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2020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公告（第二批） 

 

第一组 教育学原理+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管理+现代教育技术（6 人） 

时 间：2020 年 6 月 30 日 上午 08:00              答辩平台：钉钉群（32336284） 

主 席：张新平（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南京师范大学 ） 

委 员：刘剑虹（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湖州师范学院）     

委 员：王潞涓（高级教师      硕士生导师        镇海中学） 

委 员：孙玉丽（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吴黛舒（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王海燕（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徐建平（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答辩秘书 1：钱露  

答辩秘书 2：毛梦真 

本组答辩人：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名称 

1 1611041963 胡文芳 吴黛舒 教育政策与法规里的教师发展史 ——对教育变革与教师发展关系的审视 

2 1711122001 陈甜甜 孙玉丽 浙江省中职教育经费投入区域均衡性研究 

3 1711122002 高灿灿 刘剑虹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经济动机——基于组织角度分析 

4 1711122003 任楚丽 徐建平 大数据背景下教育督导信息化建设路径探究 ——以宁波市 X 区为例 

5 1711041046 李海燕 孙玉丽 普通高中校长课程领导力研究 

6 1711041191 苏汝腾 王海燕 中小学信息技术新手教师职业情感体验研究 

 

第二组 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教学（语文）+小学教育（12 人） 

时 间：2020 年 6 月 28 日 上午 08:00              答辩平台：钉钉群（33547904） 

主 席：潘庆玉（教授          博士生导师        山东师范大学） 

委 员：周步新（特级教师                        鄞州区教育局教研室） 

委 员：冯铁山（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郑东辉（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陶志琼（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刘训华（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沈玲蓉（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仲建维（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答辩秘书 1：郭学君 

答辩秘书 2：章星星 

本组答辩人：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名称 

1 1711041008 胡寿壮 仲建维 描述取向的教师合作课堂研究：模式构建与实践探索 

2 1711041009 李香霖 郑东辉 课堂对话中的评价伦理问题研究 

3 1612041360 朱敏 沈玲蓉 初中语文学困生阅读教学课前预习的指导策略研究——以 N 市 J 中学为例 

4 1712041070 常娟 郑东辉 小学高段语文学困生转化的个案研究 

5 1712041075 廖诗琪 仲建维 艺术类高中名著导读教学的问题诊断研究 ——以武汉市 S 中学为例 



6 1712041077 刘海欧 仲建维 小学低段识字教学困难调查研究  ——以长沙市某城区小学为例 

7 1712041078 鲁晓婷 郑东辉 指向深度学习的高中语文诗歌教学策略研究 ——以《登高》为例 

8 1712041089 徐慧敏 陶志琼 小学生应对语文家庭作业的心路历程叙事研究 ——以三年级学生小 C 为例 

9 1512041550 邹小娜 仲建维 “社会服务”课程实施的实践研究 ——以宁波市江北区 B 小学的探索为例 

10 1512041557 许波 仲建维 基于描述性评价的小学学困生转化个案研究 

11 1612041437 韦有强 冯铁山 小学低段绘本教学批判性思维培养案例研究 

12 1712041210 朱琳 刘训华 统编本小学语文教材中海洋意识要素分布及其编写逻辑 

 

第三组 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教学（数学）（17 人） 

时 间：2020年6月28日 上午08:00                 答辩平台：钉钉群（31514390）  

主 席：张景斌（教授          博士生导师        首都师范大学） 

委 员：王姣慧（高级教师      硕士生导师        镇海仁爱中学）  

委 员：邵光华（教授          博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沈丹丹（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娄亚敏（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黄荣良（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魏亚琴（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答辩秘书1：林玉慈 

答辩秘书2：施嘉婷  

本组答辩人：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名称 

1 1711041014 周煜 邵光华 西部地区小学教师情绪智力与职业倦怠的关系研究 ——以甘肃省 SD 县为例 

2 1612041370 汤彦 沈丹丹 “零起点下”培养低段学生数学运算能力的策略研究 

3 1612041374 王剑 娄亚敏 指向核心素养提升的初中数学“导入问题”的设计研究 

4 1612041382 杨玲玲 邵光华 农村普通高中数学“十五字诀”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5 1711041098 陆振家 邵光华 核心素养导向的初中函数课堂教学研究 

6 1711041099 孟敬芳 邵光华 初中生数据分析核心素养发展及其培养策略研究 

7 1711041101 邱倩 黄荣良 指向核心素养的初中数学课堂合作学习策略研究 

8 1711041102 汤虹 娄亚敏 指向初中生数学概念理解的数学文化融入研究 

9 1711041103 王惠 邵光华 小学高年级数学成绩两极分化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10 1711041105 薛娇娇 魏亚琴 高考函数试题分析与教学研究——以 2017-2019 年浙江省高考数学卷为例 

11 1711041106 张妍 邵光华 初中生数学阅读障碍研究 

12 1712041107 陈丹阳 邵光华 小学高年级学生数学解题反思能力培养研究 

13 1712041109 郭莎 娄亚敏 HPM 视角下的小学数学规则教学研究 

14 1712041111 金尚翔 娄亚敏 农村小学高段生解决数学问题能力的培养研究 ——以建德市大同镇 N 小学为例 

15 1712041112 李悦 邵光华 小学数学课堂追问艺术的研究 

16 1712041114 史亚清 邵光华 小学低段学生数学验证性思维培养的策略研究 

17 1712041115 王双 邵光华 初中数学章起始课教学设计研究 

 

 

第四组 学科教学（化学）（7 人） 

时 间：2020 年 6 月 28 日 上午 08:00              地 点：钉钉群(35299614) 

主 席：毕华林（教授          博士生导师        山东师范大学） 

委 员：史定海（高级教师      硕士生导师        姜山中学） 

委 员：王存宽（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周  勇（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王成如（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韩  晋（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答辩秘书 1：罗玛   

答辩秘书 2：林珊珊   

本组答辩人：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名称 

1 1612041457 吴霞 王存宽 有机化学合成路线设计的思维障碍研究 

2 1712041123 蔡瑜娜 周勇 基于理解学习的单元设计研究 

3 1712041125 龚赛 王存宽 基于学业质量水平的离子反应课堂观察量表设计研究 

4 1712041128 吴玲敏 周勇 小学科学探究实验表现性任务单设计策略研究 

5 1712041130 朱阳阳 周勇 基于宏微结合的初中生化学式表达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第五组 学科教学（英语） （13 人） 

时 间：2020 年 6 月 27 日 上午 8：00             答辩平台：钉钉群（34365967） 

主 席：邹为诚（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华东师范大学） 

委 员：邹  艳（高级教师      硕士生导师        宁波教育局教研室） 

委 员：张光陆（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陈柏华（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杨廷君（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段  冰（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黄大网（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熊金菊（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仲建维（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答辩秘书 1：杨国 

答辩秘书 2：谭丽    王心怡 

本组答辩人：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名称 

1 1512041538 肖海丹 陈柏华 初中英语拓展性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研究  ——以《经典英语动画电影》课程为例 

2 1612041395 张莉 黄大网 高中生英语写作错误的语料库分析——学优生 VS. 学困生 

3 1612041401 刘煜 张光陆 提升初中生批判性阅读能力的问题设计研究 

4 1612041419 邵佳 黄大网 高中英语女教师职业身份认同的多重个案研究 

5 1712041142 卜海军 段冰 高中英语写作差异化教学的行动研究 

6 1712041146 方艺 张光陆 基于课堂对话的初中生英语深度阅读能力的提升研究 

7 1712041156 李晓瑜 杨廷君 分类记忆法在小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 

8 1712041163 潘婷婷 张光陆 促进课堂互动的初中英语教师反馈语研究 

9 1712041165 秦雨晴 杨廷君 初中英语课堂互动中教师反馈语的研究 

10 1712041178 许若男 黄大网 初中英语代课教师的身份认同研究 

11 1712041201 李梦婷 仲建维 小学生英语语用能力问题诊断和教学对策研究—以苏州市吴中区 A 小学为例 

12 1712041207 袁雅琪 仲建维 与外籍教师合作教学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成长的个案研究 

13 1712041208 张俊君 熊金菊 农村小学英语绘本使用现状及对策研究 

 

第六组 应用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 （9 人） 

时 间：2020 年 6 月 28 日 上午 08:00              答辩平台：钉钉群（33470394） 

主 席：张宝山（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陕西师范大学） 



委 员：黄和林（副教授                          宁波教育学院） 

委 员：汪祚军（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张  林（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严建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陈朝阳（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李伟强（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徐钟庚（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袁  博（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答辩秘书 1：刘方 

答辩秘书 2：孙欣 

本组答辩人：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名称 

1 1711041036 李莉红 陈朝阳 低特质信任者对人际信息的注意偏向的实验研究 

2 1512041576 曹飞梅 李伟强 技师院校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现状调查及其干预研究 

3 1512041578 邱燕妮 张林 正念团体辅导对离异家庭子女的心理干预研究 

4 1512041586 喻兰 严建雯 高中生运动友谊质量与体育锻炼行为的关系： 锻炼效果评价的中介作用 

5 1612041447 李佩佩 张林 生涯社会支持、自立人格对高中生职业成熟度的影响 

6 1711041212 郭俏俏 袁博 流动儿童的社会善念水平及其提升 

7 1711041225 张娜娜 徐钟庚 元刻板印象对流动儿童群体偏好的影响： 状态自尊的和群体渗透性的作用 

8 1712041237 赵恺悦 张林 初中生学业压力知觉与攻击性的关系 ——教师领导行为的调节作用 

9 1712041239 朱炳达 汪祚军 高中生情绪弹性、学业压力和抑郁倾向的关系及干预研究 

 

 

第七组 学前教育（5 人） 

时 间：2020 年 6 月 19 日 晚上 18:00-20：30        答辩平台：钉钉群（33573733） 

主 席：李  燕（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师范大学） 

委 员：邵爱红（正高级教师                      宁波市海曙区教研室） 

委 员：陶志琼（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马  鹰（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汪洁萍（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委 员：汪  超（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大学） 

答辩秘书 1：周晶 

答辩秘书 2：张倩 

本组答辩人： 

序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名称 

1 1612041451 林青 马鹰 家长视角下儿童早教机构的社会需求现状调查与思考——以 N 市 Y 区为例 

2 1711041250 郑晓鸥 汪洁萍 幼儿园数学集体活动游戏化教学模式探索的行动研究 

3 1711041243 贺楷伦 汪洁萍 幼儿教师 MPCK 与数学集体教学活动质量的关系研究 

4 1711041246 石洁 汪洁萍 大班儿童执行功能与非标准空间测量能力的关系研究 

5 1711041248 王永琳 马鹰 不同主体对大班幼儿绘画作品评价的比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