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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9日下午，一台

以“生肖生色”为名在奉贤

校区大剧院精彩呈现的艺

术实践汇演获得热烈反

响，展示了我院学前教育

专业艺术实践教育的丰硕

成果。

整场演出编剧构思精

妙，以玉帝征选十二生肖

为线索贯串全剧，以木偶、

舞蹈、歌唱、器乐、道具设

计、剪纸、沙画等表现方式，讲述了信心、勇气、

协作的故事。全剧由“天宫生动（音乐剧）”和

“曼舞清歌（综艺节目）”两部分组成，机灵鼠悦

耳的歌声、大力牛的憨态可掬以及同学们对各

种动物惟妙惟肖的动感演绎，使人仿佛置身森

林中正与小动物们共同进行着这场奇幻冒险。

童趣盎然的故事、悠扬动人的乐曲、真挚飞扬

的歌声、动感激情的舞蹈、独具匠心的布景与

画面，一场歌与舞、音与画的盛宴将现场气氛

逐渐点燃，引来观众的由衷赞叹和阵阵掌声。

据悉，本次汇演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所申报

的世承班建设项目之一———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艺术实践项目的一次集中成果展示，由汪磊、黎松

涛、吴珺、白学海、王丽新、岑璐六位艺术导师

组成的Artbee团队共同打造指导。一年来，来自

不同学科的六位老师以执着的专业追求，多次研

讨、精心设计、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组织实践探

索，引导学生在“亲身的投入、体验”中，欣赏美、

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同时在艺术实践的过

程中，强调学生的“师范性”，不仅培育学生对艺

术素养和能力的掌握，更注重引导他们理解节

目创编中的艺术教育理念，从而运用于未来的

幼儿教育实践。

作为建设成果的集中

展示，整台演出最终呈现了

将美术、音乐、舞蹈、木偶表

演融为一体的艺术教学新

尝试所取得的成果，近百名

学前专业学生参与演出展

示，剧中所有舞台道具皆由

学生亲手制作。十五个风格

各异、创意新颖的节目，在

美术教学中涉及舞美设计、

道具制作；音乐教学中涉及合唱、舞蹈、器乐、现

代音乐、音乐剧、电脑音乐制作等。活动充分体

现了教育部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厚基础、强能

力、重实践的指导原则，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紧

密结合。

校党委副书记葛卫华莅临展演活动并致

辞。奉贤校区工作党委、校办、校党委宣传部、

学工部、团委等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出席本次活

动，学院党委书记周银娥、副院长吴念阳等学

院千余名师生共同欣赏了此次汇演。

（供稿：学前教育系）

展师范技能扬教院风采
———记“生肖生色”教育学院世承班艺术实践汇演顺利开展

11月 5日下午 13时，我院第一次本科生

入党答辩会在奉贤校区五教 B 座 212教室举

行。我院院办副主任张裕萍老师、学院党委组

织员卢丹凤老师、2012级学生辅导员李莎莎老

师、张亚萍老师以及 2012级学生党员代表冯

婕组成评议小组，2012级 12位本科入党积极

分子参加本次入党答辩会，答辩人的入党联系

人、答辩人所在支部党员代表、入党积极分子

代表、群众代表列席本次答辩会。

本次答辩会的内容分为三个板块。首先，

答辩人各自进行为时五分钟的入党自述，本部

分考察内容包括答辩人的入党动机、品德修

养、对党的认识、理论学习和现实表现。第二，

答辩人抽题进行回答，答辩人随机抽取客观

题、主观题各一题，内容包括党史党章、党的文

件报告、时政评论等，主要考察答辩人的政治

敏锐性、政治立场和政治价值观。第三，由现场

评议组成员代表或列席人员随机提问，考察答

辩人的入党动机和现实表现。发展对象们在答

辩过程中，谈吐自然，态度端正，表现十分出

色。通过这次答辩，评议组及出席的党员、群众

对答辩人们的入党动机、政治思想、理论知识、

现实表现、优缺点等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会

后，卢丹凤老师首先对本科生答辩同学表示肯

定和赞许，指出各种不足之处，并对答辩同学

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所有学生党员包括积极分

子要做到“再学习、再回顾、再提高”的要求，真

正做好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此次答辩会共有 10位同学顺利通过入党

答辩，我院首次本科生入党答辩会的成功举办

标志着我院本科生入党答辩制度在我院正式

实行。根据校党委要求和精神，为保证新党员

质量，加强和改进发展大学生党员工作，我院

将进一步完善和推行入党答辩制，加强本科生

党员发展制度化建设。 （吴晓嘉）

我院首次本科生入党答辩会顺利举行

我院首次本科生入党答辩会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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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5日下午一点半，我院在四教 C座

106教室举行第一届世承班演讲比赛。担任本

次演讲比赛的评委老师有初教育系杨振老师、

12级小教世承班导师姜辉老师以及 13级辅导

员许凯凯老师，我院奉贤校区 12级、13级、14

级世承班同学参加本次演讲比赛。

参赛世承班同学们依次登台演讲，通过精

心准备的多媒体课件，结合自身体会感悟，声

情并茂地讲述了自己或身边榜样平凡而感人

的事迹，畅谈了作为教院世承学子对教师这一

神圣职业的真切感受，展现对未来从事职业的

执著与坚守。同学们用最真挚的感情、最质朴

的语言、最动人的事迹诉说着心中的梦想，她

们精彩演讲征服了现场评委老师和观众们。14

级小教理科世承班庄晓婕同学在演讲中说道：

“未来的我们，注定要为教育事业奉献我们的

一生。让我们怀着一份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与

爱，怀着师范情，带着教师梦踏实前行！”最终，

14级小教理科世承班庄晓婕同学获得比赛第

一名，12级小教 5班陆鹏程、14级小教文科世

承黄雪倩同学分列比赛第二、三名。

“世承班”是以我国著名教育家、上海师范

大学首任校长廖世承先生的名字命名，以培养

卓越教师为宗旨，旨在选拔有志于长期投身基

础教育、具有牢固的专业思想、学习成绩优秀

的青年学子。我院世承班演讲比赛的顺利开展

进一步提升了学院世承学子专业认同感，展现

出世承师范生自信进取的良好风貌。

(朱婷轩)

2014年 11月 12日下午，11

级小学教育专业张文青同学在

五教 B座 212教室为 12级小学

教育专业同学带来见习经验交

流会。

张文青同学从“如何做好见

习准备”、“见习时该怎么做”、

“见习作业应该如何完成”这三

方面将自身的见习体会与在座

同学分享，并给到大家将来见习

过程中非常实用的建议与指导。

首先，她用一句话激励即将参加

专业见习的同学们：当一个人用

心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过程和结

果都不会差，而且能从中汲取宝

贵的人生经验。与此同时，张文

青同学结合自身参加见习与实

习的经验，着重强调大家在见习

前务必要完成角色的转变，在面

对见习指导老师时，自己是一个学习者，要主

动学习、谦虚求教，做一个会观察、会聆听、会

沟通的有心人；在面对小学生时，自己应该明

确教师的身份，要对孩子有耐心、爱心与责任

心。最后，张文青学姐还分享了在见实习期间

的一些珍贵照片，照片中孩子们天真无邪的

笑脸感染在座的每一位同学，让大家更加期

待接下去自己的见习生活。

通过此次见习经验交流会，同学们受益良

多，帮助 12级小教专业学生更直观地了解见

习的各个环节以及自己的角色定位。同学们纷

纷表示会在接下来的见习中做一个真正有心

人，为将来从事师范教育打好基础！ （梁菁）

11月 26日 13时，“缘聚教院，唱响师大”

我院第四届合唱比赛在金桂三楼舞蹈厅正式

拉开帷幕。我院 2013级与 2014级全体 28个

班级参与本次比赛，此次大赛评委有学前教育

系陈敏燕老师，辅导员金黎琼老师、许义老师

和张文青老师，上海师范大学泊乐合唱团副团

长徐欐烨和学院学生会副主席王凌霏。

比赛中各班的选曲、表演形式和演唱的

“真功夫”也让人眼前一亮。演唱曲目中既有能

勾起大家童年回忆的《虫儿飞》、《种太阳》，又

有由原创毕业歌《北京东路的日子》所改编的

《奉炮公路的日子》，还有激情四射的《我的舞

台》、《青春舞曲》等，别出心裁的选曲契合当代

大学生的青春热情。在表演形式上，许多参赛

班级在演出中加入了口琴、笛子、萨克斯、钢

琴、小提琴伴奏，还将合唱与朗诵、手语、舞蹈

等艺术形式相融合，充分彰显了参赛班级同学

们的才艺水准，层出不穷的表演形式也让在场

观众充分感受到同学们的青春风采。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 13级学前 1班以团

队的协作、高超的唱功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得到了此次比赛评委老师的一致肯定，取得一

等奖。13级学前 2班、13级学前 4班、13级学

前 3班、14级应用心理 1班获二等奖，14小教

理科 1班、14学前 3班、13学前世承、14 应心

2班、13应心 1班夺得三等奖。

我院一年一度的合唱比赛旨在弘扬校园

文化，激发同学们对音乐艺术的热爱，为我院

学子搭建歌唱青春的平台，提升教院学生的综

合素质和艺术素养，同学们在活动中相互协

作、全情投入，同唱师大友谊之歌，共建教院和

谐集体。 （王洁）

2014年 12月 17日 13:30，在上海师范大

学奉献校区五教 B座 212教室，校基础教育发

展中心举办《基础教育精英论坛》系列讲

座———《选择·坚守》。此次讲座邀请到上海市

虹口区第四中心小学校长、党支部书记陈珏玉

老师，校基教中心副主任王青松老师主持讲

座，我院 13级、14级近百名小教专业学生参加

本次讲座。

首先，作为师大校友的陈校长结合自身成

长历程，与在座同学们分享对小教专业的深刻

认识和对师大母校的浓厚感情。其间，陈校长

还通过一段关于四中心小学的影像资料向大

家展示了该校文明进取的优良校风与“学生乐

于求学”的办学理念。之后，她通过具体教学案

例向同学们介绍了小学老师真实工作与生活

状态，并结合丰富的教学经验现场教授给同学

们将来工作中非常实用的方法与技巧。针对场

下同学的提问：当今小学到底需要怎样的教

师？陈校长给出了简短精炼的回答：人民教师

应该发自内心喜欢孩子，积极进取、善于合作、

一专多能。她指出教师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引导

每个孩子都能健康向上地走向更远的未来。

讲座最后，作为教师资格证面试考官的

陈校长还向同学们详细介绍了教资考试的基

本流程以及注意事项，帮助同学们更为有效

地应对将来的国家教师资格证考试。所有师

范专业的学生们都怀揣着一个教师梦想，此

次讲座帮助教院师范学子坚定心中理想，明

晰努力方向，为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

师踏实前行。 （夏毓卿）

青春志，师范情
———记我院首次世承班演讲比赛顺利开展

我院首次世承班演讲比赛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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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聚教院，唱响师大
———记我院第四届合唱比赛顺利举行

师范志 教师梦
———记校基础教育发展中心举办《基础教育精英论坛》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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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2月 24日，我院“教相辉映育德

馨章”2015年本科生迎新晚会于奉贤校区上师

大剧院隆重举行。莅临本次晚会的嘉宾有校学

工部副部长柏桦老师，校团委副书记万瑾老

师，校团委副书记傅昕源老师，教育学院党委

书记周银娥老师，教育学院副院长吴念阳老

师，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谢青老师，教

育学院办公室副主任张裕萍老师。

晚会伊始，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周银娥老师

致辞，为教院全体师生送去最真挚的新年祝

福。晚会的第一篇章《追梦》，当 2014年度教育

学院十大学子走上舞台时，台下的掌声久久没

有停息，掌声背后不仅有对获奖同学衷心的祝

贺，还饱含教院学子对于十大学子们坚定意志

品质的敬佩之情。开场表演是由文艺部同学带

来的歌舞，充满张力的歌喉加之震撼的舞蹈瞬

间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大带小阅读社带来小

品《团圆》，内容生动刻画了外来务工人员艰辛

的回家之路，感动之余带来深深的思考。早安

舞社带来的舞蹈《dreamer》更是紧扣追梦主题，

动感十足，活力四射。

第二篇章《感悟》接棒登场，首先由谢青

老师带来深情的朗诵，与我们再次分享了那

充满欢笑与幸福的 2014。各位专业课老师纷

纷登场，展现了平日中深藏不露的高超才艺，

引得台下欢呼连连。木偶社的《积木鸡》轻松

欢快，让人感悟协作的重要性。美声歌曲《小

河淌水》使人仿佛置身那秀丽山河中，悦耳之

声堪比天籁。武术《少年中国》振奋人心，少年

强，则国强！

第三篇章名为《风采》，师生风采展现得淋

漓尽致。裙裾飞扬，眉眼流笑，《维吾尔姑娘》的

异域风情让人着迷。《雪域欢歌》中藏族的学生

舞动出雪域高原的激情昂扬。节目《歌曲串烧》

中三位 14级男生用自己的热情带动全场大合

唱，乐器合奏《合韵》带来西洋与民乐的完美碰

撞。压轴大戏由全体辅导员共同演绎《青花

瓷》，柔情似水，古韵悠长，青花旗袍辅以轻舞

婀娜，墨黑中山装加诸气宇轩昂，辅导员的风

采展示收获了全场观众最热烈的掌声。

本次晚会的圆满落幕离不开学院领导的

指导与支持，也少不了教院师生辛苦排演以及

幕后工作人员的全情付出。教院学子在晚会中

团结协作，通力配合，为难忘的 2014年划下完

美的句号。 （卢茜）

2014年 12月 25日下午六点，教育学

院研究生会主办的“研续梦想，梦圆教院”

迎新晚会在学校东部礼堂隆重举行。晚会

很荣幸邀请到原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

教授和张民选教授亲临现场观摩。学院领

导出席的有党委书记周银娥老师，院长夏

惠贤老师，副书记、副院长谢青老师，副院

长胡国勇老师，副院长徐雄伟老师，副院长

吴念阳老师以及学院各科系各专业、各部

门负责人及导师共计 40多位老师出席了

本次晚会。

各班同学的新年祝福以及精彩的研会

宣传视频，为观众展示了我院 2014年的成

长与历程。院长夏惠贤老师为大家作新年

贺词，首先他用一个词:“快乐”表达了对同

学们的新年祝福，并对教育学院学生过去

一年在各方面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展

望了学院发展的美好前景！

开场舞《push push》动感的节奏，调动

了全场的气氛，绚丽的灯光下，舞动着一张

张朝气蓬勃的笑脸；激情四射的歌曲串烧

让观众欢呼雀跃；搞笑雷人的小品《男神女

神》令人捧腹大笑；独具特色的留学生尤丽

亚带来了异域风情。学院教师也带来了精

彩的节目，教育系导师丁念金老师的《我的

中国心》、老校长杨德广老师的笛子独奏

《浏阳河》、《南泥湾》，本科生辅导员们的舞

蹈《青花瓷》,以及在两任校长及学院领导

代领下的教师走秀节目将晚会推向了高

潮。晚会还进行了 2014年教院人物盘点，

“优秀学子”、“优秀班级”彰显了教院研究

生的风骨和精神。最后，在手语歌曲《仰望

星空》中，晚会完美谢幕！

我们祝愿教院全体在 2015年能够“研

续梦想，梦圆教院”，奏响属于自己的梦之

歌。也祝福教育学院明天更加美好辉煌，全

体教师新年快乐！ （楼婉萍，任晓玲）

2014年 12月 26日,上海淑德公益基金会

与法政学院、我院共同举办的“手拉手，传递

爱”迎新晚会在我校奉贤校区迎宾楼隆重举

行。出席本次晚会的有淑德基金会出资人牛立

明先生，淑徳基金会负责人顾文斌先生，我校

学工部资助办副主任李正平老师以及两学院

的领导、老师和学生们。

晚会伊始，淑德公益基金会牛总代表基金

会致辞，表达了对于公益事业的热忱与期盼，

并祝愿淑德人在新的一年中同心同德，奋发有

为。法政学院商红日书记代表受助学院发言,

感谢淑德基金播撒阳光，传递大爱，帮助我校

大学生追逐梦想。教育学院周银娥书记为淑德

基金会送上锦旗，表达了师生对基金会的诚挚

感谢。自今年 5月至今，我院共有 19名学生受

到基金会的资助，他们利用周末时间前往奉贤

各帮教点帮助特殊人员家庭子女补习功课。截

止目前，我院学生累计帮人数教达 270人次，

帮教时间近 550小时，受到学生和家长的一致

好评，产生了比较好的社会影响。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学生们表示将会继续

怀揣感恩之心，全情参加帮教活动，努力做到

淑德公益基金会秉承的“倡导公益精神，传递

慈善爱心”的宗旨，以更加优异的表现感谢淑

德基金会的支持与帮助，在新的一年中满怀信

心,将爱与公益传播得更广！

（供稿：教育学院学工办）

教相辉映 育德馨章
———我院 2015年本科生迎新晚会在大剧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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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续梦想，梦圆教院
———我院 2015年研究生迎新年晚会圆满举办

教育学院 2015年迎新晚会

学生节目《爱的华尔兹》



学 生 工 作 通 讯窑4窑 12月 28日

第四届合唱比赛 瞬 间教育学院



学 生 工 作 通 讯 窑5窑12月 28日

瞬 间教育学院 2015本科生迎新晚会



学 生 工 作 通 讯窑6窑 12月 28日

瞬 间教育学院 2015研究生迎新晚会

杨校长表演吹笛子 张校长亲临晚会

学生小品《男神女神》迎新会主持人亮相 学生小品《东厢记》

学生节目《爱的华尔兹》

夏院长致辞

抽奖环节 嘉宾及教师走秀

舞蹈《失恋阵线联盟》 跆拳道表演 男生二重唱《找自己》

迎新会合影 研究生优秀学子颁奖 学院领导和演职人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