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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均斌

理学士，教授

教育背景

1990 年 8 月 本科，浙江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理学学位

-1993 年 8 月

经历

工作经历

1998 年 9 月 教授，硕士生导师， 温州大学数理学院

-现在

1984 年 8 月 中学一级教师， 浙江省洞头县第一中学数学组

-1998 年 8 月

学术交流经历

2008 年 9 月-1998 年 8 月

访问学者 华东师范大学 导师：张奠宙

教学经历

1998 年 9 月 讲授课程

-至今

○ 数学教学论 ○ 数学教学技能训练

○ 高等数学 ○ 现代数学教育技术

○数学教学动态研究 ○ 数学方法论

研究方向

1 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2 教师教育



3 数学教育技术

荣誉和奖励

曾获浙江省“三育人”先进（2012 年）、温州市优秀教师（2000

年）、温州市优秀班主任（1995 年）、温州大学首届教坛名师（2002

年）、“温大陈国同‘育人典范奖’”（2012 年）、“温大‘步青

教学名师奖’”（2016 年）、“温大研究生‘我心目中的好导师’”

（2014 年）、“数信学院‘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2013 年）、

温大第八届“华峰品德奖”（2019 年）等多项荣誉。在麦克斯调查

公司的调查中，多次被毕业生判定为“大学期间对个人成长最有帮助

的教师”.

主持和参与项目

教学项目

2006 年 5 月 中学数学教材教法，项目来源：温州大学精品课程，主持

-2009 年 5 月

20013 年 5 月 中学数学教材教法，项目来源：温州市精品课程，主持

-2016 年 5 月

20013 年 5 月 基于中小学参与实时互动的“数学教学论”课堂教学改革，

-2015 年 5 月 项目来源：浙江省教育厅，主持

学术项目

2004 年 5 月 数学问题中的信息整合研究,浙江省教育厅，主持

-2005 年 5 月

2011 年 5 月 信息观下的数学教育理论探索,浙江省教育厅重点课题，主
持

-201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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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硕士生

2008 级 严晓秋（校研究生优秀毕业生）

2009 级 薛智慧

2010 级 周 文

2011 级 杨秋红（毕业论文优秀）

2012 级 梁凯,朱玲

2013 级 蒋丰盈,黄琳婕

2014 级 翟金鑫

2015 级 张亚楠(获首届全国教育硕士师范技能比赛一等奖，校研究生

优秀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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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级 田淼颖,王宇婷,何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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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指导贺彦斌获“第三届浙江省高等学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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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指导郑龙获“第十二届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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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均斌、黄忠裕、徐彦辉、黄友初，“职前培育与职后服务一体化”数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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