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对人生新起点有新的思考，在考虑

个人智能、价值和阻力、助力的情况下对生涯

规划做好妥善安排，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未来，

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同学，5 月 13 日下午一点

半，14级教育学院同学在 4教 C 座 102、104、

106、202分别开展了主题为“镜中的自己”主

题班会。

班会刚开始，主持人对主题进行阐述，分

别从“道德”、“修养”、“廉耻”、“贪欲”展开多维

度探讨，表达了“镜中的自己都是真实的自己

每个人镜中的自己都是不同的自己”的观点。

接着借机选取同学交流自我认识与同学对其

认识的看法，互相交换平时鲜有机会分享的意

见。然后同学们通过 SWOT自我分析思考了自

己的优势、劣势以及生活中的机会与威胁，并

通过范徐丽泰所传播的正能量对自我信任有

了更进一步的深刻理解。最后，各班举行了行

色各异的破冰游戏，在“我是谁”、“真心话大冒

险”、“你画我猜”等游戏中，同学们或配合默契

或笑料百出，每个班的班会氛围都其乐融融。

这次班会不仅让同学进一步进一步调整、

摆正自己在人生中的位置，而且通过同学之间

的互相交流是大家对彼此有了更进一步的了

解，彼此亲密了不少，此次生涯规划及破冰活

动班会圆满成功。

（黄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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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5月 9日，我院 2015年入

党启蒙教育培训班在第五教学楼 A座

103举行。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谢

青老师、学院党委组织员卢丹凤老师、

11级辅导员胡斌老师、以及 14级辅导

员许义老师出席本次培训班。

本次培训班分为党课教育、录像

观看以及小组讨论三大环节。在党课

教育课程中，谢青老师以《做一个品德

高尚的人》为主题，将做一个品德高尚

的人与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

准巧妙融合，大大提升了同学们的思

想觉悟。卢丹凤老师的课程通过 8个

入党案例的解读，让同学们真正懂得

《怎样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胡斌老

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对外关系的发

展》一课，通过讲述党几十年的发展历

程，让同学们深入了解党的实践哲学

以及实事求是的理念，更坚定了入党

信念。而录像《信仰》的观看，让同学们

对党员的公仆奉献精神有了更深的了

解。在最后的小组讨论中，同学们积极畅谈所

学、所观、所感，表达着两天的培训带给他们思

想上的感悟，行动上的提高。

至此，本次培训班圆满落下帷幕。而我院

的这些同学们也必将会把这两日所学带进生

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争取以实际行动

早日入党。 （周妍）

为了明确我校师范生职业规划，提升自身

的职业素养，2015年 5月 13日下午两点半，上

海市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李莉老师在奉贤

二教 221为大家做了一场“如何成为一名优秀

班主任”的讲座，教育学院 14级小学教育专业

的同学们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李莉老师讲到，作为一名小学

教师需要兼具“爱与责任、公平公正、细微有

心、持之以恒”的优良品格。然后，李莉老师现

身说法，通过自己教学事例，深入浅出多方面

多层次地阐释了教学方法的重要性，例如如何

让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如何既保护

孩子自尊又能在错误方面给予正确引导、如何

与家长建立良好的信任和沟通等。此外，李莉

老师还向我们分享了一些她独特的教学方法。

最后的提问环节，同学们把自己的疑惑写在了

小纸条上，尽管时间紧张，但李老师仍然一一

悉心解答。

通过这次讲座，李莉老师不仅打开了学生

的思维广度，让学生们体验到教学方法的无限

可能性，而且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让在场的

学生们清楚地意识到到肩上责任的重大。获取

了前辈宝贵经验的学生们将为提高自己的教

学技能、尽力满足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需求、更

好地使公平惠及所有学生、让每一个学生具有

健全的人格、良好素质和终身学习能力而不懈

奋斗！ （张佳莉）

5 月 13 日 13：30 分，2015 年度我院

集体舞大赛于奉贤校区南操体育馆火热

举行。出席本次的评委有我院学前专业朱

小平老师、吴珺老师及 2012 级辅导员张

文青老师担任本次大赛评委。本次参赛选

手为 13级各班级，分为学前组和非学前

组进行评比。

比赛鸣锣开场，一支支队伍登上舞

台，用心演绎各具特色的舞蹈，展现出属

于他们的青春风采与活力。2013级公管 1

班的演出《新白雪公主》别出心裁，在精彩

的舞蹈中加入了情景剧元素，将白雪公主

与恶毒皇后之间的较量演绎得丝丝入扣、

惟妙惟肖，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舞蹈动

作活泼可爱，使人眼前一亮，舞出了属于

集体的魅力风采。压轴登场的 2013 级学

前教育 1班带来了舞蹈《Uptown Funk》，他

们用力量诠释青春的张扬，用多变的风格

舞出创意与个性，整齐的动作与热情的舞

步感染着在场每一位观众为之叫好鼓掌。

比赛临近尾声，朱小平老师从专业角度对

此次参赛舞蹈进行了点评，并宣布了获奖

名单，最终，13级学前 1班和 13级小教理

科世承班分别获得两个组的冠军。

此次集体舞大赛为我院学生提供了

一个展示积极向上、勇于挑战精神的平

台，教院学子在此舞出了活力与激情，舞

出了大学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仅

提高了集体凝聚力，更为我院学子走向更

广阔的舞台展现风采打下基础。(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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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成功举办“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班主任”讲座

我院集体舞大赛顺利结束

我院“镜中的自己”主题班会顺利开展



5月 21日下午，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举

行了“闪亮青春，唱响你我”第二届研究生班歌

大赛。本次大赛邀请到了前上海师范大学校长

杨德广老师，学前教育系李雪梅老师，黎松涛

老师和学生工作办公室胡斌老师，音乐学院研

究生余凝担任评委。学院党委书记周银娥老

师，副书记谢青老师，心理系副系主任刘俊升

老师，教育系副系主任孔令帅老师、吴维屏老

师、丁念金老师，管理系黄海涛老师作为嘉宾

出席了并观看了比赛。

教育学院 14级全体硕士生共 7个班级参

加了本次大赛，大赛分为两个环节。在班歌比

拼环节中，各班的创意层出不穷，加入了许多

原创元素。教育二班的《浪淘师大梦》，用音乐

的语言表达了对母校“时光转，岁月长，恩情永

不忘”的爱；心理二班的《和你一样》，用最直白

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的情感，让我们感受到了心

照不宣的深情和默契；管理班的《明天会更

好》，展示寻求无尽进步，互助互勉不断改进，

伸出手紧握祝福与鼓舞的精神风貌。同学们身

着各具特色的“班服”，热情洋溢、饱含激情的

声音向观众展示了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

才艺展示环节中，各班同学纷纷一展所

长，诗朗诵、歌舞、创意服装秀等轮番亮相，赢

得观众的阵阵掌声，管理班的《黄河大合唱》将

全场气氛推向高潮。许多班级还邀请到学院老

师加入本次演出，老师们的鼎力参与成为比赛

的一大亮点，师生尽欢。最后评委黎松涛老师

登台献唱，让现场观众一饱耳福，李雪梅老师

作了精彩的大赛点评，从专业的角度总结了此

次参赛班级的表现。教育学院多功能厅在歌声

中变为音乐殿堂。最终管理班获得本次大赛冠

军，教育二班获得亚军，教育一班获得季军。

比赛结束了，但是同学们留给我们的歌声

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对母校的真诚祝福会留

在我们的校园里！ （任晓玲）

2015年 5月 30日下午一点，支农调研社

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香樟苑四楼多功能

厅举行了第十届新苗杯文学邀请赛决赛暨文

艺汇演。

此次决赛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发展规划

与内涵建设办公室主任、支农调研社社团指导

教师岳龙，上海航天局第八设计部团委书记刘

迪，上海师范大学团委副书记杨纯婷，上海航

天局第八设计部志愿服务队队长卢弘毅，上海

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兼职辅导员冯金冉作为演

讲比赛的评委和决赛嘉宾。

决赛首先进行了来自五所农民工子弟小

学：厚才小学、敬贤小学、蓝天小学、解放路小

学和童梦小学共 13 位小学生的演讲比赛，最

终选出了一名一等奖，三名二等奖，五名三等

奖。在接下来的颁奖仪式及文艺汇演中，我们

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孩子在获得奖状时的喜悦

与灿烂笑容，也看到了老师与学生精心准备的

舞蹈。他们的笑容与自信，让我们即使再累，内

心也是满满的幸福。

在岳龙老师最后的致辞中，他说道：“今天的

新苗，明天的大树。同在蓝天下，共享童年梦。”前

来观看决赛的支农调研社第一届社长、公益人李

勇博士也说道：“让教育之爱融在公益人的记忆

里。”他们都对新苗杯有着纯真美好的回忆，也有

着无比真诚的期待，他们期待更好地明天，期待

他们精心呵护的小苗会长成苍天大树。

让爱融在记忆里，让感恩融在心里，期待

明年，更期待下一个十年。公益路上，细水流长

不停歇！ （供稿：支农调研社）

6月 3日下午 13：30，2015年“世

承杯”师范生技能大赛之卓越教师风

采大赛暨 2015年上海师范大学“世承

杯”师范生技能大赛闭幕式在奉贤校

区图文信息中心九楼报告厅举行。学

工部、我院主要负责人以及各学院师

生 200余名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本

次比赛特邀了我院初教系副系主任钟

文芳老师，上海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

室负责人洪耀伟老师和黄浦区班主任

工作能手、黄浦区园丁奖获得者、大同

初级中学语文骨干教师兼班主任、年

级组长陈涛老师担任本次卓越教师风

采大赛的评委。

历经了粉笔字和微格课堂两部分

的层层选拔，最终有 10名同学进入了

决赛。决赛由自我展示和案例分析组

成，综合考察师范生的教师专业技能

和临场反应。入围决赛的 10位选手各

显神通，以精美的 PPT展示、流畅的语

言表达、缜密的分析思考和充满亲和

力的表现征服了所有评委和在场观

众，充分展现了我校师范生的风采。在

比赛过程中，钟文芳老师、陈涛老师和

洪耀伟老师针对选手们各方面的表现

分别进行了专业和细致的评价，也使

台上的选手们获益匪浅。最终我院的

曾滢同学和青年学院的林云同学斩获

了本届卓越风采大赛的一等奖。至此，

我院在“三笔字”、集体舞、微课堂比赛中都获

得了出色的成绩。

“世承杯”上海师范大学师范生技能大赛

是加强师范生德育实践的重要活动。本次大赛

吸取以往经验，并在加强全员参与、深化师德

内涵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旨在

培养一批具有高尚师德素养，先进教学理念，

扎实教学技能的优秀教师后备力量。

相信通过本次大赛，师范生们一定能取得

长足的进步，擦出新一代教师的燎原星火，为

未来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人民教师打下扎实

的基础。

（季丹晨朱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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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5月 14号下午 13:00，我院于大活

101开展了无偿献血活动。此次活动得到了我

院学生的积极响应，大家踊跃报名，共有 121

名同学顺利完成献血流程，用热血温暖他人的

生命。院党委书记周银娥，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谢青，学前教育专业教师赵燕以及各年级辅导

员也莅临现场为学生送去关怀。

学院学生会的志愿者们放弃午休时间，早

早来到了大活进行场地交接，清理布置，维持

队伍秩序，向同学们发放体检表，为献血活动

的有序开展做好准备。来到现场的 14级同学

大都是第一次参与献血，虽然表情略显紧张，

却没有一人退却。而 12、13级学生则显得十分

淡定，毕竟以献血的方式来奉献爱心对于他们

来说早就习以为常。每位同学都毫不犹豫的捋

起袖管，互相鼓励，互相打气。

献血过程中周银娥老师以及谢青老师始终

坚守现场，时刻关注协调着献血流程的正常运

作，关心安抚身体出现不适的同学，让每位同学

感受到了温暖与感动。辅导员也时刻陪伴在学

生左右，不厌其烦地提醒着献血后的各类注意

事项，避免意外的发生。志愿者们总在第一时间

询问献血同学的身体状况，将他们小心搀扶到

休息区就坐并及时送上巧克力和红糖水。

本次献血活动的顺利举行，不仅体现了我

院学生团结一致的作风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

德，更体现了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与担当。

（卢茜 朱婷轩）

我院义务献血活动顺利开展

教育学院“闪亮青春唱响你我”第二届研究生班歌大赛顺利举行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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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新苗杯文学邀请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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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教院班级集体舞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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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院研究生班歌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