同的民族风情，姑娘们在一圈一圈的

旋转中，犹如翩飞的蝴蝶，音乐清婉，舞姿曼妙。晚会在学工办各位老师

带来的手语歌曲《我们是一家人》中画上了句号。

本次晚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演

员们的辛苦彩排，也离不开学生会

的幕后支持与努力。希望新的一年，

每一个教院学子都能够开启青春梦

想，在未来的一年中演绎更美好的

人生！（张奕蕾马沁怡陈思雁）

2013 年 12 月 26 日下午六点，

教育学院研究生会主办的“青春正

能量”迎新晚会在学校东部礼堂隆

重上演。教育学院院长夏惠贤，党委

副书记段鸿，副书记、副院长谢青，

研工部副部长杨龙波，学院兼职辅

导员陈勇老师、胡天翊老师，学院各

科系各专业、各部门负责人及导师

共计 30多位老师出席了本次晚会。

原校长杨德广教授、现任校长张民

选教授也通过视频送来新年祝福。

晚会以“青春正能量”为主题，分“教院梦想”、“青春相聚”和“明天你

好”三个篇章进行，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歌曲、舞蹈、服装秀、小

品、情景朗诵、空手道表演等共十个节目。

在动感欢快的开场舞《浪漫樱花》迅速点燃全场气氛之后，夏惠贤院

长首先为全体师生致新年贺词，由此进入晚会的第一个篇章。“教院梦想”

中优美动听的歌曲，诙谐幽默的小品，形式新颖的导师时装秀，纷纷向观众

们传达着教育学院的正能量，精彩的节目引得台下叫好声一片。“青春相

聚”中印度舞、恰恰、朝鲜舞、彝族舞四种风格迥异的舞蹈串烧，英文歌、男

女对唱情歌、男生反串、歌舞表演等歌曲串烧，妙曼的舞姿，动人的歌声，让

观众们充分感受青春的力量，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明天你好”中小品《落

叶难归根》的演员们用惟妙惟肖的表演、别出心裁的服装，引得观众爆笑连

连；别出心裁的手语表演、精彩的空手道表演，声情并茂的情景朗诵轮番登

场，高潮频起、精彩纷呈。晚会中穿插进行的抽奖和祝福视频播放环节同样

精彩，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最后，在大合唱《明天，你好》的音乐声中，主持

人致闭幕词，为此次晚会画上完美的句号。

在此次晚会中，师生们回首教院发展，见证师生之爱，憧憬着美好未来。

我们相信充满着青春正能量的教育学院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边文美）

青春梦·教缘情
———教育学院本科生 2014年迎新晚会成功举办

“青春正能量”
———教育学院 2014年研究生迎新晚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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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月 3日 15:00-16:00，管理系副主任朱炜副教授分别召集 13级和 12级公共事业管理

专业同学在五教 B座二楼会议室开展了两场交流座谈活动。交流围绕本专业就业方向、课程与专业学

习等问题展开。管理系陈勇副教授和辅导员许凯凯、胡仲勋也到场参加交流。

在与 13级同学的座谈中，朱炜老师总结回顾了公管专业近期组织的各项活动，鼓励同学们积极

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与想法。他强调，针对同学们提出的合理建议，系里会充分重视并多方协调、论证

采纳。座谈中同学们畅所欲言，对教学课程安排、课余生活等方面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座谈

气氛热烈。听取了同学们的发言后，朱炜老师表示针对同学们学习方面的问题会与专业任课教师积极

沟通，适度增加课程有关案例来帮助同学们掌握理解，同时他提醒同学们要掌握自主学习能力。陈勇

老师鼓励同学们多与专业老师们沟通以便加深师生之间的互相了解。

在与 12级同学们的交流中，朱炜老师先向大家简要介绍了公管专业前三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包括整体就业率、就业去向和就业质量。他鼓励每一位立志做中小学老师的同学选择一门师范类第二

专业并坚持完成，此外还要认真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谈到班级活动，朱老师鼓励班级每一位同学都

要积极参与，尤其班委要带头发起活动。对于同学们比较关心的见实习问题，朱老师表示下学期会尽

量为同学们提供外出见习机会，以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座谈中陈勇老师叮嘱大家认真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欢迎大

家就此问题与其交流并尽力为同学们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

朱老师还鼓励同学们积极参与学生会等社团组织，积累管理经

验，为自己日后的深造、择业和个人全面发展做好准备。朱老师还听

取了同学们有关课程、生活、班级活动等方面的问题，他一一记录下

来，对于职责范围内的他表示会尽力帮大家解决，职责范围外的会及

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座谈会拉近了师生关系，使公管专业新生们更加了解本专业特

色，以适应大学阶段的生活与学习。对二年级同学来说，通过交流，不

少疑惑得到解答，努力的方向更加明确。同学们纷纷表示会把老师们

的建议付诸行动，。 （钟佳媛胡祈轩冯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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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4日下午，为了增强新生对小教专业的

认识、提升同学们对本专业的认同感，明晰大学生

涯规划及未来职业道路。小学教育专业负责人钟

文芳副教授和徐汇区光启小学校长曹庆明老师为

13级小学教育专业全体新生开展了小学教育专业

认同教育讲座。

讲座中，钟文芳老师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

实习就业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小学教育专业特点，

并强调了同学们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希望小教专

业同学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与教学技能，同时还

应具备一定艺术修养，拥有能够担任至少两门小

学课程的能力。随后，曹庆明校长以“新时代需要

的小学老师”为主题，用生动案例让同学们了解到

小教专业良好就业形势，并指出小学教师不仅要

教学，更要育人，要以敬畏之心待人，以热爱之心

对待工作，用责任感以及持之以恒的态度对待课

堂教学。最后，曹校长还表达了对在座各位同学的

殷切期望。

本次讲座是教育学院初教系为 13 级新生开

展的专业认同系列讲座之一。初教系希望通过开

展一系列活动和讲座，帮助新生加深对本专业的

认识，明确专业学习内容与目标，让同学们能够尽

早对自己未来进行规划，并付诸于日常学习生活

中。 （夏毓卿方雨微陈丹昕）

近日，教育学院义工队组织了一次为

湖北省远安县赵河小学的学生募集御寒

物品的爱心募捐活动，活动受到了全院师

生的热心关注。截至 12月 23日，义工队

共收到徐汇和奉贤两校区师生捐赠的 183

副手套，142条围巾，御寒衣帽和书包若

干。特别是不少奉贤校区的同学专门赶到

捐助点，有的献出善款，有的带来了御寒

衣物，还有许多同学带来了自己亲手织的

围巾。捐赠物品已经寄往赵河小学，相信

老师和同学们的爱心会为远在湖北山区

的小学生们带去一份冬日的温暖。

（供稿：教育学院义工队）

初教系开展专业认同系列活动

为了帮助 13级小教专业新生更好地规划和把握大学生涯，直观了解作为一名教师所需具备的教学技能，感受教师教学风采，12月 11日下午

在四教 D座 200，小教专业 10级五位同学为 13级小教专业全体新生带来了精彩讲座与微格课堂展示。

在讲座中，石永坤同学和学弟学妹们分享了自己大学生活学习的心得经验，他建议大家在大学期间一定要练好专业基本功，熟练掌握各项教

学技能，更要处理好同学间的人际关系，这将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财富。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大学学习中可以培养文献检索的能力，这将有助于教

师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开展。

在微格教学环节中，在座同学们配合扮演听课学生，与学长学姐们共同完成整个教学过程。刘芊同学与沈喆同学分别讲解了《母鸡》与《小冰

熊》两堂小学语文课，充分展示了语文教学中的阅读理解、朗读造句、汉字笔画拼音等教学环节。陈婷同学与严裔翔同学分别围绕循环小数与年月

日两个知识点讲解了两堂小学数学课，通过采用穿插例题、演绎归纳等方法，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小学数学各项教学技巧。

本次专业认同教育活动，增进了学院小教专业同学们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通过发挥朋辈间榜样作用，帮助小教新生们更好地明确生涯规划，明

晰努力方向。 （夏毓卿康乃鑫）

专业认同讲座 梦想扬帆启航

观摩微格教学 思考未来方向

管理系开展师生交流座谈活动 教育学院义工队为远安县
赵河小学爱心募捐御寒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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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月 5日晚，教育学院易站汉字

听写比赛在五 B312教室揭开帷幕，经过初赛

选拔的 10余位同学参与。

3号晚上举行的是初赛，将大一、大二报名

参赛学生分组选拔。此次比赛主要以团队赛的

形式进行。每场分为 5组进行 PK，第一轮淘汰

赛规定在 30秒里面听写 1个词语，共有 10个

词。随着主持人念出第一个词语，参赛者低头

开始写起来，最终在评委们的评判下，率先晋

级了一组优秀的同学，然后剩下的 4组继续角

逐晋级名额。第二轮分为 2大组，每个大组里

的小组分别 PK，时间为 30秒一个成语，共有 5

个成语，由于一些同学没有遵守规则查看了手

机，比赛增加了一轮在黑板上轮流写的内容，

优秀的 9名同学顺利晋级。主持人报出十个汉

字听写，由评委评阅。不仅考验同学们的团队

精神，更检验了对词语的熟知程度。此次比赛

共决出十四位晋级参赛者（每场 7人）。

5号晚上举行决赛，为将公平贯彻到底，将

晋级的参赛者随机排序，由参赛者自主选择号

码在黑板上听写，仍旧是每个词 30秒的时间

限制。第二轮由成功晋级的六名参赛者继续激

烈的竞赛。此轮由主持人报出 10个词语，在易

班站长和成员的共同监督下进行。

经过初赛和决赛的激烈竞争，顺利地决出

了此次首届汉字听写大赛的一、二、三等奖的 6

位同学。并授予这些同学证书和相应的奖品以

资鼓励。大家纷纷拍照留念，而此次大赛也在

站长按下那快门的瞬间圆满落幕了。

（供稿：教育学院易班工作站）

系列活动之一：规划未来 成就人生

为了使小学教育专业的大一新生对自身

专业以及未来从事的师范教育职业有进一步

的认识，同时能够更有效地引导他们对大学生

活的规划和利用，2013级小教文科世承班和文

科 1班导师吴艳邀请大四在读学姐姚美媚为

两个小学教育文科专业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场

以自身的学习和生活为例的讲座。这次讲座是

小教文科专业“大手牵小手”系列活动之一，讲

座于 12月 4日 10:20在奉贤校区二教 302 教

室进行，由吴艳老师主持。

2010级学

姐姚美媚现身

说法 , 就大学

是人生的新起

点展开论述，

首先肯定了作

为 一 名 师 范

生，尤其是免费师范生是绝对优秀的，并以此

为基础呼吁学生要有为未来奋斗的觉悟。通

过对期待成为怎样的人提问引出话题，进一

步阐释了要明确目标，实施计划，与自己竞

争。与此同时在充分利用大学资源的基础上，

提出了有关于就业、考研以及出国的进一步

规划，以自己为例分享了自己大学四年的心

路历程，并且就不同的人生目标作出分析和

解释。最终回归到小学教育文科专业大一新

生自身，说明只有现在开始的勤奋苦干，才不

会使未来规划只是纸上谈兵，呼吁新生们摆

正自身观点，认清小学教育专业的优势但同

时又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打好专业知识和

学科知识功底，在完善课堂内容的同时自主

的将知识面学习面向外延伸,警示新生们的同

时提出了自己对他们的期待。

学姐用幽默诙谐的语言希望学弟学妹更

好更充分地利用和安排自己的大学生活，在场

的每一位同学都认为这是一场给力而又励志

的一次交流。 （庄云飞）

系列活动之二：分享体会共同阅读

继上周三上海师范大学大四在读学姐姚

美媚的讲座之后，2013级小教文科班导师吴艳

再次邀请研究生学长赵鑫为 13级小学教育文

科世承班和小教 1班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内

容为论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著作《什么

是教育》的讲座。讲座于 12月 11日 10：20在

四教 C座 206教室进行，吴艳老师主持。该讲

座是由吴艳老师发起的小教专业“大手牵小

手”系列活动之一。

赵鑫学长以漫谈对教育的理解开始讲座，

向同学们积极提问展开互动，并给教育从广义

和狭义两方面下定义，提出两个“凡是”。紧接

着，通过对教育与学习，教育与管理、改造以及

教育与诱导、训练、建立条件反射的多方面对

比展开论述，总结出教育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

以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方式善意地对另一个人

或一群人施加的积极的心里影响。进而再以雅

斯贝尔斯的视角从五个方面阐释了其教育观，

将教育的维度从精神的交流活动延伸，一语中

的的讲明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全人”。在分

析了现有的三种教育类型之后，阐明了成就教

育的三点要素，同时对“经院式”教育提出质

疑，并表示对未来成为教育者的在场同学们报

以期待。

本次讲座以雅斯贝尔斯的著作为线索，颠

覆了同学们对教育原有的浅显认识，深刻立体

地展示了教育的深远意义，让即将成为教育者

的同学们认清了肩负的责任重担。

（供稿 /庄云飞 摄影 /曹慧祎）

系列活动之三：立足小教 拥抱未来

由 2013级小教文科班导师吴艳老师组织

的小学教育专

业“大手牵小

手”系列活动

于 12 月 25 日

10:30 在五教

A 座 312 教室

开 展 了 第 三

场。此次讲座，吴艳老师有幸为我们邀请到了

上海世外小学任教教师的金晶晶老师，以“只

有老师知道”为主题，以一名任教老师的视角

为小教专业大一学生们讲述了作为小学老师

的酸甜苦辣和职业幸福。

金晶晶老师 2009年毕业于我院小学教育

专业，现于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任教。讲座一

开始金老师就让同学们见证了她大学四年到

为人师表的蜕变，在教师必要素质的命题中，

她与同学积极交流互动，谈笑风生间透露出对

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对同学们的期许。之后，她

为同学系统讲述了作为一名教师的日程安排，

在教书育人外，还要组织课外活动和联系家

长，即使压力来自各方各面，但压力本身也是

动力，自己对于事业的热情工作中的快乐而有

增无减。她积极面对事业的态度感染了在场的

每一位学生，让学生们对自己的专业充满信

心。在分享了自己任教以来的烦恼和有趣的事

例并且分享视频之后，本次讲座也逐渐接近尾

声。在最后的总结中，金老师对在场的学生们

提出“Do not stop thinking,and express yourself

well”的要求，再次表达了对在场即将成为教育

工作者的学生们的信心。

校友金晶晶老师的精彩讲演，为这个寒冷

的冬日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温馨，也让大一的学

弟学妹在这个“灰色考试季”依然可以拥有灿

烂的亮色。由吴艳老师组织的“大手牵小手”系

列讲座促使 13级小教文科世承班和文科 1班

的同学更加坚定了对小教专业的信念，对当下

大学生活的认识，大家纷纷表示要为成为一名

优秀小学教师而努力，要保持对学习和生活的

热情！ （供稿 /庄云飞摄影 /曹慧祎）

传播汉字文化宣扬教育思想

教育学院易班工作站举办汉字听写比赛

小教专业开展“大手牵小手”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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