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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果 简 介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8

“浙派名师”引领下的

卓越小学全科教师培养

的实践探索

二等奖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18

浙派名师引领下“一站

六环”小学教育硕士培

养模式探索

一等奖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6

浙派名师引领下的卓越

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的实

践探索 一等奖 浙江省人民政府

2015

“双核结构”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小学教育）

培养模式 二等奖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4

小学教育专业“多元结

合、多维互动”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二等奖 浙江省人民政府

2013

“浙派名师”成长规律

研究与名师培训模式实

践运用及创新

一等奖 杭州师范大学

2012
推进课程实施的中小学

教师专业能力研究
一等奖 浙江省人民政府

2014

师德•师能•师艺并重的

小学卓越全科教师培养

模式创新与实践

卓越教师计划 教育部

2016 小学教育专业 优势专业 浙江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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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建

设

2016 教育学 一流学科 浙江省政府

2017 教育学

省重点建设高

校优势特色学

科

浙江省政府

2010

特级教师专业特征与成

长规律研究

——以浙派名师为例

国家基金课题
全国教育规划（国家

基金教育学）

2015
小学教育“六艺节”（说

唱弹舞书画）

礼敬中华

传统文化
教育部

2015
浙江省义务教段名师

网络工作站建设
名师工作室 浙江省教育厅

2010
浙江省教师专业技能

实验教学中心
省级实训中心 浙江省教育厅

2014
《小学综合实践

活动课》
国家精品课程 教育部

2006－

2016

《小学教育科研方法》

《教育学》《中国教育

史》《小学语文教学设

计》《小学教育统计原

理与方法》《小学卓越

语文教师的十项修炼》

《创新思维与应用》

浙江省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
浙江省教育厅

2010－

2016

《多媒体课件制作与开

发》《音乐》《学生行

为的观察与指导》

《儿童教育概论》

国家和省级规

划教材
教育部、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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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体育课上学生受伤，

谁担责？》

中国专业学位

教学案例中心

案例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2017
《基于数学活动经验的

“三角形的特性”教学

中国专业学位

教学案例中心
》

案例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2018
《如何引导学生探究三

角形内角和》

中国专业学位

教学案例中心

案例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学

生

成

果

2015

首届全国全日制教育硕

士小学教育专业教学技

能大赛语文组

一等奖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5

全国首届全日制教育硕

士小学教育专业教学技

能大赛数学组

一等奖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5

全国首届全日制教育硕

士小学教育专业教学技

能大赛英语组

一等奖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5

全国首届全日制教育硕

士小学教育专业教学技

能大赛科学组

一等奖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7

第二届全国全日制教育

硕士小学教育专业教学

技能大赛数学组

一等奖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7

第二届全国全日制教育

硕士小学教育专业教学

技能大赛英语组

一等奖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7

第二届全国全日制教育

硕士小学教育专业教学

技能大赛科学组

二等奖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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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三届全国全日制教育

硕士小学教育专业教学

技能大赛英语组

一等奖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8

第三届全国全日制教育

硕士小学教育专业教学

技能大赛数学组

一等奖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8

第三届全国全日制教育

硕士小学教育专业教学

技能大赛语文组

三等奖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05 年 7 月 实践检验期: 14年

完成：2019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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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

一、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

特等奖（2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者 所在单位 其他成果持有人

1
走向世界的中国数学教育——义务教育
阶段数学课程改革的上海经验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

2
基于学科育人功能的课程综合化实施与
评价

重庆市巴蜀小学校

一等奖（50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者 所在单位 其他成果持有人

1 成志教育：小学立德树人的校本实践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2
中小幼名优教师学习与发展双向互助合
作模式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 郭华，周作宇

6 



二等奖（400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人 完成单位

1
“本硕一体·全科·融通”的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模
式改革实践

吕立杰，陈旭远，解书，马云鹏，唐丽芳，于伟 东北师范大学

2
“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全方位体
育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刘波，马新东，赵青，刘静民，胡凯 清华大学

3 地方师大师范生多元培养的综合改革与实践
杜伟，任立刚，杨洋，黄砾卉，李松林，黄伟，卢
永平，蒋伯瀚，官米佳，王珂，毕剑，李志全，黄
燕，曹艺，张红

四川师范大学

4
优秀乡村小学教师培养补充机制创新与实践
——基于乡村教育振兴的“一师方案”

彭小奇，刘志敏，蒋蓉，陈梦稀，佘向军，肖湘愚，
童小娇，侯蓉，江正云，蔡海军，王建平，杨家福，
邓素文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5
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体育类专业人才培养
“南体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史国生，严海平，邹国忠，宋燕，夏菁，沈鹤军，
袁野，孙飙，吴晓红，于翠兰

南京体育学院

6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联盟教师教育“共同体”人
才培养的创新与实践

蒋永文，马力，陈新，匡锦，王鉴，李天凤，罗明
东，章新，浦虹，解永刚，段利华，王全，王石华，
杨明宏，马丽娟，董大校，赵周，李玲

云南师范大学，楚雄师范学院，玉溪师
范学院，曲靖师范学院，昆明学院，大
理大学，红河学院，丽江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昭通学
院，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保山学院，文
山学院，普洱学院

7
以人格养成为引领的卓越体育教师培养体系
探索与实践

曹莉，韩春利，李思民，周芳，陈家起，李峰，杜
高山，周跃辉，王加新，郑亚淼，李士建，朱磊，
刘翔，王凯，解毅飞

曲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7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人 完成单位

8
基于大教学观的地方综合性大学融通育人模
式实证研究

郭健，王培光，刘卫萍，张秋山，单耀军，王英龙，
梁巍

河北大学

9
浙派名师引领下“三维六环”卓越小学全科教
师培养模式探索

童富勇，孙德芳，叶哲铭，肖正德，王强 杭州师范大学

10
创建五阶段递进式教师教学培养体系 打造
一流师资队伍 引领西部教师发展

马知恩，王小力，鲍崇高，张健，雷利利，赵欣，
李远康，左莹莹，董喆，张明，李宏荣，吉康敏，
朱继洲，胡奈赛

西安交通大学

11 德业双修：卓越教师培养的实践与创新
童世骏，周傲英，雷启立，唐玉光，周彬，吴薇，
吴成领，丁旵明，艾东升，谭红岩，苟健，吴平颐，
陆蓉蓉，杨艳红，林德龙

华东师范大学

12
面向未来的“三维度•一体化”卓越教师培养
实践研究

郑国民，王洛忠，李艳玲，魏锐，张弛，杜春光，
马东瑶，王蔷，曹一鸣，朱旭东

北京师范大学

8 



2018 年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浙派名师引领下“一站六环”小学教育硕士培养模式探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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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双核

结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小学教育）培养模式

11 



2014 年浙江省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小学

教育专业“多元结合、多维互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与实践

12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国家级）《特级教师专业特征

与成长规律研究（BHA100054）》结题证书

13 



2012 年浙江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推进课程实施的中

小学教师专业能力研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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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杭师大办字〔2012〕23 号

关于公布杭州师范大学第七届教学成果
获奖结果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根据杭师大办字〔 2012〕11 号文件要求，教务处组织

校外专家对各学院（部）申报的 2008 年以来的教学成果进

行了评审，经异议公示后，共评出校级教学成果奖 41 项 ，

其中校级一等奖 16 项、校级二等奖 25 项，现予以公布。

特此通知。

附件：杭州师范大学第七届教学成果获奖项目名单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2 年 8 月 27 日印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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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杭州师范大学第七届教学成果获奖项目名单

序

号
学院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获奖

等级

1 理学院
物理课程群优化整合与教学
模式综合改革研究及其实践

蔡建乐、詹士昌、杨建宋 、
方华基、庄 飞

校级
一等奖

2
生命与环境
科学学院

本科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培养
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王慧中、薛大伟、吴剑丙 、
金岳祥、徐祥彬、钱永生

校级
一等奖

3 音乐学院
搭建“中国传统音乐”课程
“多重互动”教学平台的研
究与实践

田耀农、孟凡玉、南鸿雁
校级
一等奖

4 音乐学院
“旨在提高音乐专业课程教
学实效的改革模式探索”

杨九华、田耀农、叶坚琳 、
闫俊丽、郑 平、沈玉雯

校级
一等奖

5
体育与健康

学院
民族民间体育课程开发与教
学创新研究

徐金尧、徐文立、朱敬东 、
黄忠兴、卢竞荣

校级
一等奖

6 外国语学院
创建师资培育模式，全面发
展师范生教学技能

刘齐宣、邵俊宗、刘喜文 、
李 毅、沈昌洪

校级
一等奖

7 初等教育学院
服务于基础教育的小学教师
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徐丽华、杨欢耸、顾九华 、
刘 瑛、袁德润

校级
一等奖

8 临床医学院
以培养临床技能和临床思维
能力为核心的妇产科学教学
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姚济芬、王水英、韦兰芳 、
褚红女、傅晓敏

校级
一等奖

9
材料与化学
化工学院

高师化学化工专业有机化学
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章鹏飞、刘方明、郑卫新 、
陶 兰、郑 辉

校级
一等奖

10
阿里巴巴商

学院

深化校企合作，探索电子商
务创新创业型本科人才培养
的新路径

章剑林、梁春晓、张 佐 、
徐 青、吴吉义、郦 瞻 、
林慧丽、陈长彬

校级
一等奖

11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
学院（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地方本科高校培养服务外包
人才的探索与创新实践

詹国华、陈永强、祝建中 、
虞 歌、仇 琳、张 佳 、
郑天翔、晏 明

校级
一等奖

12
继续（成人）
教育学院

浙派名师成长规律及培训模
式的研究与创新

童富勇、叶哲铭、江 平 、
王秀玲、滕 云

校级
一等奖

13 钱江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专业综合实
训的研究与实践

周建国、夏江峰、田雨、
费骥慧、童晓平

校级
一等奖

14 学校
现代服务业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探索与实践

叶高翔、王利琳、詹国华 、
章剑林、季诚钧

校级
一等奖

15 学校
基于“深度介入基础教育”
的在职教师教育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林正范、项红专、孙德芳 、
徐丽华、叶哲铭

校级
一等奖

16 学校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体系的构
建与实践

王利琳、丁东澜、陈 星 、
胡绍华、凌明路、夏一鹏 、
黄岳杰

校级
一等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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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院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获奖

等级

17 理学院
数学师范专业教学资源建设及
其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研究

叶立军、沈忠华、虞旦盛 、
林永伟

校级
二等奖

18 音乐学院
《西方音乐史》课程结构的
改革与实践研究

朱宁宁、杨九华
校级
二等奖

19 音乐学院
课程与乐团建设为一体，育
人与技能训练相融合——民
乐合奏课教学模式改革

杜竹松、王 同、丁东澜 、
杨 磊

校级
二等奖

20
体育与健康学

院
大学生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的实践与探索

曹士云、白 莉
校级
二等奖

21 美术学院 《广告摄影》课程教学研究 韩程伟
校级
二等奖

22 美术学院 大学公共书法教学
莫小不、夏一鹏、翁志飞 、
王中焰、倪旭前

校级
二等奖

23 外国语学院
反思性教学模式下职前英语
教师教育实践课程群的建构

谢 萍、骆 琤、崔义平 、
来 赟、古 良、陈宇锋

校级
二等奖

24 外国语学院
直接法与语法翻译法创新结
合的教学模式改革

王 忻、姚 婕、李惠娟 、
刘琛琛、诸飞燕、田 苗

校级
二等奖

25 外国语学院
以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为中心
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

石雅芳、段凯莉、林 盛 、
陈忆玮、李玉华、卢已均

校级
二等奖

26 政治经济学院
“学生为本 能力取向建设”的
社会工作综合实训模式探索

郑 蓉、王淑玲、张祥晶 、
张 超

校级
二等奖

27 政治经济学院 教书育人与通识课程 邓新文
校级
二等奖

28 教育科学学院
构建“实践性课堂”，提升
师范生应对基础教育改革能
力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周志毅、蔡亚平、温正胞 、
王 强、李双玲

校级
二等奖

29 教育科学学院
《实验心理学》研究性实验
教学改革

傅亚强、田学红、程素萍
校级
二等奖

30 经亨颐学院 高校学科竞赛管理系统
黄超翔、盛 磊、姜华强 、
潘 红、孟斐宇、顾海春 、
诸 彬

校级
二等奖

31 临床医学院
培养高质量临床医学本科人
才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李国熊、章伟群、侯效民 、
王为民、许雪溢

校级
二等奖

32 护理学院
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导向
的《急危重症护理学》课程
改革与实践

许 虹、倪国华、袁晓红 、
徐建宁、汪建国

校级
二等奖

33 护理学院
基于自我导向学习的开放式
实验教学模式研究

曹梅娟、丁雪梅、范亚峰 、
张 仁、陈方烨

校级
二等奖

34 护理学院
创建新型护理教育模式，培
养国际化《健康促进》人才

章彩芳、尹 萍、付 伟 、
来 红

校级
二等奖

35 健康管理学院
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培养
方案优化研究

许亮文、李宇阳、张良吉 、
徐洁蕾

校级
二等奖

36 基础医学部
CPBL 在《人体解剖学》、《生
理学》、《病理生理学》教
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陈维亚、李国熊、顾秀娟 、
田菊霞 、刘传飞

校级
二等奖

37 基础医学部
以“免疫学和病原生物学”
教学为例，构建创新实践型

史丽云、黄 茵、韦跃宇 、
蔡玲斐、钟石根、何海根 、

校级
二等奖

17 



- 4 -

序

号
学院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获奖

等级

基础医学教学新模式 冯雪鸣、严 杰

38
材料与化学
化工学院

“有机化学双语教学”的研
究与创新实践

吴 静、李万梅、郑 辉 、
李世军

校级
二等奖

39
材料与化学
化工学院

融合多学科知识体系的实验
型通识课程的建立与教学新
模式的实践

李旭玫、叶美英、史丽云 、
解 宇、汪 皓

校级
二等奖

40 社会科学基础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放式
教学模式的的探索与实践

蔡海榕、徐小明、赵春华 、
周 玲、傅德田、张海如 、
徐 敏

校级
二等奖

41
继续（成人）
教育学院

终身学习时代成人高等教育
信息化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周春儿、周伟芳、王军芬 、
张向荣、杜琼辉、宁晨凯

校级
二等奖

18 



浙派名师暨全国名师经
典课堂教学实录反思与
点评精编（光盘 180 张）

著作《特级教师专业
特征与成长规律》

著作《教师学力研究》《教师胜任力发展模式论》《美
国中小学卓越教师职前培养的质量保障机制研究》
《教学文化变革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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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11/201412/t20141209_182218.html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有关高

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教师〔2014〕5 号）和

有关申报遴选要求，经高等学校申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专家会议遴选，

并经网上公示，确定华东师范大学“德业双修的卓越中学教师开放式养成计划”

等 80 个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具体名单见附件）。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有关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实施工作，按照相

关政策要求和项目方案，精心筹划，周密安排，在招生选拔、高校与地方政府和

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三位一体”协同培养机制、

人才培养模式、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在经费投入、政策支持等方

面提供有力保障，确保改革项目顺利实施。

二、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以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为契机，整体推动

教师教育改革，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提高教师培养质量。要加强对改革

项目承担高校的指导，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并对参与改革项目的中小学在

办学投入、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倾斜。

三、教育部委托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卓越教师培养

计划改革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专家委员会负责改革项目

的指导、咨询服务等。实行改革项目承担高校动态调整机制，对卓越教师培养计

划实施效果进行定期检查，对实施成效显著的，予以相关倾斜支持；对检查不合

格的，将取消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承担资格。

附件：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名单.doc
教育部办公厅

2014年 12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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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件

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名单

一、卓越中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序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1 华东师范大学
德业双修的卓越中学教师开放式养成

计划

2 北京师范大学
本硕一体化的卓越中学教师培养模式

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

3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协同、追求融合的卓越中学教师

培养模式改革探索

4 西南大学
“三段五级”UGIS卓越中学教师培养

模式创新与改革实践

5 华中师范大学 卓越中学数字化教师培养

6 陕西师范大学
基于“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的卓越中

学教师培养体系建设

7 首都师范大学
创建教师教育协同发展机制 探索卓

越中学教师培养模式

8 华南师范大学
卓越中学教师“三位一体”协同培养模

式的理论与实践

9 浙江师范大学
基于UGS教育共同体的实践创新型中

学卓越教师培养

10 南京师范大学 地方高师本硕贯通教师教育模式探索

11 福建师范大学 基于“名师实验班”培养模式，探索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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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越中学教师培养新路径

12 江苏师范大学
“三位一体”协同培养中学卓越教师的

探索与实践

13 西北师范大学 语数外卓越中学教师培养改革

14 湖南师范大学
4+2本科-教育硕士一体化卓越中学教

师培养模式改革

15 河北师范大学
实践型教师教育——河北师范大学卓

越教师培养计划

16 山东师范大学
实践取向本硕一体化的卓越中学化学

教师培养研究与实践

17 安徽师范大学 卓越中学语文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18 云南师范大学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卓越中学教师培养

模式改革

19 哈尔滨师范大学 打造“精品师范”，培养“卓越教师”

20 上海师范大学 语文教师教科一体化培养

21 四川师范大学
西部复合型卓越中学教师培养综合改

革项目

22 河南大学 本硕一体化卓越中学教师培养计划

23 贵州师范大学 卓越中学数学教师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24 江西师范大学
基于专业领导力的中学高端教师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实践

25 山西师范大学
实践取向的本硕一体化卓越中学生物

教师培养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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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序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1 东北师范大学
全科型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建构

与实践

2 首都师范大学 小学卓越教师培养路径的研究与探索

3 天津师范大学
“U-G-S”模式下小学教育专业多能型、

研究型教师培养探索

4 上海师范大学 面向教育国际化的卓越小学教师培养

5
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
公费定向农村卓越小学教师培养

6 杭州师范大学
师德•师能•师艺并重的小学卓越全科

教师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7 大连大学
“1+X”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模式改革研

究

8 重庆师范大学
基于 UGIS联盟的卓越小学全科教师

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9 南通大学
定向培养初中起点多科型小学本科卓

越教师模式探索

10 临沂大学
“校地联盟”协同培养农村小学卓越教

师新模式的探索

11 哈尔滨学院
协作共同体模式的探究与实践——基

于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改革的诉求

12 吉林师范大学 “全科发展，学有专长”的卓越小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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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培养模式创新设计

13 华南师范大学
卓越小学教师“学训研”共同体协同培

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14 内蒙古科技大学
构建民族地区“三位一体”小学卓越教

师培养机制的实践与探索

15 贵州师范大学 卓越小学全科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16 楚雄师范学院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卓越小学教师培养

模式改革与实践

17
陇南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基于“实践取向”的卓越小学教师培养

研究

18 青海师范大学
西部农牧区卓越小学全科教师培养项

目

19 海南师范大学
综合型卓越小学教师培养理论与实践

研究

20 合肥师范学院 卓越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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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序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1 南京师范大学 鹤琴之旅——研究型幼儿园教师培养

2 浙江师范大学 保教融合的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

3 北京师范大学
“优能型”幼儿园教师培养体系的探索

与构建研究

4 四川师范大学
研究实践型卓越幼儿园教师融合培养

项目

5 华中师范大学
中澳合作办学——国际性卓越幼儿园

教师培养模式探索

6
徐州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卓越男幼儿园教师培养模式改革与实

践

7 长沙师范学院 实施“2+4”模式，优化幼儿园教师培养

8
贵阳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基于园校共融理念的幼师分园实践研

究

9 西北师范大学 西部幼教精英培养计划

10 江西师范大学
基于“六 P式素养结构模型”的卓越幼

儿园教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11
泉州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卓越学前教育双语师资闽台协同培养

计划

12 沈阳师范大学
贯通式“三性合一”卓越幼儿教师培养

计划

13 福建幼儿师范高 “教学研训一体，全程能力递进”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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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科学校 协同培养卓越幼儿园教师

14 陕西师范大学
基于“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的卓越幼

儿园教师培养体系建设

15 内蒙古师范大学
民族地区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体系综

合改革

16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省幼儿教师卓越化培育工程——

两校联合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探索

17 广西师范大学
民族地区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创新实

践

18
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

职前职后融通的“双导师制”学前师资

培养

19 山东女子学院
幼儿园教师协同培养综合改革的研究

与实践

20 西南大学
“三级立体大课堂”卓越幼儿园教师行

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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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序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1 同济大学
国际合作背景下中职师资“四位一体”

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

2
天津职业技术师

范大学

“四位一体”协同培养硕士层次“双师

型”卓越师资的改革与实践

3
江西科技师范大

学
“双师型”电子信息类职教师资培养

4
吉林工程技术师

范学院

“校-企-校”协同育人、“一-二-三课堂”

立体设计——卓越职教师资自动化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5
天津职业技术师

范大学
卓越职教师资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6 浙江工业大学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理实交替式”卓越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探索与实践

7 湖北工业大学 中职“双师型”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8
河南科技学院 农科类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改

革与实践

9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基于“TLD-T”理念的美术与设计类卓

越中职教师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

践

10 湖南师范大学
卓越中职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专业教

师本硕一体化培养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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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卓越特殊教育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序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1 华东师范大学
特殊教育知识技能与学科教育教学

融合培养机制研究

2 重庆师范大学
复合型卓越特殊教育教师培养改革

与实践

3
南京特殊教育职

业技术学院

医教结合、学科融合的复合型特殊教

育卓越教师培养

4 郑州师范学院

地方师范院校与医学院校、特殊教育

学校联合培养卓越特教教师的改革

与实践

5 泉州师范学院
跨学科多领域协同培养卓越特殊教

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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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公布浙江省高校“十三五”优势专业建设项目的通知

【浏览字体：大 中 小 】发布时间：2016-12-16 15:39:12 点击数量:7724

浙教高教〔2016〕164 号

各普通高校：

为推动普通高校专业建设提升水平、彰显特色，促进全省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特色发展，

根据我厅《关于开展高校“十三五”优势特色专业建设的通知》（浙教高教〔2016〕106 号）

精神，经学校申报、专家评议、我厅审核，确定中国美术学院的绘画等 150 个本科专业和浙

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中药学等 150 个高职（高专）专业为浙江省高校“十三五”优势专业

建设项目，现予公布（详见附件）。

实施“十三五”优势专业建设项目，旨在改善专业基础条件，加强专业师资队伍，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专业办学模式，强化专业社会服务。希望各高校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

心地位，结合自身的办学定位和学科特色，注重内涵发展，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促进人才培

养水平的整体提升，加快形成和强化在省内外同层次同类型专业中的领先优势，引领示范本

校其他专业或同类高校相关专业的改革与建设。希望各优势专业建设项目负责人切实担负起

建设责任，积极探索，加强管理，努力提高建设成效。入选项目实行动态调整的建设机制，

建设中期将组织开展检查评估，检查评估不合格的建设项目将中止建设计划并取消建设资

格。建设期满将组织终期验收。验收将严格对照项目建设计划，对照评价标准，并积极采用

第三方评价，全面考查建设任务达成情况。验收通过后授予浙江省普通高校“十三五”优势

专业称号。

附件：浙江省高校“十三五”优势专业建设项目名单

浙江省教育厅

2016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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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省高校“十三五”优势专业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本科院校

1 中国美术学院 130402 绘画

2 中国美术学院 130401 美术学

3 中国美术学院 130406T 中国画

4 中国美术学院 130405T 书法学

5 中国美术学院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6 中国美术学院 130403 雕塑

7 中国美术学院 130506 公共艺术

8 中国美术学院 130507 工艺美术

9 中国美术学院 130310 动画

10 中国美术学院 082801 建筑学

11 浙江工业大学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12 浙江工业大学 120201K 工商管理

13 浙江工业大学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4 浙江工业大学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 浙江工业大学 080902 软件工程

16 浙江工业大学 080801 自动化

17 浙江工业大学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18 浙江工业大学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19 浙江工业大学 081302 制药工程

20 浙江工业大学 081001 土木工程

21 浙江工业大学 082502 环境工程

22 浙江工业大学 080201 机械工程

23 浙江工业大学 070302 应用化学

24 浙江工业大学 083001 生物工程

25 浙江工业大学 070202 应用物理学

26 浙江工业大学 050101 汉语言文学

27 浙江师范大学 050101 汉语言文学

28 浙江师范大学 040106 学前教育

29 浙江师范大学 050201 英语

30 浙江师范大学 040104 教育技术学

31 浙江师范大学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32 浙江师范大学 120801 电子商务

33 浙江师范大学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34 浙江师范大学 070201 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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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浙江师范大学 070301 化学

36 浙江师范大学 071102 应用心理学

37 浙江师范大学 071001 生物科学

38 宁波大学 050201 英语

39 宁波大学 040201 体育教育

40 宁波大学 040107 小学教育

41 宁波大学 030101K 法学

42 宁波大学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43 宁波大学 020301K 金融学

44 宁波大学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5 宁波大学 080703 通信工程

46 宁波大学 081001 土木工程

47 宁波大学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48 宁波大学 100201K 临床医学

49 宁波大学 090601 水产养殖学

50 浙江理工大学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51 浙江理工大学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52 浙江理工大学 081601 纺织工程

53 浙江理工大学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4 浙江理工大学 081602 服装设计与工程

55 浙江理工大学 081701 轻化工程

56 浙江理工大学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5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20203K 会计学

5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20301K 金融学

6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6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902 软件工程

6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903 网络工程

6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703 通信工程

65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801 自动化

6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6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702 电子科学与技术

6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69 浙江工商大学 050201 英语

70 浙江工商大学 020301K 金融学

71 浙江工商大学 030101K 法学

72 浙江工商大学 120203K 会计学

73 浙江工商大学 020102 经济统计学

74 浙江工商大学 120202 市场营销

75 浙江工商大学 120801 电子商务

76 浙江工商大学 120201K 工商管理

77 浙江工商大学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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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浙江工商大学 082502 环境工程

79 浙江工商大学 0827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80 中国计量大学 120201K 工商管理

81 中国计量大学 080301 测控技术与仪器

82 中国计量大学 080801 自动化

83 中国计量大学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84 中国计量大学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85 中国计量大学 08070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86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0501K 中医学

87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0201K 临床医学

88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0502K 针灸推拿学

89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0801 中药学

90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1101 护理学

91 浙江海洋大学 081901 船舶与海洋工程

92 浙江海洋大学 090602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93 浙江海洋大学 070702 海洋技术

94 浙江农林大学 120301 农林经济管理

95 浙江农林大学 082402 木材科学与工程

96 浙江农林大学 090501 林学

97 浙江农林大学 090201 农业资源与环境

98 浙江农林大学 090102 园艺

99 温州医科大学 082601 生物医学工程

100 温州医科大学 100204TK 眼视光医学

101 温州医科大学 100201K 临床医学

102 温州医科大学 100701 药学

103 温州医科大学 101101 护理学

104 温州医科大学 101001 医学检验技术

105 温州医科大学 100301K 口腔医学

106 浙江财经大学 020301K 金融学

107 浙江财经大学 020101 经济学

108 浙江财经大学 120203K 会计学

109 浙江财经大学 020201K 财政学

110 浙江财经大学 020102 经济统计学

111 浙江财经大学 120204 财务管理

112 浙江财经大学 020202 税收学

113 浙江财经大学 030101K 法学

114 浙江科技学院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115 浙江科技学院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116 浙江传媒学院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117 浙江传媒学院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118 浙江传媒学院 050302 广播电视学

119 浙江传媒学院 080707T 广播电视工程

120 嘉兴学院 100201K 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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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浙江外国语学院 120901K 旅游管理

122 浙江万里学院 120601 物流管理

123 浙江树人学院 120202 市场营销

124 杭州师范大学 050101 汉语言文学

125 杭州师范大学 050201 英语

126 杭州师范大学 040107 小学教育

127 杭州师范大学 060101 历史学

128 杭州师范大学 040201 体育教育

129 杭州师范大学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130 杭州师范大学 120801 电子商务

131 杭州师范大学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2 杭州师范大学 071001 生物科学

133 温州大学 040107 小学教育

134 温州大学 080903 网络工程

135 温州大学 080201 机械工程

136 温州大学 070301 化学

137 温州大学 071001 生物科学

138 衢州学院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9 绍兴文理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140 湖州师范学院 040107 小学教育

141 湖州师范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142 台州学院 081302 制药工程

143 宁波诺丁汉大学 120204 财务管理

144 丽水学院 130202 音乐学

145 宁波工程学院 081001 土木工程

146 浙江警察学院 030602K 侦查学

147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050209 朝鲜语

148 宁波大红鹰学院 120204 财务管理

149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081101 水利水电工程

150 浙江音乐学院 130202 音乐学

高职高专院校

1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620302 中药学

2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90202 药品生产技术

3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90204 药品质量与安全

4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5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00209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00202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7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10301 通信技术

8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00301 航海技术

9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30702 汽车营销与服务

10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30903 物流管理

11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620201 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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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畜牧兽医

13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56010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4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610102 应用电子技术

15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670102K 学前教育

16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650101 艺术设计

17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18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6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9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5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20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21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670202 商务英语

22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630903 物流管理

23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80109 鞋类设计与工艺

2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302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26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650108 服装与服饰设计

27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28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630701 市场营销

29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600405 空中乘务

30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640105 酒店管理

31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640102 导游

32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640301 会展策划与管理

33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640104 景区开发与管理

34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670207 旅游日语

35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640205 西餐工艺

36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580410 服装设计与工艺

37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205 精细化工技术

38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园艺技术

39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103 数控技术

40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7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41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610211 信息安全与管理

42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650120 动漫设计

43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44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60302 电气自动化技术

45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6010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46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10102 应用电子技术

47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48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60103 数控技术

49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60118 工业设计

50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10102 应用电子技术

51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52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60209 影视动画

53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30701 市场营销

54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402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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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650111 环境艺术设计

56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640203 烹调工艺与营养

57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630302 会计

58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650204 戏曲表演

59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650207 舞蹈表演

60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650219 音乐表演

61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6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62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670202 商务英语

63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630302 会计

64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630201 金融管理

65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630501 国际贸易实务

66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630205 保险

67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630206 投资与理财

68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630701 市场营销

69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90107 食品营养与检测

70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640301 会展策划与管理

71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72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630302 会计

73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630501 国际贸易实务

7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630701 市场营销

75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76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40503 建筑经济管理

77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78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79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园林工程技术

80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80406 纺织品设计

81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650108 服装与服饰设计

82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83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303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84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640101 旅游管理

85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630501 国际贸易实务

8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6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87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6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88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89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502 工程造价

90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60103 数控技术

91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60302 电气自动化技术

92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93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6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94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10203 计算机信息管理

95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50105 产品艺术设计

96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90101 社会工作

97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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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305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99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620201 护理

100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650101 艺术设计

101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药品生产技术

102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610207 动漫制作技术

103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103 数控技术

104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80109 鞋类设计与工艺

105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610205 软件技术

106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光电制造与应用技术

107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6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8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560302 电气自动化技术

10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680601K 刑事执行

110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680702 安全防范技术

111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680503 法律事务

112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680604K 司法警务

113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680705K 司法信息安全

114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607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15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6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16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630903 物流管理

117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118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630506 报关与国际货运

119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630201 金融管理

120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620201 护理

121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园艺技术

122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650101 艺术设计

123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640101 旅游管理

124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670203 应用英语

125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园林工程技术

126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林业技术

127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670301 文秘

128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630302 会计

129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园艺技术

130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31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650108 服装与服饰设计

132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6010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33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6305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134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135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40502 工程造价

136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80410 服装设计与工艺

137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138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610102 应用电子技术

139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600301 航海技术

140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107 园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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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670401 运动训练

142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610306 光通信技术

143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550201 水利工程

144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650111 环境艺术设计

145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607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46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660203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147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302 动物医学

148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6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49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园林技术

150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640202 烹调工艺与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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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财政厅，教育部高教司、职成司。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6年 12月 16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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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政办发〔２０１７〕９３
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

第二批省重点建设高校名单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省政府决定启动第二批省重点高校建设，同意省教育厅推选

的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农林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二批省重点建设

高校。第二批省重点建设高校以优势特色学科为遴选依据和建设

基础，共涉及 １１ 个学科。

列入第二批省重点建设的高校，要根据相关文件精神，聚焦优

势特色学科，认真制订 ５ 年建设规划，报省教育厅审核同意后实

施。省教育厅要会同省财政厅每年组织开展对省重点建设高校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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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评估，并将结果报省政府。

附件：第二批省重点建设高校及优势特色学科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

（此件公开发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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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批省重点建设高校及优势特色学科名单

序号 学　 校 优势特色学科

１ 浙江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纺织科学与工程

２ 浙江工商大学
统计学

工商管理

３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中药学

４ 浙江农林大学 林学

５ 温州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药学

６ 浙江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７ 杭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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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法院，省

检察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５ 日印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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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名师网 http://www.zpm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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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富勇浙派名师工作室网

http://yun.zjer.cn/index.php?r=studio/index&sid=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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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的名师工作室：童

富勇浙派名师工作室

1、申请成员须提供真实信息，名师对学员的真实身份须进行核实，并对其在浙江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的资源、信息和行为负有监管责任。

2、外省成员须承诺：本人提供的信息真实，不利用帐号开展违反政策、法律和社会公德

的行为，一经查实，愿意接受处理。

3、浙江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因名师申请对外省学员提供有限服务，并努力提升服务

质量，但不承诺对外省帐号的稳定和持续服务，保留视平台发展情况变更服务的权利。

审核通过人员

序号 姓名 账号 所在高校或省份+学校名称（全称） 性别 加入者的身份

1 张宫达 t_zhanggongda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2 党旗 t_dangq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3 姜子豪 t_jiangzihao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4 谷亚 t_guya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5 何秋玥 t_heqiuyue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6 连秀青 t_lianxiuqi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7 冯婷 t_fengting002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8 张婷 t_zhangting002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9 李厉君 t_lilijun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0 张娟 t_zhangjuan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1 钟生慧 t_zhongshenghu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2 候佳敏 t_houjiami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3 刘志强 t_liuzhiqia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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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潘慧 t_panhu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5 何晓微 t_hexiaowe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6 廖娟 t_liaoju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7 刘志 t_liuzh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18 蔡琪琪 t_caiqiq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9 任晋 t_renji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20 赵方祎 t_zhaofangy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21 温振丽 t_wenzhenl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22 章琨 t_zhangku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23 刘海洋 t_liuhaiya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24 张太志 t_zhangtaizh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25 赵星星 t_zhaoxingx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26 吴滕 t_wute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27 罗青意 t_luoqingy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28 何贤 t_hexi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29 林苏婵 t_linsuch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30 文媚 t_wenme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31 李玲玲 t_lilingl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32 郭佩佩 t_guopeipe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33 王倩雯 t_wangqianwen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34 张康 t_zhangkang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35 马巧茸 t_maqiaoro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36 孙长芝 t_sunzhangzh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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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许林盛子 t_xlsz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38 柯露 t_kelu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39 孙芳 t_sunfa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40 康语桐 t_kangyuto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41 孙玉娟 t_sunyuju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42 蔡玲 t_cail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43 周妙妙 t_zhoumiaomiao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44 俞姝轶 t_yushuyi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45 赵春梅 t_zhaochunme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46 毛雯澄 t_maowenche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47 张佳莉 t_zhangjial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48 沈佳 t_shenjia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49 吴晶 t_wuj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50 沈寅盈 t_shenyiny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51 郑玲霞 t_zhenglingxia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52 童慧丹 t_tonghuid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53 黄如意 t_huangruy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54 张丹萍 t_zhangdanping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55 高晓芬 t_gaoxiaofe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56 沈露苔 t_shenluta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57 钱丽娜 t_qianlina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58 张思琼 t_zhangsiqio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59 严森倩 t_yansenqian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65 



60 王文洁 t_wangwenjie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61 林莹 t_linying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62 朱俐俐 t_zhulil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63 凌丹虹 t_lingdanho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64 刘玲 t_liuling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65 陶勇艳 t_taoyongyan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66 朱林玉 t_zhulinyu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67 周淑芬 t_zhoushufe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68 范芳 t_fanfa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69 尚梦珂 t_shangmengke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70 杨甜甜 t_yangtianti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71 冯利娜 t_fenglina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72 蔡典睿 t_caidianru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73 孔彤彤 t_kongtongto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74 刘梦影 t_liumengy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75 陈俊水 t_chenjunshui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76 尹雪婧 t_yinxuej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77 曾薪颖 t_zengxiny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78 朱城城 t_zhuchengche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79 陈雨薇 t_chenyuwe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80 程海涛 t_chenghaitao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81 莫利娟 t_moliju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82 程奕诗 t_chengyish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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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陈逸驰 t_chenyich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84 苏子洋 t_suziya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85 周栓栓 t_zhoushuanshu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86 李晓旭 t_lixiaoxu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87 豆芹兰 t_douqinl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88 刘蕊 t_liurui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89 韩蕊 t_hanrui002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90 杨琬迪 t_yangwand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91 陈芊芊 t_chenqianqian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92 彭引 t_pengyi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93 向嘉欣 t_xiangjiaxi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94 刘四晨 t_liusiche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95 李娟 t_lijuan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96 刘会娟 t_liuhuiju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97 金亚芳 t_jinyafa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98 宋欣奕 t_songxiny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99 缪柳芬 t_mouliufe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00 张又予 t_zhangyouyu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01 陈思 t_chens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02 徐帆 t_xuf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03 董瑞欣 t_dongruixi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04 黄婕 t_huangjie005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05 孙中艳 t_sunzhongy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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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陶胜男 t_taoshengn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07 马陆一首 t_mlys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08 金凯莉 t_jinkail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09 张东琛 t_zhangdongche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10 陈弘 t_chenhong002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11 金伊梦 t_jinyime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12 冯晓倩 t_fengxiaoqi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13 吴佳煜 t_wujiayu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14 陈静 t_chenjing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15 刘亚杰 t_liuyajie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16 林熠 t_liny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17 郑若南 t_zhengruon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18 郭雨晴 t_guoyuqing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19 李倩 t_liqian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20 潘智婷 t_panzhit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21 叶国钢 t_yeguoga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122 刘燕芳 t_liuyanfa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23 裴淑芬 t_peishufe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24 郭祥雪 t_guoxiangxue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25 李春燕 t_lichuny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26 王丽 t_wangli002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27 杨婷 t_yangting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28 常婷 t_changt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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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李美晴 t_limeiqing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30 樊佳佳 t_fanjiajia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31 马丽钦 t_maliqi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32 邓莉 t_dengl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33 汪雪娜 t_wangxuena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34 张芮 t_zhangrui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35 丁晓梅 t_dingxiaome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36 林春雅 t_linchunya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37 周晓优 t_zhouxiaoyou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38 陈晴 t_chenq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39 吴婷婷 t_wutingt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40 周伟杰 t_zhouweijie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141 郑报 t_zhengbao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142 赵雪 t_zhaoxue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43 闫晶晶 t_yanjingj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44 龙妍 t_longy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45 吴梦婕 t_wumengjie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46 罗萃 t_luocu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47 张华 t_zhanghua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48 周炜滢 t_zhouweiy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49 王洪宇 t_wanghongyu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150 李赟 t_liyun002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51 潘冰凌 t_panbingl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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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杜佳慧 t_dujiahu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53 刘杨 t_liuyang002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54 朱亦翾 t_zhuyixu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55 燕茹 t_yanru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56 李攀攀 t_lipanp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57 杨静 t_yangjing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58 袁洁 t_yuanjie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59 王运弘 t_wangyunho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160 朱静 t_zhujing00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61 郑嘉慧 t_zhengjiahui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62 颜士鹏 t_yanshipe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163 商庆义 t_shanyiqi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男 研究生

164 吴珍婷 t_wuzhenting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65 丁鑫 t_dingxi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66 罗晓娟 t_luoxiaoju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167 蒋晗 t_jianghan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女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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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

全国教育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案  例  名  称：

201704510048案  例  编  号：

李国强(杭州师范大学)
楼朝光(未知)

案  例  作  者：

2017年12月22日入  库  时  间：

基于数学活动经验的“三角形的特性”教学

证书编号：CCC201704510048

中 国 专 业 学 位 教 学 案 例 中 心
案 例 入 库 证 书

专业学位类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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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

全国教育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案  例  名  称：

201704510045案  例  编  号：

王雁琳(杭州师范大学)案  例  作  者：

2017年12月22日入  库  时  间：

体育课上学生受伤,谁担责？

证书编号：CCC201704510045

中 国 专 业 学 位 教 学 案 例 中 心
案 例 入 库 证 书

专业学位类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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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

全国教育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

案  例  名  称：

201804510064案  例  编  号：

李国强(杭州师范大学)案  例  作  者：

2018年4月2日入  库  时  间：

如何引导学生探究三角形内角和？

证书编号：CCC201804510064

中 国 专 业 学 位 教 学 案 例 中 心
案 例 入 库 证 书

专业学位类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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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获奖成果

一．首届小教技能大赛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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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届小教技能大赛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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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届小教技能大赛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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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师大教〔2016〕22号 

 

 

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公布 2016 年教师发展学校 
示范建设项目的通知 

 

各相关学院：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教育厅关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实施

意见》（浙教师〔2014〕41 号），按照《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印发〈浙江省教师发展学校建设实施方案（试行）〉的通

知》（浙教办师〔2015〕49 号）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经研究，

决定建设 187 所教师发展学校。为进一步凸显示范效应，突出

重点建设，从中遴选 21所作为示范建设项目，现予以公布（名

单见附件）。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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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周期 

项目建设期为三年（2016 年 5 月—2019 年 4 月）。学校组

织专家进行中期检查和结项验收。 

二、建设经费 

项目建设经费根据实际需要和预算，由“杭州师范大学马

云教育基金教师发展学校建设资助项目”等给予资助，资助金

额及经费预算方案根据教务处会同相关部门及专家审定后执

行。 

三、建设要求 

（一）项目实施学院院长负责制。项目双方要成立工作小

组，制定建设工作计划，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搭建教师发展

学校专题研讨平台，进行定期研讨和工作的落实。 

（二）项目应注重实习软硬条件建设。建设期间，要着力

改善教师发展学校的实习办公、住宿等条件，完善远程同步课

堂建设，合作开展教师教育相关课题研究。 

（三）项目双方要加强教师合作研修。学院选派专家、学

者到教师发展学校开展课题研究、指导教育科研等，鼓励教师

尤其是学科教学论教师到教师发展学校挂职锻炼。教师发展学

校要为挂职教师参与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平台，为挂职锻炼等提

供场所，支持和配合挂职教师开展教育科研调查等各项工作。 

（四）项目建设应突出教育见习和实习管理。教育见习实

习期间，教师发展学校应安排专人负责学生的教育实习（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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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选派业务熟悉、责任心强的教师担任课堂教学实习、班

主任实习和教育调查的指导教师，并为实习生提供必要的教学

条件和生活条件保障，帮助解决实习中遇到的困难。 

（五）项目建设学院与其他学院要加强协同。为提高各教

师发展学校建设使用效率，负责建设的教师发展学校的学院与

其他相关学院应加强协同创新，相互提供方便，提高建设使用

效率。 

四、检查要求 

（一）合作情况。双方重视教师发展学校的建设，共同制

定实施方案，对实施情况进行督查；发展规划明晰，有每年的

实施工作计划、目标和任务，双方职责明确，措施得力；双方

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有联席会议和定期协商制度，在合作研

究、教师培养和培训方面合作密切；教师发展学校有承担见习

实习等任务，并根据实习生比例指派优秀教师担任指导教师。 

（二）组织领导。学院院长负责制，双方内部分工明确，

按照工作需要设立教学、科研、实习和培训等工作小组；整合

双方优质教师教育资源，建立教师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的基本

功能。 

（三）教师参与。建立教师深入中小学一线开展基础教育

研究、参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制度，项目可设立专门课题，

鼓励教师参与项目研究；制定明确的教师挂职和承担中小学师

资培训工作计划；要求双方教师参与学生的实习和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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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环节，学校加强实习满意度调查，以调查结果作为重要评

价指标。 

（四）教学条件。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加强和改进实习条

件，包括住宿条件、办公条件、研究条件等硬件条件，如学生

实习期间的办公环境和电脑，教师研究的场地和图书资料室，

学生实习期间的信息化教学条件，有效的改善学生实习期间的

住宿条件等。 

（五）改革创新与社会影响。在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

创新方面成果显著，获得重要的教改、科研项目或教学成果奖

项，对当地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产生重要影响，形成良好的社

会效应；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等，对教师培养、

培训、指导和服务基础教育等工作满意度高；师范毕业生就业

竞争力显著争强，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明显提高。 

 

附件：杭州师范大学教师发展学校示范建设项目一览表 

 

杭州师范大学 

2016 年 7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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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杭州师范大学教师发展学校示范建设项目一览表 
 

序号 教师发展学校名称 学校类别 
所属市、县

（市、区） 
建设学院 

1 杭州第二中学 高中 直属 理学院 

2 杭州学军中学 高中 直属 理学院 

3 杭州高级中学 高中 直属 经亨颐学院 

4 杭州第十四中学 高中 直属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5 杭州第四中学 高中 直属 体育与健康学院 

6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 直属 美术学院 

7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高中 直属 外国语学院 

8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 直属 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9 杭州第十一中学 高中 直属 体育与健康学院 

10 富阳中学 高中 富阳区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11 宁波市第四中学 高中 宁波市 美术学院 

12 嘉兴市第一中学 高中 嘉兴市 政治与社会学院 

13 东阳中学 高中 东阳市 人文学院 

14 绍兴市第一中学 高中 绍兴市 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15 湖州中学 高中 湖州市 外国语学院 

16 长兴中学 高中 长兴县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17 杭州十三中教育集团 初中 西湖区 人文学院 

18 杭州市十五中教育集团 初中 西湖区 经亨颐学院 

19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 西湖区 政治与社会学院 

20 杭州市学军小学 小学 西湖区 教育学院 

21 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 小学 西湖区 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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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6年 7月 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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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教师发展学校合同编号一览表

序号 合同编号
教师发展学校
（中小学）

学校类别
所属市、县
（市、区）

合作高校

1 JSFZG001 杭州高级中学 高中 直属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2 JSFZG002 杭州第二中学 高中 直属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3 JSFZG003 杭州第四中学 高中 直属 杭州师范大学

4 JSFZG004 杭州第十一中学 高中 直属 杭州师范大学

5 JSFZG005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 直属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6 JSFZG006 杭州第十四中学 高中 直属 杭州师范大学

7 JSFZG007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 直属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8 JSFZG008 杭州学军中学 高中 直属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9 JSFZG009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高中 直属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10 JSFZZ001 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 中职 直属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11 JSFZZ002 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 中职 直属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12 JSFZT001 杭州聋人学校 特殊教育 直属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13 JSFZY001 杭州市胜利幼儿园 幼儿园 上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14 JSFZY002 杭州市娃哈哈幼儿园 幼儿园 上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15 JSFZY003 杭州市紫阳幼儿园 幼儿园 上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

16 JSFZY004 杭州市始版桥幼儿园 幼儿园 上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17 JSFZY005 杭州市清波幼儿园 幼儿园 上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18 JSFZX001 杭州市天长小学 小学 上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19 JSFZX002 杭州市胜利小学 小学 上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大学

20 JSFZX003 杭州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 小学 上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

21 JSFZX004 杭州市胜利实验学校 小学 上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

22 JSFZX005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小学 上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23 JSFZC001 浙江省杭州第十中学 初中 上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

24 JSFZC002 杭州市惠兴中学 初中 上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

25 JSFZC003 杭州市建兰中学 初中 上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26 JSFZT002 杭州市杨绫子学校 特殊教育 上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27 JSFZY006 杭州市安吉路幼儿园 幼儿园 下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28 JSFZY007 杭州市朝晖幼儿园 幼儿园 下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29 JSFZY008 杭州市新华幼托教育集团 幼儿园 下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30 JSFZX006 杭州市长寿桥小学 小学 下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31 JSFZX007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小学 下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浙江音乐学院

32 JSFZX008 杭州市朝晖实验小学 小学 下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33 JSFZC004 杭州市风帆中学 初中 下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浙江
外国语学院

34 JSFZC005 杭州启正中学 初中 下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35 JSFZC006 杭州观成中学 初中 下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

36 JSFZC007 杭州市景成实验学校 初中 下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37 JSFZJ001 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 下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38 JSFZJ002 杭州市大成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 下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39 JSFZT003 杭州市健康实验学校 特殊教育 下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40 JSFZC008 杭州市春蕾中学 初中 下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

41 JSFZX009 杭州采荷二小教育集团 小学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42 JSFZX010 杭州采荷一小教育集团 小学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

43 JSFZX011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44 JSFZX012 杭师大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小学 小学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

45 JSFZX013 杭师大东城教育集团东城二小 小学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

46 JSFZX014 杭师大附属丁兰实验学校 小学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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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JSFZX015 杭州采荷第三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48 JSFZC009 杭师大东城教育集团东城中学 初中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

49 JSFZC010 杭州市丁兰实验中学 初中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

50 JSFZJ003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九年一贯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51 JSFZJ004 杭师大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

52 JSFZY009 杭州三里亭幼儿园 幼儿园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
53 JSFZY010 杭州兰苑幼儿园 幼儿园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

54 JSFZY011 杭州市贾家弄幼儿园 幼儿园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浙江师范大学

55 JSFZY012 杭州市红缨幼儿园 幼儿园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

56 JSFZY013 杭州市大关苑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

57 JSFZY014 杭州市左岸幼儿园 幼儿园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

58 JSFZY015 杭州市蓓蕾幼儿园 幼儿园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

59 JSFZY016 杭州市紫荆幼儿园 幼儿园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

60 JSFZX016 杭州市卖鱼桥小学 小学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61 JSFZX017 杭州市建新小学 小学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62 JSFZX018 杭州市德胜小学 小学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63 JSFZX019 杭州市拱宸桥小学 小学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64 JSFZX020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 小学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

65 JSFZX021 杭州市大关小学 小学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外国语学院

66 JSFZC011 杭州市大关中学 初中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67 JSFZC012 杭州市文晖中学 初中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68 JSFZC013 杭州市拱宸中学 初中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

69 JSFZG010 杭州市长征中学 高中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

70 JSFZZ003 杭州市拱墅区职业高级中学 中职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

71 JSFZT004 杭州市湖墅学校 特殊教育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

72 JSFZY017 杭州桃源幼儿园 幼儿园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
73 JSFZY018 杭州舟山路幼儿园 幼儿园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
74 JSFZC014 北苑实验中学 初中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
75 JSFZX022 外语实验小学 小学 拱墅区 杭州师范大学

76 JSFZY019 杭州市西湖区闻裕顺学前教育集团
（总园）

幼儿园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77 JSFZY020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 幼儿园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78 JSFZY021 杭州市西湖区紫荆幼儿园 幼儿园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

79 JSFZY022 杭州西湖区山水学前教育集团 幼儿园 西湖区 浙江师范大学

80 JSFZX023 杭州市省府路小学 小学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

81 JSFZX024 杭州市翠苑第一小学 小学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82 JSFZX025 杭州市翠苑第二小学 小学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83 JSFZX026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附属小学 小学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84 JSFZX027 杭州市学军小学 小学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音乐学院、
浙江外国语学院

85 JSFZX028 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总校) 小学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86 JSFZX029 杭州市竞舟小学 小学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87 JSFZX030 杭州市星洲小学 小学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88 JSFZX031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小学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89 JSFZX032 杭州西湖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 西湖区 浙江外国语学院、杭州师范大学

90 JSFZX033 杭州市文一街小学 小学 西湖区 浙江外国语学院

91 JSFZX034 杭州市文三教育集团 小学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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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JSFZX035 杭州绿城育华小学 小学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93 JSFZC015 杭州市翠苑中学 初中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

94 JSFZC016 杭州市第十五中学教育集团（总
校）

初中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95 JSFZC017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 初中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96 JSFZJ005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

97 JSFZT005 杭州市紫荆花学校 特殊教育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98 JSFZY023 杭州莲花港幼儿园 幼儿园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
99 JSFZY024 杭州申花路幼儿园 幼儿园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
100 JSFZC018 浙江工业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初中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

101 JSFZY025 杭州市长河街道幼儿园 幼儿园 滨江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湖州师范学院

102 JSFZY026 杭州市滨江区国信嘉园幼儿园 幼儿园 滨江区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

103 JSFZX036 杭州市滨文小学 小学 滨江区 杭州师范大学

104 JSFZJ006 浙江省杭州滨兴学校 九年一贯 滨江区 杭州师范大学

105 JSFZJ007 浙江省杭州高新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 滨江区 杭州师范大学

106 JSFZJ008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 滨江区 杭州师范大学

107 JSFZC042 杭州第二中学白马湖学校 初中 滨江区 杭州师范大学

108 JSFZY027 杭州钱塘春晓幼儿园 幼儿园 滨江区 杭州师范大学

109 JSFZY028 城厢幼儿园 幼儿园 萧山区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

110 JSFZX037 银河实验小学 小学 萧山区 杭州师范大学

111 JSFZX038 湘师实验小学 小学 萧山区 杭州师范大学

112 JSFZC019 回澜初中 初中 萧山区 杭州师范大学

113 JSFZC020 高桥初中 初中 萧山区 杭州师范大学

114 JSFZC021 萧山区瓜沥镇第一初级中学 初中 萧山区 杭州师范大学

115 JSFZC022 朝晖初中 初中 萧山区 杭州师范大学

116 JSFZC023 靖江初中 初中 萧山区 杭州师范大学

117 JSFZG011 萧山中学 高中 萧山区 杭州师范大学

118 JSFZY029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

119 JSFZY030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第一幼儿园 幼儿园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

120 JSFZY031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第二幼儿园 幼儿园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

121 JSFZX039 杭州市余杭区实验小学 小学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122 JSFZX040 杭州市余杭区育才实验小学 小学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

123 JSFZX041 杭州市余杭区太炎小学 小学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

124 JSFZC024 杭师大附属仓前实验中学 初中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

125 JSFZC025 杭州市临平第一中学教育集团 初中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

126 JSFZC026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第三中学 初中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

127 JSFZC027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第二中学 初中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

128 JSFZC028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第三中学 初中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

129 JSFZC029 杭州市余杭区太炎中学 初中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

130 JSFZC030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第一中学 初中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

131 JSFZG013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高中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132 JSFZG014 杭州市余杭中学 高中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

133 JSFZG015 杭州市余杭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

134 JSFZG016 杭州市塘栖中学 高中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

135 JSFZZ004 杭州市临平职业高级中学 中职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136 JSFZT006 杭州市余杭汀洲学校 特殊教育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

137 JSFZX042 富阳区实验小学 小学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

138 JSFZX043 富阳区富春二小 小学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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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JSFZX044 富阳区富春三小 小学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

140 JSFZX045 富阳区富春四小 小学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

141 JSFZX046 富阳区富春五小 小学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

142 JSFZX047 富阳区富春七小 小学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

143 JSFZX048 富阳区永兴小学 小学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

144 JSFZC031 富阳区郁达夫中学 初中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

145 JSFZC032 富阳区富春中学 初中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

146 JSFZC033 富阳区富春三中 初中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

147 JSFZC034 富阳区新登镇中学 初中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

148 JSFZC035 富阳区永兴中学 初中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149 JSFZG017 富阳中学 高中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150 JSFZG018 富阳二中 高中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

151 JSFZZ005 富阳区职教中心 中职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152 JSFZG019 富阳场口中学 高中 富阳区 杭州师范大学

153 JSFZG020 严州中学新安江校区 高中 建德市 杭州师范大学

154 JSFZY032 桐庐县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 幼儿园 桐庐县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

155 JSFZX049 桐庐县学府小学 小学 桐庐县 杭州师范大学

156 JSFZX050 桐庐县城南小学 小学 桐庐县 杭州师范大学

157 JSFZC036 桐庐县叶浅予中学 初中 桐庐县 杭州师范大学

158 JSFZC037 桐庐县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 桐庐县 杭州师范大学

159 JSFZG021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中 桐庐县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160 JSFZG022 桐庐富春高级中学 高中 桐庐县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161 JSFZY033 临安市锦城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临安市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

162 JSFZX051 临安市晨曦小学 小学 临安市 杭州师范大学

163 JSFZC038 临安市锦城四中 初中 临安市 杭州师范大学

164 JSFZC039 临安市天目初中 初中 临安市 杭州师范大学

165 JSFZG023 临安市临安中学 高中 临安市 杭州师范大学

166 JSFZG024 杭州天目外国语学校 高中 临安市 杭州师范大学

167 JSFZY034 淳安县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淳安县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

168 JSFZX052 淳安县实验小学 小学 淳安县 杭州师范大学

169 JSFZC040 千岛湖初级中学 初中 淳安县 杭州师范大学

170 JSFZJ009 千岛湖镇南山学校 九年一贯 淳安县 杭州师范大学

171 JSFZG025 淳安中学 高中 淳安县 杭州师范大学

172 JSFZG026 淳安县第二中学 高中 淳安县 杭州师范大学

173 JSFZT007 淳安县培智学校 特殊教育 淳安县 杭州师范大学

174 JSFZJ010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
经济技术开

发区
杭州师范大学

175 JSFZG027 萧山区第九高级中学 高中
大江东产业

集聚区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

176 JSFZC041 萧山区新湾初级中学 初中
大江东产业

集聚区
杭州师范大学

177 JSFZY035 杭州市西湖区文鼎苑幼儿园 幼儿园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

178 JSFZY036 杭州市西湖区文苑幼儿园 幼儿园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

179 JSFZY037 杭州市西湖区象山幼儿园 幼儿园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

180 JSFZX053 杭州市三墩小学 小学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

181 JSFZX054 杭州市大禹路小学 小学 西湖区 杭州师范大学

182 JSFZG028 湖州中学 高中 湖州市 杭州师范大学

183 JSFZG029 浙江省长兴中学 高中 长兴县 杭州师范大学

184 JSFZG030 宁波第四中学 高中 宁波市 杭州师范大学

185 JSFZG031 绍兴市第一中学 高中 绍兴市 杭州师范大学

186 JSFZG032 浙江省东阳中学 高中 东阳市 杭州师范大学

103 



187 JSFZG033 嘉兴市第一中学 高中 嘉兴市 杭州师范大学

188 JSFZG034 浙江省海宁中学 高中 嘉兴市 杭州师范大学

104 



杭州师范大学187所教师发展学校区域分布

市 县 区 数量
杭州市 滨江区 8

拱墅区 22
江干区 13
上城区 14
下城区 14
西湖区 30
萧山区 9
余杭区 19
直属 12

经济技术开发区 1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 2

富阳区 16
桐庐县 7
淳安县 7
临安市 6
建德市 1

东阳市 1
湖州市 2
嘉兴市 2
宁波市 1
绍兴市 1

合计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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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总校）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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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杭师大新签约的教师发展学校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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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硕士小学教育技能达标考核表（样表）

序号 教育硕士 姓名 学号

教学设计

（满分 25分，

≥15 分为达标）

课件制作.板书

（满分 15分，

≥9分为达标）

说课

（满分 15分，

≥9分为达标）

模拟上课

（满分 45分，

≥27分为达标）

总评成绩

(通过/不

通过）

1 小学教育

2 小学教育

3 小学教育

4 小学教育

5 小学教育

6 小学教育

7 小学教育

8 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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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讲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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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方俊明 华东师范大学 所长 正高级
特殊教育的学科特点及发

展趋势

教育硕士

52 石中英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正高级 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思想 教育硕士

53 王婷
澳大利亚堪培拉

大学
特聘教授 正高级 学校领导和管理 教育硕士

54
Leonard

J.Waks

美国坦普尔大

学
教授 正高级

杜威的倾听思想及其设计
教育硕士

55 尹垠
加拿大阿尔伯塔

大学
博士 教育现象学研究及其方法 教育硕士

56 程天君 南京师范大学 副主任 正高级 读书、研究、写作 教育硕士

57
林岚、南

钢

《教育发展研究》

杂志

副主编、

编辑部主

任

副高级
如何撰写高水平文章和投

稿

教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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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姜金栋 成都师范学院 副校长 正高级
我国少年儿童组织认同的

研究现状与展望
教育硕士

59 刘海峰
厦门大学教育研

究院
院长 正高级 谈治学感悟 教育硕士

60 张新平 南京师范大学 正高级
优质学校建设的实践与思

考
教育硕士

61 范良火
英国南安普顿大

学

探索教育研究中的创新和

原始问题：以教师专业发展

和学生学业评定为例

教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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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行知沙龙情况

序号 专家姓名 单位 题目 听众主要范围 时间

1 章苏静 杭州师范大学 说课和微型课的技巧 教育硕士 2014.3.18

2 胡治国 杭州师范大学 研究生学习与生活 教育硕士 2014.3.19

3 张孝廷 杭州师范大学 如何规划研究生生活 教育硕士 2014.11.6

4 郑莉君 杭州师范大学 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硕士 2014.11.18

5 童富勇 杭州师范大学 做人、做事、做学问 教育硕士 2014.11.26

6 黄小莲 杭州师范大学 班主任与班级管理 教育硕士 2014.12.17

7 张民选 上海师范大学 自己的成长和研究历程 教育硕士 2015.5.8

8 田正平 浙江大学 教育科研漫谈 教育硕士 2015.5.26

9 林正范 杭州师范大学 学问人生与人生学问 教育硕士 2015.9.29

10 严文蕃
美国麻省大学

波士顿分校
SSCI 论文写作与发表 教育硕士 2016.4.22

120 



行知论坛

121 



读书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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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宝龙教育硕士代表亲切握手

夏宝龙与教育硕士师生代表一起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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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远先生来和教育学院 70多位师生合影留念

顾明远先生来杭师大教育学院交流

126 



教育学院行知教育获奖清单

序号 姓名 获得奖项
奖项

等级
获奖时间 申报理由

1 吴绚灿 教育技能奖 一等奖
2015 年

（第一届）

全国小学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大赛

一等奖

2 黄佳佳 教育技能奖 一等奖
2015 年

（第一届）

全国小学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大赛

一等奖

3 张宏 教育技能奖 一等奖
2015 年

（第一届）

全国小学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大赛

一等奖

4 黄思洁 教育技能奖 一等奖
2015 年

（第一届）

全国小学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大赛

一等奖

5 邓渠锐
教育论文和读

书报告奖
三等奖

2015 年

（第一届）
公开发表论文

6 余慧阳
教育论文和读

书报告奖
三等奖

2015 年

（第一届）
公开发表论文

7 王莉
教育论文和读

书报告奖
三等奖

2015 年

（第一届）
公开发表论文

8 王罗那
教育论文和读

书报告奖
三等奖

2015 年

（第一届）
公开发表论文

9 王剑葆
教育论文和读

书报告奖
三等奖

2015 年

（第一届）
公开发表论文

10 张宏 教育技能奖 三等奖
2016 年

（第二届）

教育学院全日制教育硕士教学技

能竞赛一等奖

11 汪奕 教育技能奖 三等奖
2016 年

（第二届）

教育学院全日制教育硕士教学技

能竞赛一等奖

12 张芳 教育技能奖 三等奖
2016 年

（第二届）

教育学院全日制教育硕士教学技

能竞赛一等奖

13 丁晓梅
教育论文和读

书报告奖
三等奖

2017

（第三届）

2017 年 9 月于《杭州师范大学学

报》发表《元认知和自我效能训

练对提高小学生数学作用的研

究》

14 孙芳
教育论文和读

书报告奖
三等奖

2017 年

（第三届）

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教育发展

研究”上以第二作者的身份（导

师为第一作者）发表题为《教育

空间生产的资本化及其正义思

考》的文章一篇； 在“文学教育”

上发表题为《王小波<沉默的大多

数>》的文章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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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孙玉娟
教育论文和读

书报告奖
三等奖

2017 年

（第三届）

2017 年 5 月于《科教文汇》发表

《布鲁姆“掌握学习”理论的思

考——以小学语文为例》、2017

年 8 月于《文学教育》发表《浅

谈《金锁记》中的女性意识与文

化深思》、2017 年杭师大教学技

能小语组三等奖

16 周妙妙
教育论文和读

书报告奖
三等奖

2017 年

（第三届）

2017 年 3 月于《中文科技期刊数

据库教育科学》发表《小学高段

课堂评改习作的现状及策略研

究》2017 年 11 月于《文学教育》

发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

张明的三种人生状态》

17 李娟
教育论文和读

书报告奖
三等奖

2017 年

（第三届）

2017 年 9 月于《中学生导报·教

学研究》发表《浅谈孔子教育思

想在特殊教育中的运用》、《浅

谈如何做好学前自闭症儿童幼小

衔接工作》收到录用通知

18 王文洁
教育论文和读

书报告奖
三等奖

2017 年

（第三届）

《考试周刊》2017 年第 22 期发表

《课堂教学中的师生冲突分析及

建议——基于两种课程观的对

比》（ASPT 收录、省一级期刊）、

《课外语文》2017 年第 10 期课发

表《2011 版新课标前后小学语文

语用现象对比分析——以<燕子

专列>教学设计为例》

19 俞姝轶 教育技能奖 三等奖
2017 年

（第三届）

2017 年杭州师范大学全日制教育

硕士小学教育专业研究生教学技

能竞赛科学组一等奖（入围国赛）

20 陈弘 教育技能奖 三等奖
2017 年

（第三届）

2017 年杭州师范大学全日制教育

硕士小学教育专业研究生教学技

能竞赛科学组一等奖（入围国赛）

21 冯晓倩 教育技能奖 三等奖
2017 年

（第三届）

2017 年 10 月获杭师大 2017 年全

日制教育硕士小学教育专业研究

生教学技能竞赛一等奖（入围国

赛）

22 钱丽娜 教育技能奖 三等奖
2017 年

（第三届）

2017 年 10 月获杭师大 2017 年全

日制教育硕士小学教育专业研究

生教学技能竞赛一等奖（入围国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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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第一届行知教育奖

教育学院第二届行知教育奖

教育学院第三届行知教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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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优秀论文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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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函件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关于全国第六届优秀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论文评审决定工作通知
教指委发（2018）01 号

经培养院校推荐，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

称“教指委”）组织专家组评审，邝瑞仪、卢秋云等 52 人的学位论文被评

为全国第六届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优秀论文。特此表彰，以资鼓励。

附件：全国第六届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优秀论文获得者名单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8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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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研究生在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小学教育专业教学

技能大赛中获多项第一

近日，由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全日制

教育硕士小学教育专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河北师范大学落下帷幕。我院四名研

究生参赛，共斩获四个组别中的 2 个一等奖、1 个二等奖、1个优胜奖及 2个优

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获一等奖数、奖牌总数、优秀指导教师数均居全国第一位，

此次大赛分为初赛和决赛，来自全国 53 所院校经过初赛共选送 190 余名全日

制教育硕士小学教育专业研究生的微课作品，最终 47 所院校的 95 名选手参加决

赛，我院四名学生全部入围决赛并参加所有组别赛事。经过激烈角逐，我院学生

凭借良好的专业技能、厚实的专业素质和精彩的现场表现赢得评委认可，获得小

学英语组一等奖（全国第一名）；小学数学组一等奖（全国第二名）；小学科学组

二等奖（全国第二名）；小学语文组优胜奖。李红和周瓦两位老师获得优秀指导

教师荣誉称号。

近年来，教育学院以培养卓越教师为目标，构建“全程·融合·协同”的全

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大幅度提升实践课

程比例，增设教学技能训练型双师课程。加强对全日制教育硕士教师技能达标测

试，同时通过教学设计、课件制作、说课·模拟上课·板书的训练和考核，锤炼教

育硕士的教学基本功，促升教育硕士的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教育硕士在全国比

赛中屡获佳绩。

附表：第二届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小学教育专业技能大赛我院获奖名单一览

奖项 组别 姓名 学院 指导教师

一等奖 小学英语组 俞姝轶 教育学院 周瓦

小学数学组 钱丽娜 教育学院 李红

二等奖 小学科学组 陈弘 教育学院 梅笑漫

优胜奖 小学语文组 冯晓倩 教育学院 吕映

230 



231 



省委书记夏宝龙“六一”前夕赴杭师大和娃哈哈小学看望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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