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与终身教育发展部党支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简报 

（第 4 期） 

 

 

 

 

 

 

 

主送：校“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10 月 30 日 

  



深入调研了解，推动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共话教育梦 
——基终部组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基础教育合作调研暨信息发布会 

 

基终部在学校党委的领导和指导下，于 10 月 2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

组织召开了华东师范大学面向长三角区域基础教育合作信息发布会与调研会，为

了更好的了解长三角地区各区域城市对基础教育发展的期望与诉求，进一步充分

发挥华东师范大学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教科研优势和影响力，加强高校与地市区域

教育实践一线的互动，体现学校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使命与担当，邀请了长

三角区域 26 个城市的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汇聚一堂，共话教育梦。长三角地区

地缘相近、文脉相承，“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华东师范大

学将秉持初心使命，深入调研，在教育研究和实践中不断推动区域教育跨越式发

展。 

 

华东师大首次召开面向长三角区域基础教育合作信息发布会开展调研 

主题教育专项工作调研组钱旭红、戴立益等校领导参加调研，并向参会地区

教育负责人介绍华东师范大学相关信息，发出携手共创教育发展新环境邀请，探

讨与创新校地合作模式，共同推动长三角区域教育领先发展，引领全国。 

“在新的时期，如何更好地发挥大学的学科、人才和智力优势，服务国家和

地方发展，既是华东师大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也是提升大学学科实力、实现



自身发展的必然路径。”华东师大校长钱旭红在致辞中表示，在未来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的宏观战略下，华东师大将紧密对接长三角区域的重大需求，继续发

挥大学在区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引领作用和使命担当，以高水平、综合性、研究

型的师范大学引领创新型的基础教育发展。与沪、苏、浙、皖教育同行，互补共

赢，达成更广泛的共识，共同聚焦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探讨建立长三角区域的

基础教育一体化交流的共享平台，深化区域创新合作，提高区域整体的教育合作

创新能力。“华东师大将以长三角区域 26个城市作为学校最核心的基地来创建新

的基础教育模式，未来将更新的、深受老百姓欢迎的、被党和国家认可的教育模

式推广至全国。” 

 

华东师大校长钱旭红院士发言 

  华东师大副校长、教育集团主任戴立益围绕华东师大“建教育强国”“以教育

强国”的初心，师范教育和教师教育的底色，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方向为主题

作基础教育合作工作报告，阐述了华东师大是如何做一所有“范”儿的大学,从

兼具浓厚的爱国情怀的国际化大学，以教育研究和教师教育为特色和优势的研究

型大学，到崇尚身心健美的综合型大学，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部直属大

学，尊师重教以生为本的高校等五个方面全方位展示了师大魅力。在教师教育和

教育人才培养方面，华东师大健全完整的机构设置及体系，在人才培养、教育研

究、教育实践培养方向上取得瞩目的成绩。戴立益表示，“华东师大将为响应‘新

师范'的号召，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能力和贡献水平，以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引领和创新基础教育。”在引领基础教育服务方面，将面向全国设

立“六个一”教育工程奖，对接国家战略，多途径、全方位服务长三角基础教育、

服务西部大发展战略等。 

 

副校长、教育集团主任戴立益作基础教育合作工作报告 

  华东师大第二附属中学作为与华东师大共同成长的一部分，始终走在中国基

础教育改革的前列，校长李志聪以“名校是怎样炼成的”为主题,分享了华东师

大二附中的前世今生、发展历程、成长启示，勾勒出二附中六十年成长发展的长

卷。他坚信华东师大二附中的教育理念、育人方式是可复制、可推广、可延伸的，

二附中作为华东师大教育集团的核心单位，在华东师大服务基础教育的工作上、

在促进长三角区域教育发展上将作出应有的贡献。 



 

华师大二附中校长李志聪作主题分析 

  开展基础教育合作是华东师大服务基础教育发展的有效路径，也是提升自身

实力、办好一流大学的重要举措。华东师大以附属（实验）学校为切入点，加强

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与地方之间建立共生共赢合作的伙伴关系。闵行区副区长

杨德妹、宝山区副区长陈筱洁、中旭天下教育集团总裁邹晓东代表战略合作方发

言，分享合作心得。 

 

闵行区副区长杨德妹分享合作心得 



  为推动闵行从教育大区向教育强区转型，闵行区与华东师大先后合作共建附

属学校 7所，覆盖幼、小、初、高 4个学段，且体制类型多样化。同时，双方在

培育校长教师队伍、提升教育质量、共建教学实践基地、探究深化合作项目、拓

宽国际视野等方向上多点展开合作。杨德妹表示，闵行区期待与华东师大进一步

深化合作，携手共进为长三角区域教育一体化发展贡献力量。 

 

宝山区副区长陈筱洁分享合作心得 

  陈筱洁表示，近年来，华东师大为提升宝山区的教育质量提供重要支持，双

方合作开展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项目，同时在基础教育领域精细合作，“上

海民办华二宝山实验学校的诞生一度成为宝山区的热搜名词”。 



 

中旭天下教育集团总裁邹晓东分享合作心得 

  “从选址到建设，从筹建到运营，从校长在全国选聘，到专家团队的组建”，

邹晓东详细介绍了华东师大与旭辉集团、中旭天下教育集团开展的全方位战略合

作，分享了双方合作共建华东师大附属中旭学校的历程。他说自己深刻感受到，

“与华东师大的合作，引领有高度，指导有深度，合作有温度。”他表示，在推

动长三角区域教育一体化中，大学将是无可置疑的第一推动力，但教育不仅是教

育界的事，更是全社会的责任，企业愿与社会各界一起担当使命。 

 

华东师大校长助理雷启立主持发布会 



  在教育集团成员校分享环节，上海民办华二紫竹双语学校校长邹淑君、华东

师大芜湖外国语学校校长王元华、华东师大上饶实验中学校长王建定、华东师大

宁波艺术实验学校校长陈伟忠，作为成员校代表分享了各自创校立校的发展经历。 

 
上海民办华二紫竹双语学校校长邹淑君分享创校立校的发展经历 

  “怀中国素养、炼世界能力，培育创造未来的人”，学校育人目标的确立、办

学特色的构建、卓越课程体系的建立和浸润式育人方式……邹淑君讲述了高新区

里，华东师大二附中旗下唯一一所双语学校的创建经历。在闵行区人民政府、华

东师大的合力支持下，上海民办华二紫竹双语学校在短短两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与提升。 

 
华东师大芜湖外国语学校校长王元华分享创校立校的发展经历 



  华东师大芜湖外国语学校作为华东师大在省外建立的第一所 K12 学校，它的

发展极具代表性。校长王元华从学校校园文化创立和内涵建设、课程体系设置、

教师队伍建设和育人模式探索等方面分享了学校逐步成为高地的成长经历。他表

示，学校会继续坚持研究、探索、发展的道路，把学校作为芜湖地区与华东师大

紧密结合的一个切入点，为芜湖当地的基础教育融入长三角区域作力所能及的服

务和贡献。 

 

华东师大上饶实验中学校长王建定分享创校立校的发展经历 

  华东师大上饶实验中学位于方志敏的故乡弋阳，校长王建定在这片充满改革

精神的热土地上播撒来自大学和沿海地区的先进办学理念。他表示，方志敏基础

教育园区的建立不仅为弋阳教育带来跨越式的发展，同时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更

好的软环境。 



 

华东师大宁波艺术实验学校校长陈伟忠分享创校立校的发展经历 

  华东师大宁波艺术实验学校是一所“中国高度、世界标准、未来眼光的”高

标准学校。陈伟忠校长回忆道，学校的发展规划，在师大专家的多次指导后，最

终定位为以艺术为逻辑起点，追溯传统文化、现代国际的理念。近年来学校致力

于构建“雅教育”课程体系，以创意研究、英语教学改革为学校特色发展。“一

所好学校不仅仅只是看中考、高考的重点率，更重要的是看学生到底能登多高，

能走多远。” 

 



 
调研与发布会现场 

会后，与会人员实地参访紫竹基础教育园区、华东师大闵行永德实验幼儿园，

现场考察园区建设运行情况。 

 



 

 



 

 



 

 



 

 

与会人员实地参访考察紫竹基础教育园区、华东师大闵行永德实验幼儿园 

紫竹基础教育园区是 2011 年华东师大与闵行区人民政府、紫竹高新区三区

联动，共同打造的重点建设项目。园区占地面积 231亩，学段覆盖幼儿园到高中。

创办八年来，办学规模稳步发展，办学品质飞速提升，为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提

供了优质的智力支持。华东师大闵行永德实验幼儿园为华东师大、闵行区教育局、



吴泾镇人民政府和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在 2018 年四方合作共

建的公建配套公办园。 

会后，调研组将对调研信息回收及沟通进行汇总，深入对接，充分了解各区

域城市对基础教育发展的期望与诉求，以便华东师范大学充分发挥基础教育领域

的教科研优势和影响力，不断加强高校与地市区域教育实践一线的互动，体现学

校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使命与担当，促进和推动长三角教育率先一体化的战

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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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大首次召开面向长三角区域基础教育合作信息发布会

https://news.ecnu.edu.cn/de/ea/c1833a253674/page.htm； 

2. 文汇报：华东师大教育集团版图再“扩容”：以长三角 26个城市作为核心基

地，创建新的基础教育模式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48428820869847628&wfr=spider&for

=pc 

3. 澎湃新闻：华东师大基础教育合作版图再扩容！紧密连接长三角核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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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0/431947.shtm 

5. 经济日报：华东师大首次召开面向长三角区域基础教育合作信息发布会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48547720386444401&wfr=spider&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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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腾讯网：华东师大首次召开面向长三角区域基础教育合作信息发布会

https://new.qq.com/omn/20191027/20191027A0GDC600 

7. 上海教育新闻网：华东师大的“教育朋友圈”有多大？这个发布会告诉你……

http://www.shedunews.com/zixun/shanghai/gaodeng/2019/10/28/2109185

.html 

8. 新浪财经：华东师大首次召开面向长三角区域基础教育合作信息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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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青年报：在长三角，未来你或许可以跨校辅修“别人家”的专业

http://www.why.com.cn/wx/article/2019/10/26/15720914091279442155.h

tml 

10.上海教育电视台：以研究型高校引领基础教育发展 长三角区域创新合作有新

进展 http://www.setv.sh.cn/v/vod/C37892520.htm 

 

学习摘编 

     “为了更好发挥上海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决定，一是将

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鼓励和支持上海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方面大胆创新探索，为全国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二是将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三是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

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

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 

——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8

年 11 月 5 日） 

“我们将集全校之力，打造引领中国和影响世界的新师范，力争把学校建成

教师教育人才培养高地、国家级教师教育智库、基础教育变革策源地、国际教师

教育窗口校及教育信息化先行者。我相信，通过新一轮的建设发展，未来我校的

相关学科将产生更多的溢出效应，必定会为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更多的文化教育资源和技术人才支撑。”   

    ——钱旭红在在 2019 年华东师范大学面向长三角地区基础教育合作

信息发布会上的致辞（2019 年 10 月 25 日） 

“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来说，我们秉持着建教育强国，

以教育来强国，这就是我们的初心。第二个底色，华东师范大学是为了培养百千

万人民教师而组建的新重要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就是我们的重要

底色。方向，示范大学必须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办学方向，所谓坚持办学方向

就是钱长讲的对华东师范大学高水平、研究型的师范大学必须坚持服务和引领创

http://www.why.com.cn/wx/article/2019/10/26/15720914091279442155.html
http://www.why.com.cn/wx/article/2019/10/26/15720914091279442155.html
http://www.setv.sh.cn/v/vod/C37892520.htm


新型，尤其是探究型的基础教育这样的方向。” 

——戴立益在 2019年华东师范大学面向长三角地区基础教育合作信息发

布会上的报告《初心 底色 方向》（2019 年 10 月 25 日） 

 

 

梳理整合资源优势，进一步推动合作办学平台建设 

——校领导班子赴教育学部开展深化服务基础教育主题调研活动 

 

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学校育人、文明、发展的三大使命，推动学校新一轮的

全面发展，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背景下，10月 28 日上午，李

志斌、孙真荣、戴立益等校领导率基础教育与终身教育发展部、人文与社会科学

研究院、发展规划部、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等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一行，赴教

育学部开展深化服务基础教育主题调研活动，与教育学部领导班子、学部重要研

究基地、智库及部分院系所行政负责人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次调研活动旨在整合学校基础教育领域内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成果及相

关资源，建立各部门良好的沟通机制和协调运行机制等事宜。重点围绕教育学部

在基础教育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学科优势等，探讨有效统筹资源，贡献



于学校基础教育合作工作，将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孵化到教育实践领域；探讨在

基础教育合作工作中进行跨部门协作的有效运行机制与校内协调运作的合作模

式；进一步规范和理顺非学历教育管理机制等三个问题展开。 

 

会上，大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围绕华东师范大学在教育教研领域的各部门

的优势资源，校内部门及院系一致表示，全力支持学校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合作工

作，同时也提出，第一，建议学校在教育集团与校内院系跨部门合作时，对部门

和个人工作量的评定上作适量考虑，如何将这部分的工作量与学校、学部的评价

考核相结合，以更好地激发与调动专业教师服务学校基础教育合作工作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第二，继续探索如何更多形式、更多模式地建立校内跨部门合作模式，

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 

 

 

 

 

 

 

 

 



深入领悟新时代精神，高质量践行初心使命 

——基终部党支部书记及班子成员带头上党课 

10 月 29日下午，基础教育与终身教育发展部党支部根据“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部署要求，围绕部门的核心业务，组织开展了一次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党课，提升全员领悟和贯彻主题教育精神水平，支部

书记、副部长冯剑峰与副部长、支部宣传委员刘萍分别结合主题教育以来的各自

的学习感想和实践体会，特别是“优先发展教育”、“发展公平又有质量的教育”

等主题进行分享交流，带头在部门、全支部上党课讲感想，基终部班子成员及全

体党员参加了此次学习活动。 

感悟新时代精神，分享初心使命实践内涵 

 

基终部副部长、支部宣传委员刘萍首先做了题为《建教育强国、以教育强国

——领悟新时代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的分享党课，她结合今年是教师节设立 35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等重要历史节点，讲述了党中央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作出顶层设计，颁发里程碑式的文件，包括全面深化教师队伍、推进新时代教

师队伍的集结号、2035 年文件的颁布等。同时刘萍还分享了自己从 2006 至 2014

年 8 年间资助湖南湘西凤凰先农村留守儿童坚持学习最终考上名牌大学的故事，



通过见证与分享被资助人的成长经历，深切体会到人生原本是没有意义的，但因

为机缘相遇，建立了生命连接的过程，从陌生、遥远到相知和相望。这为我们单

薄的人生带来美好、温暖，带来心之所向。 并表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意

味着教育人要甘于坚守自己的教育理想、要乐于献出自己的教育智慧、勤于思考

教育的未来，要时刻担当。要有主动、深入、跨学科、跨领域的深入学习思维方

式，要充分发挥个体能量在团队中去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注重学习效果，书记带头讲党课谈体会 

      

支部书记、副部长冯剑峰结合自身学习体会，以《学习贯彻新时代教育思想、

求实创造——建教育强国、以教育强国》题，全面梳理了十九大报告、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2019 年两会精神、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

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

干意见、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在国际校长联盟大会的讲话以及有关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等有关教育问题的论述和学习黄大年主要事迹等相关要点，分别就各项内容

进行了阐述和解读交流，并结合基终部具体实践工作以及到院系、附属学校、合

作地结合基础教育工作开展的相关主题调研活动，表示要重视文件的学习，领悟

文件核心精神，与学校在办学方向、办学定位、课堂教学、综合评价等都息息相

关，为我们落实华东师范大学“建教育强国、以教育强国”的初心使命把好方向。



我们大学办学，在国家政策方向、规定要求等，必须要达到这个要求，而且要在

平时工作中不断深入思考，创新工作的局面。 

 

学思结合，全员携手，争先创优 

     部门全体成员在会上还围绕学习动力、教育服务实践、城乡一体化建设等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真正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具体内容与精神内涵贯

彻到日常的工作实践，把个人的思想认识提到更高的高度，努力争先创优。 

 

学习摘编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

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

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

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

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

育内涵式发展。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

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



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

大力提高国民素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发展规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

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

其才、好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2019 年 1 月 20 日） 

 

 

 

 

 

 

 

 

 

 

 

 

 

 

 



附：支部党员参加的其他主题学习活动及专题调研情况 

  

 

10 月 23 日-10 月 25 日，以“共创未来的学校领导

者”(Connecting Leaders，Creating the Future)为主

题的第十四届国际校长联盟大会在华东师大举行，来自世

界各地 50 个国家的 1500 名中小学校长参会。为助力大

会、传播中国文化、展现中国中小学艺术教育成果，基终

部组织了华东师大附属小学、华东师大附属枫泾中学、华

东师大第二附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华东师大第四附属中

学、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上海民办华二紫竹双语学校

等集团成员校参加了此次大会的暖场表演及展示环节,同

时还组织了近四十位校园长参加大会。 

 

10.24，支部书记冯剑峰、组织委员刘勇代表支部参加

学校机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暨《中国共产

党问责条例》集中学习活动。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曹

友谊出席并讲话，机关各基层党支部书记、部门负责人和

纪检委员参加本次集中学习。学习活动由机关党工委书记

王淑仙主持。 

 

10 月 28日，基终部副部长、支部宣传委员刘萍代表部

门参加少先队上海市天山初级中学第 23 次少代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动加强大学与附属学校的联系，增强

附属学校归属感，提升附属学校党团人才培养工作实践水

平，全面支持与指导附校青少年德育与成长成才工作。 

 

 

 

 

 

 

 

 

10 月 30 日下午，教育学部主办、基终部协办

的言语听觉康复社区公益服务日活动，特邀新华医

院、华山医院、九院专家与我校专家共同坐诊，以

专业技能为全校师生（包括退休教师及家属）、附

属学校师生提供言语听觉相关义诊服务，并现场开

展言语听觉康复的科普教育活动。基终部积极为附

属学校师生大家平台，切实为附属学校做实事好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