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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对话平台 共建学术高地

——2015 年第二季度工作综述

本季度我基地在稳步发展之余，把更多的努力转向拓展对话平台、打造高水平学术高地

的建设目标上，正努力成为开放性、创新性、国际性的国家级学术机构，成为课程改革领域

的思想库和人才库，成为中国参与世界课程研究对话的中坚力量。

拓展对话平台 纵深学术交流

为把基地打造成为一个开放活跃的学术对话平台，我所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本季度，香

港、以色列、新西兰、日本等地多位知名教授先后来我所访问交流，我所师生与来访专家分

别围绕教育测量与评价、课程与数字教材的探究、教与学的提高方法、课程改革进展及其挑

战等话题进行了热烈交流。同时，为把基地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科研阵地，我所任

友群教授、徐斌艳教授、沈晓敏教授等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及交流活动，与国际知名学者展开

深入交流。此外，为提升学术氛围，促进同行学者间交流，推进中国教育学界课程与教学领

域的研究和发展，我所成功举办了第三届上海圆桌论坛：“西学东渐的影响与中国师资文化

的特点”。

贡献学术智慧 加强专业辐射

为基础教育持续提供高质量专业服务一直是我所的发展目标之一，本季度中，崔允漷教

授、吴刚平教授受邀参加真爱梦想“开源·共创教育生态”教育高峰论坛，与政府管理层、

商界精英、一线教育者、教育公益从业者及公众一起探讨共创一个开放、多元化教育生态；

同时，柯政副教授递交的两篇政策咨询报告《美国教师聘任过程中的国家控制》、《普通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用于高校招生录取的方式研究》分别获得教育部社科司、基教二司的采

纳和好评；此外，我所主办的华东师范大学教研员研修中心第 86、87、88 期研修活动如期

进行，先后接待了来自北京房山、内蒙呼和浩特、河南郑州的教研员、教师们来中心研修与

交流。

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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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科研高地 引领教育繁荣

本季度，各基地重大项目根据研究计划稳步开展各项研究工作，“义务教育阶段促进学

习的课堂评价研究”项目进展顺利，“社会·文化视野下的儿童研究与课程创新”项目成果

不断；同时，经过多位学者的共同参与热烈研讨，杨澄宇博士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

二五规划”教育学青年课题顺利开题。此外，我所所长崔允漷教授在《中国教育报》上撰文

“理解儿童：一切教育的起点”介绍“教师教育”新教材——《儿童发展》；此外我所基地

刊物《全球教育展望》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排名中再创佳绩。

营造学术氛围 培养优秀人才

本季度，我所在人才培养方面佳绩频传。由崔允漷教授指导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 2013

届硕士毕业生郑蕾的学位论文《上海初中数学师生学业评价观调查研究》荣获上海市研究生

优秀成果奖，这是今年上海市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论文中唯一获得者。同时，在今年的

优秀毕业生评选当中，我所有 2位硕士毕业生获得“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2位硕士毕

业生获得“华东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

（一）西学东渐的影响与中国师资文化的特点：

第三届上海课程圆桌论坛在沪成功举办

4 月 27 日至 28 日，由我所主办的第三届“课程圆桌论坛”在上海召开。本次论坛的主

题是“西学东渐的影响

与中国师资文化的特

点”。论坛特别邀请了

著名教育学者，华东师

范大学的陈桂生教授担

任主讲嘉宾。同时，还

邀请了来自北京师范大

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二

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会议的发言和讨论，共论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师资文化的特点。

建设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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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论坛主要分为主题报告和圆桌会议两大议程，历时两天。第一天上午由陈桂生教授

做主题报告，余下时间由 12 位不同的专家学者做主题发言。为了更好地促进交流，最大程

度地开展对话，会议特别在每次主题报告和发言之后安排了讨论与回应的环节。在紧凑热烈

的会议过程中，与会者紧紧围绕着“西学东渐的影响”和“中国师资文化的特点”两大要义

发言,本着学术交流、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展开讨论，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二）柯政副教授递交的咨询报告分别获教育部采纳与好评

为国家教育部等相关部门提供专业政策咨询服务，发挥基地的政策咨询作用，一直是我

所专业服务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在本季度中，柯政副教授先后提交了两份咨询报告：一份

是受教育部社科司的委托，开展对国外高校教学管理方面的调查研究，经过收集资料、分析

数据、整理出主题为《美国教师聘任过程中的国家控制》的政策咨询报告，得到了社科司相

关部门的采纳和肯定，教育部社科司专程向我所发来了研究成果采纳证明和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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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柯政副教授受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的委托，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教育改

革方向，深入研究解决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计分方式以及它与统一高考成绩的合成问题，为

未来我国的高校招生制度将采取“两依据一参考”的方式提供政策咨询建议,形成了一份主

题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用于高校招生录取的方式研究》的咨询报告。近日，教育

部基础教育二司发来证明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该报告“理论依据清晰、数据详实、分析深入”。

（一）香港、以色列、新西兰、日本等地多位知名教授先后来所访问

1. 国际著名教育测量专家王文中教授来我所访问

4月初，国际著名教育与心理测量专

家王文中教授到我所访问。王文中教授是

香港教育学院的讲座教授、评估研究中心

主任、协理副校长，并于 2014年当选美

国教育研究协会之会士，是迄今为止获此

殊荣的五位华人学者之一。

在我所访问的 40天里，王文中教授与我所

黄小瑞博士面向研究生开设《学业测量与评

价》；做客“华夏课程论坛”第 107期论坛，

进行了一席以“后 Rasch时代：兼论本研究团

队研究成果”为标题的演讲；以及对我所开展

的数据库项目提出了很多富有指导意义的建

议。

近期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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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色列 Yerushalmy教授做客华夏课程论坛第 105期

4月 27日下午，由我所主办的第 105期华夏课程论坛邀请到了以色列海法大学教育学

部数学教育学院的Michal Yerushalmy教授来作报告，主题是“探究课程与数字教材”。我

所徐斌艳教授和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赵健教授担任主持，Yerushalmy教授紧紧围绕“探究

课程与数字教材”这一话题，从教师的视角，结合技术的变化对数学教学过程的多重表征方

式展开讲演。与会者对 Yerushalmy教授所提出的话题兴趣盎然，与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Yerushalmy教授也对参与论坛师生的积极反应感到非常高兴，并表示将继续加强与我所在数

学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合作，大力推进中以之间学术文化交流。

3.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Gavin Brown 教授为我所师生作报告

本季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定量数据分析和研究中心主任 Gavin Brown教授来我所

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交流。5月 5日下午，Brown教授做客我所华夏课程论坛第 106期，

为我所师生作题为“新西兰提高教与学的评价方法”的学术报告。黄小瑞博士主持，彭正梅

教授、周文叶副教授等师生参加了本次报告活动。在报告中，Brown教授详细介绍了新西兰

用来评价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系

统（asTTle），以及如何使用该系

统诊断教师的教学问题和学生的学

习问题，从而帮助教师和学生提高

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Brown教授

的报告受到了在场师生的热烈欢

迎，现场气氛非常活跃，Brown教

授希望与我所师生日后有更进一步的交流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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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广岛大学池野范男教授、台湾“国家教育研究院”专员及辅导员来访

6月 17日，日本教育研究会社会科分会前主席、广岛大学发展学习系统研创中心主任、

教育学研究科著名教授池野范男博士一行，以及台湾“国家教育研究院”综合规划室庄金裕专

员、课程及教学研究中心王可欣

辅导员访问我所，所长崔允漷教

授、副所长杨向东教授以及沈晓

敏副教授参与接待。三方主要就

各地的课程改革进展以及面临

的具体挑战进行了交流。崔允

漷、杨向东、沈晓敏三位教授就

他们感兴趣了问题一一作答，同

时也介绍了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研制的最新进展。

（二）崔允漷、吴刚平教授助力公益事业，出席真爱梦想“开源·共

创教育生态”教育高峰论坛

5 月 10 日，应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邀请，我所崔允漷教授、吴刚平教授参加了

“开源·共创教育生态”教育高峰论坛暨真爱梦想 2014 年报发布会。此次活动邀请了教育

专家、政府管理层、商界精

英、一线教育者、教育公益

从业者及公众一起探讨共创

一个开放、多元化教育生态。

崔允漷教授作为上海真爱梦

想公益基金会“课程评审与

教师发展委员会”主席、梦

想课程首席教育顾问，以“梦

想课程的社会意义”为题做了主题发言。吴刚平教授代表我所出席嘉宾论坛，与多位商界精

英、政府管理层、一线教育者和教育公益从业者探讨了中国教育为什么需要“开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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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开源”又会给未来带来哪些改变。真爱梦想将“开源”“共创”作为今后发展的主线，把

已运行 7年的梦想中心服务体系开放出来，呼吁有志于参与素质教育的个人和机构一起以共

享方式，像自然界的风一样吹动教育生态的逐渐形成，生成孩子和家长喜爱的、高质量的教

育产品和服务，共同携手创造一个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未来！

（三）任友群、徐斌艳、沈晓敏教授等教授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1. 任友群教授多次出席学术会议并做主题报告

（1）作为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专家组秘书长及信息技术

课标组组长，任友群教授于 2月至 4月参加教育信息化专

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暨第二次全国

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第一次到第五次筹备工作研讨会；参

加“全国高中课程标准”第四次和第五次研讨会，并于 4

月 25-26日，赴杭州浙江大学，参与研讨全国信息技术课

程标准与浙江省高考方案的细节讨论。

（2）5月 16日，任友群教授出席第六届全国数字校

园建设与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开幕式，并“‘Internet+Campus’

何以可能”的主题报告。

（3）5月 20日，任友群教授赴山东青岛参加信息化大会及首届全国中小学教学信息化

应用成果展览会，大会前夕，任教授接受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博“微信教育”的微访谈，围

绕“信息技术与教育改革如何深度融合入”主题，对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如何推动教育

理念和教育方法、学习环境和学习模式的深刻变革等进行了解读；

（4）5月 27日，任教授出席第 19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简称 GCCCE）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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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教育信息化动力的文化阐释”的主题报告；

（5）6月 10日，任教授参加中美 STEM+物联网创新教育研讨会并作了“STEM 一种

教育实践的中国际遇”的主题报告；

（6）6月 18日，以“开放教育中的学习与知识”为主题的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夏

季国际学术研讨会（AECT－LKAOE）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学举行，任教授出席并作“高中信

息技术课程标准的中国思考”的主题报告。

2. 徐斌艳教授参与多项学术交流活动

（1）参加上海市“初中数学教材日常修改研讨会”并作主题报告。徐斌艳教授作为上

海市初中教材修改委员会专家，于 5月 21日在上海市教委组织的“初中数学教材日常修改

研讨会”上，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团队作关于“上海市初中数学教材日常修改意见分析框架构

建与评价”的报告，从科学性、教育性、适切性、教学性、关联性等角度，对数据进行编码

和统计分析，阐述初中数学教材的特点、展望修改路径。

（2）出席上海市研究生论坛“新世纪以来国际数学课程改革的发展与反思”。5月 28

日-30日，徐斌艳教授出席了主题为“新世纪以来国际数学课程改革的发展与反思”的上海

市研究生论坛，来自 20多个高校的 130余名研究生和教师参加了论坛。在论坛上徐斌艳教

授不仅围绕“数学学科核心能力研究”、“数学教材研究”等专题与研究生们进行交流、分

享观点，而且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与大家分享关于进行国际数学课程改革研究意义和展望

等观点。

（3）参与申办第 14 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5月 24日-29日，徐斌艳教授作为上海本

地组织委员会主席之一，与华东师范大学第 14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ICME-14）申办团队

共同接待了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ICMI）考察团，完成了 ICME-14的申办任务。经过国际

数学教育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投票，上海市最终获得 2020年 ICME-14的举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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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沈晓敏副教授陪同日本长崎综合科学大学上薗教授到上海虹口区小学听课并

参加教研活动

6月 3-6日，日本长崎综合科学大学教授、日本道德教育方法学会国际委员会委员长上

薗恒太郎先生来访，与沈晓敏副教授以及上海市德育特级教师商谈中日道德教育比较研究项

目的实施。访问期间，沈晓敏教授陪同上薗教授赴虹口区第四中心小学、曹杨中学、闵行区

鹤北小学观摩了德育课，并参加了中小学德育实训基地的教研活动。这次德育考察活动也是

为启动中日道德教育比较研究项目而进行的前期准备。中日道德教育比较研究项目除了课堂

教学比较研究外，还包括两国德育教材的比较。两国德育教育研究者希望通过这项合作研究，

探索促进儿童道德发展的教育方法。

（四）杨澄宇博士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教育学青

年课题顺利开题

由我所青年教师杨澄宇博士主持、周文叶副教授参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

2014 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语文传统观念的现代性阐释与创造》近期举行了开题报告会。

我所崔允漷教授、周勇教授，中文系谭帆教授，哲学系郁振华教授，《教育发展研究》编辑

部主任林岚老师等专家出席了会议。

（五）基地刊物《全球教育展望》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转载排名中再创新高

日前，我所基地刊物《全球教育展望》在 2014 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

载排名中再创佳绩。2014 年度教育学学科期刊排名中，《全球教育展望》共被转载 31 篇，

排名第三，转载率排名第三，综合指数排名第四，是历年来转载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中，《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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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共转载论文 277 篇，其中转载自《全球教育展望》高达 17 篇，占总

量的 6.1%，排名第二。相比去年，无论在转载数量还是转载率都更进一步，选文质量再次

获得学界认可。

（六）教研员研修中心最新研修动态

我所主办的全国目前唯一一家教研员专业研修平台——华东师大教研员研修中心自

2009年成立以来，采用“清洗晒”的专业研修模式，通过专家引领、同伴互导等方式促进教

研员、校长、教师等教一线育工作者的专业发展。本季度，研修中心现已完成 86—88期教

研员及教师的培训计划，主要举办了第 86期北京房山校长“课程领导”高级研修班、第 87期

内蒙呼和浩特“课程领导”高级研修班、第 88期郑州七中高中教师“课程领导”高级研修

班，目前中心正全面推进 2015年研修工作。

（七）我所研究生培养近期佳绩频传

1. 郑蕾同学学位论文荣获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5月，上海市教委发文（沪教委高〔2015〕20号）公布了 2014年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

果（学位论文）名单，我校共 17篇博士

学位论文、11篇硕士学位论文入选。其

中我所所长崔允漷教授指导的 2013届课

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毕业生郑蕾的学位

论文《上海初中数学师生学业评价观调

查研究》名列其中，且为上海市教育学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论文中唯一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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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所四位应届硕士毕业生荣获“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4月，华东师范大学 2015年优秀毕业生（研究生）评审结果公布。其中，我所硕士陈

国明（导师胡惠闵教授）、孙玉（导师李雁冰教授）获得“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陆思

思（导师李雁冰教授）、葛绍飞（导师安桂清副教授）获得“华东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称

号。“优秀毕业生”这一荣誉称号的设立，旨在表彰在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优秀研

究生，期待他们在未来工作与生活中再创辉煌！

（一）“义务教育阶段促进学习的课堂评价研究”稳步推进

“义务教育阶段促进学习的课堂评价研究”项目在本季度整体稳步推进。结题报告的基

本框架已经成型，相关工作的分工已经落实，部分章节的初稿撰写已经完成。本阶段主要关

注“课堂评价与教学的整合”研究。项目组一方面考察了课堂评价与课程、教学的关系，形

成了《论课堂评价的课程意蕴》、《“先学后教”，效从何来——兼论课堂评价在“先学后

教”中的作用》、《“先学后教”需要教师怎样的评价素养》等论文。另一方面与合作基地

学校开展相应的实践研究。除继续推进与天台街头小学的“目标导向，评价驱动”和椒江区

下陈中学的“基于作业改进的教学改进行动研究”两个项目外，本季度与台州市开发区文华

小学共同启动了“基于教学评一致性的教学改进行动研究”。

（二）“社会·文化视野下的儿童研究与课程创新”成果不断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儿童研究与课程创新”课题研究本季度进展顺利。安桂清、方明

生的论文《儿童学视角下教师教育课程创新》已经发表在 2015年第 2期的《教育发展研究》

上；高振宇的最新成果《民国时期中国儿童学研究述评》发表在 2015年第 3期的《全球教

育展望》上；刘美、方明生的论文《超越儿童社会认同的“儿童共和国”之构建——雅努什

•科扎克“儿童权利”思想探究之一》于 2015年 6月 13日刊登在《2015学前儿童学习与发

展高峰论坛论文集》上。与此同时，课题组举行了后续研究的第 5次驻所研究活动，课题研

究小组讨论、结题报告的各章的框架修改，以及关于儿童学重建的模型建构的思路。

重大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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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向东教授与学者合作在国际知名期刊新近发表 SSCI 论文

近日，我所杨向东教授与上海师范大学国际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宁博士、比利时鲁汶大学

教育效能与评价中心 Jan Van Damme教授、Sarah Gielenb教授、教育科学方法研究机构Wim

Van Den Noortgatec教

授合作完成的研究论

文刊登于 SSCI刊物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本文以学校课堂

纪律风气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为研究切入点，采用多层级线性分析法，对 2009年全球学生评

价计划（PISA）65个参与国家进行调查，比较了不同国家的不同课堂情况，揭示出好的课

堂纪律风气与好的学校阅读表现互为影响的关系。

（二）柯政副教授递交的咨询报告《美国教师聘任过程中的国家控制》

今年初，为全面了解国外高校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情况，教育部社科司和社科中心联合

开展了一系列调研工作，我所柯政副教授受教育部委托承担了资料收集、调研报告撰写等重

要任务，并从课程社会学的角度，对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课程设置以及附属其上的教师聘任过

程中的社会控制机制进行了剖析，发现美国教授在享有很高学术自由度的同时，国家事实上

也存在着一套非常精致和高明的控制机制来保证教授们的政治影响力。在此基础上，柯政副

教授对这个发现的启示以及政策意义进行了分析，形成了一份题为《美国教师聘任过程中的

国家控制》的政策咨询报告提交给教育部社科司，得到了社科司相关部门的采纳和肯定，并

向我所发来了研究成果采纳证明和感谢信。

重要成果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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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柯政副教授递交的咨询报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用于

高校招生录取的方式研究》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教育改革方向，未来我国的高校招生制度将采取“两依据

一参考”的方式，即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

而要顺利实施“两依据一参考”，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问题就是要解决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的计分方式以及它与统一高考成绩的合成问题。为此，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特委托我所柯

政副教授领衔一个课题组对此问题展开研究。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研究，课题组最终于 2014

年 10月向教育部递交了最终的咨询报告。该报告对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如何计入高考成绩的

各种可能方式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基于这些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近日，该咨询

报告得到教育部基教二司采纳及好评。

（四）崔允漷教授在《中国教育报》撰文介绍“教师教育”新教材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儿童发展》 一书。该书是目前唯一一本基于《教

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编写的教材，充分体现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的理念。我所崔允漷

教授特撰文《理解儿童：一切教育的起点》推荐此书，该文刊载于 4月 20日《中国教育报·07

版（读书周刊）》。借助媒体平台，向社会各界人士介绍此书，共享研究成果。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的首要理念——“育人为本”，要求教师科学地理解儿童。崔教

授认为，《儿童发展》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儿童发展各领域的基本理念、主要内容、最新进展、

经典研究、促进发展的方法与途径，向教师读者传递的正是“科学的”儿童观。该教材内容

上的特色不仅体现在“科学”，更体现于对儿童发展心理学传统视野的“超越”。以时间为

轴，描绘 0-18岁儿童发展各年龄段特点的同时，以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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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学为视角揭示了儿童大脑与神经系统的成熟、身体生

长发育、认知、情绪、语言、道德、社会性发展等各方面特征。

而在编写方面，该教材突出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通

过“章前导语”“本章小结”“进一步阅读的文献/网站”等栏

目设置为教师读者提供充足的思考空间，又通过创设实践情

境、选择典型案例等方式帮助教师学习者在理论学习与实践体

验的交叉互动中构建实践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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