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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既是建党百年，也是中国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20周年。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

究所始终不忘初心，与国家课程改革同行，服务

国家战略亟需，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筑梦前

行，以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频创佳绩。 

   立足时代，探索新课程、新教学 

   “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教育与全球教育都迎来

了“未来已来”的新变局。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课程所持续探索课程与

教学新理论。本季度，崔允漷、吴刚平等专家受邀出席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

标准预审会，参与国家课程方案修订。陈霜叶、柯政等专家提交的5份咨政报告获省部

级以上相关部门采纳。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小学课程实施过程监

测研究”再添新成果,“促进课堂转型的中小学教研体系重建”等2个基地重大项目进入

结题阶段。刘良华教授的著作《教育研究方法》（第三版）正式出版。钟启泉教授聚焦

素养评价，文章获《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雷浩、石雨晨、王涛、张薇等专家关注信息

技术、议题教学、影子教育，在SSCI期刊上发表多篇高质量研究成果。     

    

    面向全球，构建中国课程话语   

    课程所持续寻求中国特色的课程学术与实践创新，建构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



程话语。本季度，国内首套“中国课程改革与学校创新”英文书系第二册问世，高德胜

教授向世界讲述德育课程的中国探索。高德胜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介绍了小学道

德与法治教材编写过程。课程所传播课程前沿，与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嘉兴教育学

院、郑州七中等开展合作，培养与指导300多位课程领导者。16位师生出席全国课程学

术研讨会，共话课程前沿。课程所持续在国际舞台分享中国课程与教学故事，高德胜、

张薇等专家出席多个国际学术活动，张薇教授的咨政报告还获国际组织采纳。此外，

《全球教育展望》王冰如编辑出席全国第六届教育期刊改革与发展高峰论坛交流办刊经

验。课程所积极为师生搭建平台，邀请了邓宗怡、汪潇潇等多位海内外课程与教学领域

专家做客华夏课程论坛，推动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中国经验，世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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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综述 

   着眼未来，培育国际一流人才   

   课程所非常重视研究生的学术训练，通过推行研究生培养改革举措，致力于培养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生。本季度，课程所5位博士生、21位硕士生提交的学位论文全部一

次性通过盲审，并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9位研究生在AERA国际顶级教育学术会议上作

英文报告。6位博士研究生、4位硕士研究生出席第十二次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并作报

告，其中博士生黄逸恒作大会主题报告。课程所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创建了研究生培养

过程信息平台，推进“以所（系）本教研为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和信息化结合的卓越育

人综合方案”。  

    



（一）初心无改奋新程，课程所教师团队探访党的百年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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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亮点  

         4月23日，课程所团队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政领导的支持和课程与教学系党

支部书记安桂清教授的带领下重温红色之旅，践行红船精神。乘着南湖碧波，团队聆

听了一场生动的现场党课，赡仰了革命家们的丰功伟绩，先辈们敢为人先、百折不

挠、忠诚为民的精神深深地触动着所有人。秉承“为课程，为学生，为未来”的信

念，课程所如先辈们一样坚守初心，始终以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精神样态为国家基

础教育课程与教学贡献力量，与国家课程改革同行，为培育未来教育的引领者而不懈

奋斗。  

（二）共话课程前沿，课程所超强阵容出席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  

         4月16—18日，第十二次全国课程学

术研讨会在温州大学召开。崔允漷教

授、柯政教授、吴刚平教授、安桂清教

授、王涛副教授、雷浩副教授及黄逸

恒、王丹艺、陆卓涛等研究生出席，并

作大会主题报告与分会场报告。《全球

教育展望》副主编安桂清教授与编辑部

主任王冰如老师还受邀出席了“教育期

刊编者作者读者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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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 报告人 报告主题 

大会主题报告 

崔允漷

张紫红 
试论学科实践的内涵与属性 

吴刚平

陈  华 
课程内容的组织形态与教学方式变革 

柯  政  

梁  灿 
应试教育与学生创造力之间关系研究 

安桂清

陈艳茹 

亚欧四国及地区课堂话语的审视与比较——基于OECD全球教学洞

察视频研究（GTI）数据的实证分析 

黄逸恒

杨雨航 
澳门历史教材如何渗透家国情怀教育 

分会场报告 

王  涛 在地全球化：国际理解素养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建构 

王丹艺 知识转型下的教科书嬗变 

雷  浩  

毛玮洁

吕胜男 

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类课程实施监测研究——基于差距模型的分析 

陆卓涛

田薇臻 
理想与现实：目标群体视角下山东省新高考政策认同研究 

（三）引领教育实践，专业培养300多位课程领导者  

    课程所将研究优势和智库优势转化为专业实践影响力，通过研修课程培养课程与

教学领域的专业领导者，不断促进国家课程改革的理念和政策更好地在实践中落地。

本季度，课程所持续开拓高端资源，创新教育实践，先后与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嘉

兴教育学院、郑州七中等院校开展深度合作，共指导了300多位校长、教研员、骨干教

师，从课程规划、学期课程纲要、基于标准的学历案、核心素养评价、信息技术融合

等全方位助力学校全面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实验，提升课程领导力，大力推动义务教育

高质量发展。  



（一）服务国家亟需，崔允漷等受邀出席 

          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预审会  

    课程所团队深度参与国家课程改革，致力于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顶层设计。5

月8-10日，崔允漷、吴刚平、王祖浩、王涛、刘钧燕等专家受邀出席教育部义务教育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预审会，参与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  

（二）参与国家事权，高德胜教授接受央视专访， 

          介绍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编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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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课程作为一项国民素质的奠

基工程、关键课程，承担着让每个现

代人“道德脱盲”的历史使命。5月31

日，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专题片

“统编教材”播出，作为国家统编

《道德与法治》（小学）教材执行主

编，高德胜教授接受专访并介绍了小

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编写过程。  

（三）搭建对话平台，多位海内外课程与教学领域专家 

          做客华夏课程论坛  

    课程所积极搭建优质学术交流平台，已连续举办157期华夏课程论坛。本季度，

课程所邀请了伦敦大学学院（UCL）教育学院邓宗怡、清华大学汪潇潇、中国教科院

研究员龚亚夫、天津大学张晓蕾、北京大学林小英等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做客华

夏课程论坛，涉及课程与教学领域的核心研究论题，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 

近期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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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讲好中国故事，高德胜、张薇等专家出席多个国际学术活动 

    课程所坚持“参与课程实践，共享智识”的学术使命，积极开展与海内外学者

的交流与研讨，推动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中国经验，世界共享”。  

（五）分享办刊经验，《全球教育展望》王冰如编辑出席 

          全国第六届教育期刊改革与发展高峰论坛  

    中国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旗帜期刊《全球教育展望》是课程所举全所之力支撑的

学术平台。期刊秉承“全球视野，本土行动”的理念，以“中国新时代课程与教学

理论与实践”为主题，引领中国特色课程与教学话语体系建构。根据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全文数据库检索情况，《全球教育展望》被《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

（2019~2020年）全文转载的文章共计56篇，是国内重要转载来源刊物。5月28-29

日，《全球教育展望》杂志编辑部主任王冰如编辑出席全国第六届教育期刊改革与

发展高峰论坛，与全国一百多家教育期刊负责人共同探讨科研评价改革背景下教育

期刊的转型发展，交流办刊经验，不断提升期刊出版水平。  

序号 报告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4月15日 邓宗怡 构建“强有力”的课程理论 

2 5月14日 汪潇潇 在线教育教学的实践与思考——以清华大学为例 

3 5月28日 龚亚夫 构建英语学科体系的另一种系统性 

4 6月18日 张晓蕾 校本教研中的中国教师学习 

5 6月21日 林小英 图像的社会生成研究：以教师理解的“合作学习”图像为例 

序号 出席人 会议内容 

1 高德胜 

5月15日，受邀出席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融合与特殊教育研所发展中心、亚太道德

教育协会共同主办的“学生幸福感国际网络研讨会系列：品格与道德教育网络研

讨会”，作“‘接童气’与儿童经验的生长——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对儿童经

验的处理”的主题报告。 

2 张  薇 

4月15日，受邀在“ Asia-Pacific Forum on the Progress Upda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s of Education”论坛发言； 

4月28日 ，参加CIES会议，并作 “Non-State Actors in Education: The Nature, Dy-

namics and Regulatory Implications of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的主题报告。 



07 

（六）坚持卓越育人，创建研究生培养过程信息平台  

    依托上海市一流研究生教育引领计划、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引领计划，课程所

快速推进研究生培养过程信息平台建设，积极配合卓越育人方案的实施要求。平台建设

的初衷在于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自我管理：通过记录培养环节考核的过程信息，充分展

现导师和任课老师作为评价主体的作用，并对相关信息实现自动化存储、系统性检索、

智能化分析等功能，从而更好地为卓越育人服务。目前该平台已用于研究生学位论文开

题报告、预答辩、查重和评阅的过程管理，未来将伴随学生们的整个研究生生活。  

（七）对标国际一流，多名课程所研究生 

          在国际顶级教育学术会议上作英文报告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课程所非常重视研究生的学术训练，通过推行

研究生培养改革举措，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生。2021年4月8日-12日，美国

教育研究协会（AERA）虚拟会议顺利召开，此次会议主题是“承担教育责任”，课程所

博士生刘庆龙、毛玮洁、王奕婷、吕霁月、张翔昕、侯滟斯，硕士生袁梦迪、何薇薇、

熊颖等参加了此次线上年会并作了报告。  



    本学期，课程所5位博士生和21位硕士生提交的学位论文全部一次性通过盲审。5月

12日、19日，课程所分别举行了2021届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答辩，26位研究生全部顺利

通过答辩。  

（八）辈出卓越人才，26位硕、博士研究生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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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 年级&博士/硕士 报告主题 

刘庆龙 17级博士生 
Comparative Effects of Individual and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of Concept Maps 

毛玮洁 18级博士生 Assess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K-12 Educ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王奕婷 18级博士生 
The Impact of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on Teacher Self-efficacy in
China: Merit Pay as a Moderator 

吕霁月 19级博士生 
Professional Capital,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Systematic Capacity:
Navigation from Shanghai Teachers' Research System 

张翔昕 19级博士生 
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on Instructional Coaches' Job Perfor-
mance: Chain Mediation of Self-efficacy and Work Engagement 

侯滟斯 20级博士生 
Understanding Novice ELT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Female
Teachers' Conflict Experience: Their Perceived Conflicts and Cop-
ing Strategies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s 

袁梦迪 18级硕士生 
Performance? 

何薇薇 19级硕士生 
Actor-Networks and Ambivalent Others in Students’ Decision-
Making about Studying Physics in a Reform Context 

熊  颖 19级硕士生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Litera-
cy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 Meta-Analysis Among Students 

博士学位论文信息表 

序号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论文题目 

1 张  卉 刘良华 哲学与教育学互动关系视角下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体系研究 

2 董泽华 崔允漷 非正式形成性评价研究——以初中科学课堂为例 

3 李  凯 吴刚平 促进核心素养的大概念教学研究 

4 钟  朋 周  勇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教师专业发展？ ——基于两所小学的田野调查 

5 张  震 刘良华 明代工夫课程的兴起与演变 

How Does Concept Maps Influence Self-regulation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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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信息表  

序号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论文题目 

1 廖丹铌 崔允漷 协作问题解决的教学策略研究 

2 范楠楠 肖思汉 中学生社会性科学推理模式的调查研究 

3 逢燕燕 陈霜叶 小学语文看图写话的历史与现状：基于学习任务视角 

4 李媛媛 安桂清 新手教师与专家教师小学统编语文教科书使用的比较研究 

5 梁  灿 柯  政 课程与教学论视角下的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6 廖  琴 王  哲 
初中科学类教科书的实验插图设计效应研究——以人教版化学教科书

“燃烧与灭火”课题为例 

7 潘  虹 陈霜叶 资优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研究 

8 庞茗萱 王小明 新时代小学生劳动参与现状研究——以南京市6所小学为例 

9 权俊驰 周文叶 指向专业实践改善的教师评价个案研究 

10 田张珊 安桂清 具身认知视角下教师研修课程设计的行动研究 

11 王厚红 胡惠闵 教研员专业发展途径的案例研究 

12 王学慧 肖思汉 师生互动视角下的沉默现象研究——以六年级科学课堂为例 

13 谢玉珊 杨向东 中考语文现代文阅读命题的批判性思维评价研究 

14 杨  澜 王  涛 
基于议题的单元教学研究——以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下册《生命的思

考》单元为例 

15 于家宁 柯  政 指向深度学习的项目化学习设计改进研究 

16 喻静雯 胡惠闵 教科书中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以部编版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为例 

17 袁梦迪 周文叶 学科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研究——以美国NBPTS英语学科为例 

18 张晶晶 刘良华 诱惑性细节及其效应研究——基于教科版六年级《科学》教科书 

19 朱灿 王  哲 基于ICAP理论的高中地理概念图教学策略研究 

20 朱明慧 肖思汉 初中科学课堂争论教学设计研究 

21 YULIA 柯  政 苏俄的超常儿童教育研究 



重大项目进展 

    本季度，首席专家崔允漷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小

学课程实施过程监测”持续推进，新的项目成果持续产出：  

   （1）崔允漷等.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程表的调查报告.荣获“2014-2020年上海市

级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毛玮洁，崔允漷. 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程实施：问题、成因与对策.教育科学, 

2021,37(2): 22-30. 

   （3）雷浩，王希婧.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类课程实施状况及其对策研究.投稿中 

   （4）文艺，毛玮洁，崔允漷.从2234份班级课程表看上海市义务教育课程计划的落实

情况.审稿中.  

   （5）雷浩等.私立学校教材使用.政策咨询报告，提交上海市委办公厅。 

（一）“中小学课程实施过程监测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再添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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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重大项目“促进课堂转型的中小学教研体系重建”课题组在胡惠闵教授的带领

下进展良好，课题组围绕教研职能的变革与影响、教研内容与方式的变革及对课堂教学

的影响、教研员专业定位与要求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并于近期在《教育发展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全球教育展望》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目前

课题组已进入结题阶段。 

    王祖浩教授主持的基地项目“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制的关键问题研究”本季

度进展良好。本季度课题组在线发表SSCI论文1篇：Factors influencing middle school stu-

dents' interdisciplinary competence in science education。有3篇论文被CSSCI期刊录用：

（1）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如何深度融合——基于TPACK的教学推理（电化教育研究，

2021年第9期）；（2）“科学与工程实践”视角下美国各州科学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3）美国基础教育循证学校问责制研究—内布拉斯加州学校质量评

价与提升新探索（比较教育研究）。  

（二）“促进课堂转型的中小学教研体系重建”等2个项目进入结题阶段  



（二）刘良华教授著作《教育研究方法》（第三版）正式出版  

    近期，由高德胜教授及其团队成员章乐副教授、唐燕

博士合著的国内首套“中国课程改革与学校创新”英文书

系第二册——《Explorations of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extbooks: Children’s Life and Moral Learn-

ing》正式问世。德育课程作为一项国民素质的奠基工

程，它承担着让每个现代人“道德脱盲”的历史使命。本

书将全面展现中国德育的探索成果和研发经验，剖析中国

德育的价值、教学与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如何建构回归

生活的德育课程、如何将生活化的德育课程理念转化为真

正的道德教育课堂等问题，从而探索并建构一种新的、现

代的道德教育存在形态。 

11 

重要成果推介 

(一) 高德胜教授深耕德育，国内首套“中国课程改革与学校创新” 

       英文书系第二册问世 

    “教育研究方法”是《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

行）》“课程设置”的重要模块。近期，刘良华教授的

著作《教育研究方法》（第三版）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正式出版了，本教材依据《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

行）》，精选对培养优秀教师有重要价值的课程内容，

尤其是优秀中小学教学案例，并吸收学科前沿知识、教

育改革和教育研究最新成果。本书把教育实证研究作为

一个值得追求的方向，认为真正的实证研究是“有理论

视角的实证研究”或“有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同

时，本书针对初学者可能遇到的困惑作出相关的回应，

直接指向本科生或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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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钟启泉教授聚焦素养评价，文章获《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本季度，钟启泉教授在《中国教育报》发表了

《为什么要从知识评价转向素养评价》一文，文章一

经发表，获得教育界普遍关注。5月11日，《新华文

摘》全文转载了该篇文章。文章认为，无论是教育性

评价——学校现场的教育评价，还是选拔性评价——

升学考试制度，均应注重素养评价。从知识评价转向

素养评价绝不是否定知识，但“成绩”不等于“成

长”。20年来的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真实性评

价”，是一种旨在把教育评价作为更人性化的创造性

活动来重建的新范式。学校现场的评价改革是牵涉整

个评价体制的基础性一步。不跨出这一步，哪怕再好

的中高考改革文本，也是一纸空文。  

（四）张薇教授发文关注影子教育，咨政报告获国际组织采纳  

    近期，张薇教授在SSCI期刊《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上发表论文《A changing environment 

of urban education: historical and spatial analysis of pri-

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in China》，研究中国影

子教育系统发展史。文章分析了影子教育制度化、数

字化和大众化过程中，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影子教

育三个教育空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其与中国城市化间

的相互作用机制。此外，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为推进

课程改革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咨询与服务，张薇教授在

联合国未来教育项目中，围绕“校外教育”的系列问

题提交的咨询报告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纳。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课程与教学研究如何回

应这一时代诉求已经成为本领域不可回避的研究话

题。基于此，雷浩副教授及其团队聚焦于计算思维、

基于游戏的学习、信息与交流技术素养等展开了相关

研究，并且撰写和发表多篇高质量论文： 

        4月，雷 浩 副 教 授 作 为 通 讯 作 者 于SSCI期 刊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上发表论

文《Effects of Game-Based Learning on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 Meta-Analysis》。该论文运用元分析的方法

考察了基于游戏的学习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作用机

制。结果表明，与传统教学相比较，基于游戏的学习

更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但这种效应在不

同的条件下也存在着不同的表现。 

        6月，雷浩副教授在SSCI期刊《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上发表论文《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CT literac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mong students: A 

meta-analysis》。论文运用元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信息与

沟通技术素养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

明，信息与沟通技术素养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存在显

著相关，并且这种关系受到被试特征、知识评估和研

究设计等的调节作用。  

13 

（五）雷浩副教授关注信息技术对教学的影响，发表多篇高质量成果 

（六）石雨晨、王涛等专家关注议题教学，发表高质量实验研究成果   

    近期，石雨晨、沈晓敏、王涛等专家在SSCI期刊《Learning, Culture and Social Interac-

tion》上合作发表论文《Dialogic teaching of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 in a Chinese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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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为推进课程改革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咨询与服务，是课程所

团队一直以来的发展宗旨。本季度，柯政、陈霜叶、杨晓哲、张薇等专家围绕“教

材、在线教育”系列问题，先后有5份咨政报告获得了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和批示。  

（七）陈霜叶、柯政等专家提交的5份咨政报告 

          获省部级以上相关部门采纳  

作者 标题 采纳单位 采纳时间 

陈霜叶等 关于“教材” 中央有关部门 2021.04 

陈霜叶、柯政、杨晓哲、张薇等 关于“在线开学” 上海市委办公厅 2021.04 

柯政、陈霜叶、杨晓哲等 关于“停课不停学” 上海市委办公厅 2021.04 

柯政、陈霜叶、杨晓哲 关于“网络教学” 上海市委办公厅 2021.04 

柯政、陈霜叶、杨晓哲、张薇等 关于“在线教学” 上海市委办公厅 2021.04 

school》。论文基于在上海某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开展

的为期一个月的争议性议题教学干预，该干预基于电

影《我不是药神》，旨在鼓励教师采用对话式教学，

让学生对相关的社会性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辩论。此

次干预由沈晓敏教授领衔，王涛博士和石雨晨博士协

助完成。论文从课堂话语入手，将教师和学生话语分

为了独白式话语、对话式话语以及辩论式话语，并编

码、计算和分析了各类话语的占比及特征。论文指

出，高质量的对话式和辩论式话语占有较高的比例，

学生在课堂中的热情和参与度很高，这为后续在我国

中小学课堂开展议题教学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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