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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书院协同育人工作简报 

（第四期） 

数学科学学院党委                              2021 年 3 月 11 日  

1.凝聚共识，携手共建——数学科学学院召开“三全育人协同机制的构建与

推进”工作研讨会 

7 月 10 日下午，数学科学学院在统计楼 103 室召开“三全育人协同机制的

构建与推进”工作研讨会。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董盈盈，孟宪承书院党委书记兼院

长吴薇、党委常务副书记夏建国、副书记万珊珊、副院长苏振兴，光华书院党委

书记赵旌旌、副书记涂皘、副院长谢雨杉，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贾挚、副书记

余富团、专职组织员龙文静、团委书记刘欣雨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由余富团主持。 

余富团首先通报了 2020 年春季学期数学科学学院“双院协同育人”工作推

进情况和学院关于三全育人的实践与思考，指出需要着力推进的方面：一是，提

高站位、优化布局，从更高的格局上思考双院协同和三全育人工作；二是，完善

机制、强化协同，进一步提升三全育人和双院协同统筹推进的水平；三是，厘清

重点、突出特色，进一步做好三全育人协同机制的构建与推进。 

随后，与会人员围绕“三全育人的目标定位与现实动力”“三全育人的“1+1+1”

优势资源整合”、“协同机制下的队伍整合、渠道拓宽、阵地建设”、“协同机制下

的特色活动共享与支撑”、“下学期重点工作展望”等主题展开讨论。 

贾挚最后总结讲话。她指出，“三全育人”中心在育，重点在全，学院、书

院要不断挖掘文化内涵、构建协同机制、创新实践平台，不断对标对表中央和上

级要求，切实落实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2020年工作要点，做到优势资源整合，

不断提升“三全育人”工作水平。通过此次研讨会，学院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拓

宽了思路，坚定了信念，对进一步深化“三全育人”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下一步将细化落实“三全育人”实施方案，充分挖掘学院在“三全育人”工作方

面的优势和亮点，探索创新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模式，大力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贡献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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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领航新征程，“数”写新篇章| 数学科学学院举办迎 2020 级本科新生入

学教育系列活动 

本学期数学科学学院迎来 200 余名 2020 级本科师范和非师范新生。为了帮

助新生适应师大生活，尽快融入专业学习，学院在迎新周继续以“领航新征程，

‘数’写新篇章”为主题，启动学业指导工作坊系列迎新教育活动，组织培养方

案解读、党员教师与新生面对面、新生发展主题报告、青年科学家班主任与新生

面对面、“在数学科学学院练就最好的你”党课、生涯暨就业辅导报告、科创竞

赛与实践宣讲等，为新生尽快转换角色并融入新的学习和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次本科生迎新各项主要活动均分师范生和非师范生专场开展，充分保证了活动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师说数语”系列学术讲座圆满结束：落实落细卓越育人，名师大家共呈

学术盛宴 

为着力推进卓越育人，深化“三全育人”和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9 月 7

日至 11 日，学院分别组织了面向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的“师说数语”系列专题学

术讲座。学院邱瑞峰教授、周青教授、羊丹平教授、谈胜利教授、鲍建生教授、

熊斌教授，以及校友、上海市特级教师曾国光等纷纷登台为学生做专题讲座，让

学生感受学术研究的魅力，见识当下学术研究的前沿，带领学生初步踏上学术研

究之旅。 

4. 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与光华书院党委共商学期协同育人工作部署 

为了进一步深化“学院+书院”双院协同育人机制，落实原定的双院协同育

人相关工作，新学期伊始，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于 9 月 23 日到光华书院座谈，商

讨学期工作部署。双方一致确定，本学期将围绕党员发展、拔尖班和强基班学风

建设，开展微党课、青年科学家班主任专题讲座、专业实习与直研学生经验分享、

数学专业教师技能训练营、学业朋辈辅导、体育锻炼等新学期活动计划。 

5. 讲好大国教育故事，深化“四史”学习教育内涵 ——数学科学学院“数

学教育学科史”宣讲团启动仪式举行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聚焦“双卓越”育人，在即将承办第十四届国际数学教

育大会之际，数学科学学院党委立足专业优势，组织师生党员力量，整理数学教

育学科发展的历史和成就，在见证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历史和成就的同时，讲好大

国教育故事，不断深化“四史”学习教育内涵，推进三全育人工作和党建创新工

作走深走实。10 月 14 日，“数学教育学科史”宣讲团启动仪式在数学楼 401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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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贾挚希望志愿者通过访谈和宣讲活动，把华东师范大学数学教育学科所取得

的发展成果放到国家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去理解和体认，不断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余富团从项目的选题立

意、主攻方向、工作基础、建设思路、方法步骤、预期成效六个方面分别向志愿

者做了介绍。数学教育党员教师鲁小莉向志愿者介绍了访谈专家及教师的相关背

景和分组情况。 

6.数学科学学院 2020 年科创项目立项答辩会举行 

2020年 10月 21日 14时，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创新创业项目申报答辩会在

三教 306准时举行。数学科学学院潘建瑜、刘攀、程靖、黄侠担任本次答辩会评

审。经过综合评定，推荐《著名数学问题的游戏化探索》等 8 个科创项目立项。 

7. 改变思维 启迪智慧｜数学科学学院青年科学家班主任走近光华学子 

10月 28日，“光华讲堂：青年科学家班主任专场”活动顺利举行。来自数学

科学学院的十位青年科学家班主任为光华书院的同学们带来了八场主题鲜明、思

想深刻、内容丰富的讲座或沙龙，引导学生运用辩证思维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在科学的大道上攀高行远。班主任李韬、罗栗、王晁以“为人处事中的进

与退”为题，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同学们畅聊如何待人接物，讲解进退之道；

班主任程涛、刘钢、吕鑫、王航围绕“科学研究中的苦与乐”，为同学们指点迷

津、答疑解惑；班主任陈苗芬、何小清、张通则通过各自海外求学经历，向同学

们讲述了“海外求索中的得与失”。活动现场，同学们认真聆听，与青年科学家

班主任热烈交流。 

8.乡村振兴，教育帮扶丨“非常数学”走入寻甸逾三月，结对金所 119 希望

小学数学素养提升项目揭牌 

10月 23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寻甸县素质教育帮扶试点项目启动仪式在

云南昆明寻甸县人民政府举行，院结对金所街道 119希望小学数学素养提升项目

揭牌。下午师生一行来到 119希望小学，开展现场授课活动。余富团还就前期项

目实施和拟推进的党建共建、数学话剧排演、学生社会实践等与 119希望小学校

领导座谈调研。当晚，师生一行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寻甸县素质教育帮扶试点

项目推进座谈会，与我校学工部副部长、在寻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李彦垒、我

校选派寻甸泽铁社区驻村第一书记李浩以及部分相关结对学校领导就项目进一

步推进实施进行了充分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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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共同见证共和国的数学教育发展丨“数学教育学科史”宣讲团第一、二轮

访谈顺利完成 

2020年 10月 14日，数学科学学院“数学教育学科史”宣讲团成立。从 2020

年 10 月下旬至 2021 年 1 月，“数学教育学科史”宣讲团的四支师生志愿者队在

于国妮、胡耀华、程靖、鲁小莉等老师的带领下，对见证共和国数学教育发展的

名家名师们开展了两轮访谈。被采访的名师名家分别是唐瑞芬、邹一心、刘鸿坤、

李士锜、顾泠沅、王建磐、鲍建生和范良火。访谈前，学生志愿者提前学习了数

学教育学科的发展历史，初步了解了几位名师的经历事迹。这样一个研习、对话、

感悟的过程，让同学们共同见证了这段辉煌历史，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爱国情、

强国梦和报国志。 

10.未来教育家标准画像行动丨数学教师技能训练主题报告——高中数学

教师的使命与担当举行 

10 月 28 日下午，“未来教育家”标准画像行动之数学教师技能训练主题报

告——高中数学教师的使命与担当，在数学楼 102报告厅举行。报告主讲嘉宾为

普陀区高中数学教研员、普陀区学科带头人陈兴义，辅导员于国妮主持。 

11.数学科学院党委委员、微党课讲师团成员吴颖康为孟宪承书院理科学生

党支部上党课 

11 月 1 日，学院党委委员、微党课讲师团成员吴颖康以《从国际数学教育

大会谈中国教育与中国梦》为题，通过线上为孟宪承书院理科学生党支部上了一

堂微党课，吴老师简要介绍了国际数学教育大会的历史，并回顾了华东师大申办

第 14 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历程及筹备工作相关进展。她指出中国举办 2020 年

ICME-14，既是中国数学教育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数学教育界的一件喜事。

这是几代中国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工作者的梦想。她鼓励学生们抓住机遇，一定要

努力学好数学知识,增强实践能力,为举办国际数学教育大会，为早日实现中国梦

贡献自己的青春与才智。 

12. 持续推进数学学业工作指导建设，着力提升学困生学业水平（专业课） 

为了帮助学有所需，学有所困的同学查缺补漏，巩固基础，学院组织研究生

开展本科生专业课程学业提升集中辅导，目前共开展 9门次课程。课堂以讲授加

答疑的方式展开，每次集中辅导两节。由于研究生准备充分，辅导效果明显。 

13.2019年度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结题答辩圆满结束 

11 月 4 日，2019 年度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结题答辩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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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楼 126举行。本次答辩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共有 7个项目参加。潘

建瑜、刘攀、焦翔宇、戴浩晖四位老师担任答辩会评委。经过综合评定，《数学

文化传播的实践研究——以数学话剧“让我们从《几何原本》谈起”为例》等 7

个项目均答辩通过。  

14.本科生吴雅晴荣获“田家炳杯”第六届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

赛决赛数学与应用数学组一等奖 

11月 19日至 20日，“田家炳杯”第六届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

决赛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经过激烈角逐， 2017级师范生吴雅晴荣获数学与应

用数学组一等奖。 

针对此次竞赛，学院邀请经验丰富的学科教学专家成立专业指导团队，围绕

教学设计、课件制作、模拟上课以及即席讲演等，进行个性化的指导与培训。 

15.2021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赛前培训系列讲座成功举行 

12月，由数学科学学院组织的面向全校本科生的五场 2021美模系列讲座成

功举行，培训活动旨在强化基础，提高学生建模能力。活动邀请到了上海海事大

学盛子宁、上海交通大学高晓沨，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吴述金、许忠好、张向韵等

几位富有指导经验的老师进行讲授。讲座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方式，不能

到现场的同学一样可以与专家交流对话，吸引了来自数学科学学院、统计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部、物理、化学等学部院系专业的同学 400余人次参加。 

16. 数学科学学院举办高等数学学业辅导班 

为了切实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学习高等数学，数学科学学院自 14 周开始，推

出公共数学课程学业提升集中辅导安排。主要邀请了有丰富经验的任课教师任教，

将按照教学进度开展巩固基础知识的补习和辅导，辅导课分为两次，首次辅导后

将结合课上内容进行随堂测验并于第二次辅导中进行题目解析。主要面向学有所

需，学有所困，巩固基础的同学。 

17.数学科学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专题讨论毕业生就业工作 

为切实做好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实现毕业生高质量就业。12 月 7 日，

数学科学学院邀请孟宪承书院辅导员沙炜娟、光华书院辅导员姚燕珊、学院研究

生辅导员于国妮列席学院党政联席会议，专题讨论毕业生就业工作。会上，三位

辅导员分别介绍了毕业生就业进展、就业服务和推进情况。在充分讨论数学专业

毕业生目前就业形势的基础上，全体与会人员研究就业工作当前存在的问题，结

合专业提出了一系列毕业生就业工作措施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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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数学科学学院召开期中教学座谈会 

为更好地了解教学情况、学生学业情况，数学科学学院于 12月 15日-18日

面向各年级专业学生代表分别开展了五场期中教学座谈会，副院长潘建瑜、党委

副书记余富团以及各年级辅导员和教务员出席座谈会。 

19.数学科学学院党委指派专人与光华书院拟发展为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

谈话 

为进一步了解拟接收预备党员的思想动态，保证党员发展质量，帮助党员发

展对象提高对党的认识。12月 18日-25日，学院党委书记贾挚、副书记余富团、

副院长、党委委员潘建瑜、党委委员程涛、专职组织员龙文静分别和光华书院拟

发展为预备党员的 6名发展对象进行了谈话。 

20.选调生之路：学长学姐告诉你这样走——数学科学学院求职导航之选调

生经验交流会举行 

为帮助有志于到国家党政机关和基层组织建功立业的大学生坚定自己的理

想信念，同时鼓励和带动更多的优秀学子投身到国家最需要的基层岗位上去锻炼

自我、服务社会，12月 26日晚，数学科学学院求职导航之选调生经验交流会在

线举行。我院 2017 届硕士研究生、现任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丹阳街道办事处四

级主任科员徐红燕，原金融与统计学院 2009 届硕士研究生、现在重庆市委办公

厅信息处工作的阳建霖，我院 2018级硕士研究生、已通过 2021浙江省选调生考

试的谢秋月，前来分享经验。学院党委副书记余富团、毕业班辅导员于国妮以及

关心关注选调生的相关同学，参加了此次活动。 

21.数学科学学院 2020“未来教育家标准画像”之数学教师技能训练营暨教

学技能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12月 27日下午，数学科学学院 2020“未来教育家标准画像”之数学教师技

能训练营暨教学技能大赛决赛圆满落下帷幕。经过前期层层选拔的雪儿娃达、李

真、李海霞进入决赛。担任决赛的评委有：我院 2003 届校友、中学高级教师、

现任上海市教委教研室高中数学教研员方耀华，原闵行三中校长、上海市督学颛

孙长宗，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闵行分校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常务副校

长、上海市园丁奖获得者范红凤，闵行区学科带头人、闵行区数学中心组成员陈

轶，我院数学教育系教师鲁小莉。我院党委副书记余富团、学院团委书记刘欣雨

以及 70余位数学专业的同学观摩了本场比赛。 

22. 关于卓越人才培养和课程卓越，数学科学学院组织了 6场专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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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华东师范大学关于开展卓越育人工作的通知》《华东师

范大学推进本科卓越育人工作行动方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课程卓越研讨工作

方案》《关于制订全育人理念下专业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1 月 29

日至 2 月 9 日寒假期间，数学科学学院通过线上的方式，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

分别围绕强基拔尖、非师范、师范生、公共数学的卓越人才培养、以及第一二课

堂无缝衔接，细化全育人理念下的养成教育方案召开了 6场专题研讨会。学校教

务处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数学专业点责任教授、学位

点责任教授，教学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成员，教师代表，教务秘书以及数学专业

学工团队参加了大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