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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综述 

 肩负发展使命  基地再创佳绩——2016年第四季度工作综述      
 

建设亮点 

   崔允漷教授作为首席专家领衔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  

   钟启泉、崔允漷、柯政三项成果荣获第五届全国教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近期资讯 

   第14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基于证据的课程与教学研究成功召开 

   道德教育中日交流与研讨系列活动顺利开展 

   台湾康轩文教事业参访团来访交流 

   香港中文大学尹弘飚副教授等知名学者做客华夏课程论坛 

ICIC数据库项目系列报告会等多项活动圆满收官 

任友群教授、崔允漷教授出席多个重要学术活动 

课程所团队与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开展重大项目战略合作 

杨向东教授受聘为上海市教育考试命题和评价指导委员会委员 

钟启泉教授、柯政副教授有关报告引发媒体持续关注 

肖思汉、王涛博士提交的三篇论文被2017年美国AERA年会录用 

教研员研修中心最新研修动态 
  

  

重大项目进展 

  “义务教育阶段促进学习的课堂评价研究”等项目顺利结题 

  “叙事的行动研究与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等项目计划10月份结题   
  

重要成果推介  

“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成果简介 

钟启泉教授新作《课堂研究》正式出版 

崔允漷教授新作《教案的革命：基于课程标准的学历案》正式出版 

崔允漷教授、周文叶副教授、柯政副教授等在《教育研究》连续发表2篇论文 

杨向东教授、柯政副教授等在SSCI期刊上发表最新论文  

 



    本季度，基地始终秉持国际视野、专业发展和团队服务的发展理念，凭借专业优

势，积极服务地方和国家教育决策，在学术交流、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培养等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展现了课程与教学领域“国家队”的精神风貌。   

保持开放姿态  促进学术交流   

 学术信息的开放与互通是保持基地学术蓬勃生命力的重要法宝。为把基地打造成为

一个开放活跃的学术平台，本季度，我所成功举办了第14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吸纳了

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以及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200余位的教育政策、教育

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与学者、一线教育工作者参与交流。“华夏课程论坛”第116期、

117期分别邀请了香港中文大学尹弘飚、南京大学操太圣两位知名学者来作报告。此

外，台湾康轩文教事业参访团、中日道德教育研讨会、ICIC数据库项目系列报告会等多

个学术交流活动陆续召开。  

肩负发展使命  基地再创佳绩 

——2016年第四季度工作综述  

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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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课程领域  取得丰硕成果     

    严中有宽、张弛有度的学术氛围不断激发基地成员的创造活力。本季度，钟启泉教

授、崔允漷教授和柯政副教授均凭借自己的心血之作，荣获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二等奖，柯政副教授还作为全国唯一的青年研究者代表受邀参加颁奖大会并上

台领奖；崔允漷教授作为首席专家，领衔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

周勇教授等专家申报的四个基地重大项目成功获教育部立项；钟启泉教授和崔允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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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著作正式出版；崔允漷教授、柯政副教授等2篇论文在《教育研究》陆续发表；杨

向东教授、柯政副教授等在SSCI期刊发表多篇论文等等。  

 

发挥专业优势  服务教育决策    

     基地重视发挥思想库和人才库作用，努力服务国际教育战略发展。本季度，杨向

东教授受聘为上海市教育考试命题和评价指导委员会委员，崔允漷教授出席2016看见未

来国际教育论坛，任友群教授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论坛等多个重要会上发言。此外，课

程所研究团队与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开展了以“上海深化课程改革的经验、挑战与对策”

为主题的重大项目战略合作，持续为上海市未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高质量的专业

支持。  

 

依托重大课题  培养创新人才    

    在人才培养方面，基地不断集思广益、创新举措。为加强ICIC数据库项目的团队建

设，依托数据库项目指导研究生如何做研究，全面提升研究生的科研素养，本季度基地

主办了数据库项目系列报告活动“数据•文献”专场，安排了三场高质量的报告。博士

生读书报告会的顺利举行，极大提高了学生的读书和学术热情。此外，青年教师肖思

汉、博士后王涛提交的三篇论文均被2017年美国AERA年会录用，明年将赴美国交流相关

研究成果。  



建设亮点  

 在教育部社科司印发的《关于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评审结果的公示》中，经过层层严格评审，全国47个项目中华东师范大学有3个通过，

其中崔允漷教授领衔的课题“中小学课程实施过程监测研究”成功入选。 

该项目由崔允漷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研究力量主要依靠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整合全国的专业力量，依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方案的要求，对地方或学校两级对课程方案的理解、执行、调适、落实、创新的过程

进行监测。中小学课程实施监测是国家责任，它与国家基础教育质量（学业质量）监

测、中高考一起，构成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估的三大支柱。课题针对当前课程实施监

测缺位所导致的课程政策不畅、教育生态失衡、教育竞争无序等问题，回应教育部“建

立基础教育课程实施监测机制”（2016年）的战略需求。  

（一）崔允漷教授作为首席专家 

          领衔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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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钟启泉、崔允漷、柯政三项成果 

         荣获第五届全国教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日前，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揭晓。我所钟启泉教授、崔允

漷教授和柯政副教授分别凭借著作《读

懂课堂》、论文《追问“学生学会了什

么”：兼论三维目标》、研究报告《谨

防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可能出现的三方面

风险》，荣获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作为教

育部的四大传统奖项，每五年评选一

次，主要面向教育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

和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

工作者。课程所积极准备，组织全体教

师召开申报研讨会，分享交流申报材料

的填写经验，研讨修改完善各个成果申

报表有效思路，为此次申报工作打下了

坚实基础。此次课程所在仅有十几位专

职研究员的情况下荣获3项二等奖，在全

国二等奖范围中占3.6%，在华东师大二

等奖范围中占30%。柯政博士还作为全国

唯一的青年研究者代表受邀参加颁奖大

会并上台领奖。  



    为促进国内外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

学术交流和经验分享，更好地推进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我所于2016年11月4-6日举

办了第14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本届论坛

以“基于证据的课程与教学研究”为主

题，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香港和台

湾以及全国十几个省市的200余位专家学

者、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一线教育工作者

参与了本次论坛。 

    开幕式上，所长崔允漷教授代表主办

方表达了对各位来宾的诚挚欢迎。世界著

名发展心理语言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教授Alison Bailey代表特邀专家致辞。

接着，Alison Bailey教授、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侯杰泰、巴黎第五大学教授Roger-

Francois Gauthier等11位国内外知名专

家，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背景出

发，和与会人员分享了当前国际上最新的

研究成果。5日下午的三个分会场分别围

绕“学校课程领导力”“促进核心素养发

展的学与教”“课改背景下教师的课程理

解与专业发展”三个专题展开。6日上

午，国内外特邀专家与课程所学者展开了

深入的学术对话。本届论坛得到了中国新

闻社、中国教育报、文汇报、东方教育时

报、上海教育杂志等媒体的支持。  

（一）第14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 

          基于证据的课程与教学研究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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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资讯  



    12月26-27日，由课程所主办的道德教育

中日交流与研讨系列活动顺利举办。活动由

沈晓敏教授主持，日本道德教育方法学会国

际委员会委员长、长崎综合科学大学教授上

薗恒太郎，日本福冈县久留米市教育委员会

森永谦二老师，上海市小学品德与社会学科

德育实训基地主持人王莉韵，普陀区政治特

级教师工作室主持人许晓芳作为特邀嘉宾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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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教育中日交流与研讨系列活动顺利开展  

（三）台湾康轩文教事业参访团来访交流  

    11月22日上午，台湾康桥双语学校校长杨美伶女士携台湾康轩文教事业参访团一行

12人来访课程所，并于文科大楼1606会议室举行交流会议。课程所所长崔允漷教授，兼

职研究员徐斌艳教授、孔企平教授接待了参访团。会上，双方就数学课程改革和教材改

革问题进行了交流。围绕对“核心素养”中“素养”的看法、对数学核心素养的理解、

编写教材时如何融入“素养”等问题，双方交流了上海和台湾的做法和相关经验。下

午，在课程所胡惠闵教授和吴刚平教授的带领下，参访团分成两队，分赴上海打虎山路

第一小学和仙霞中学进行实地考察。  

加了活动。26日和27日上午，中日教师走进上师大一附小、康宁科技实验小学、复旦二

附中的课堂，为学生们上了几堂展示课。课后，中国教师就日本教师的教材选择和展示

方式、板书设计及课前课后的联想测验与日本教师进行了深入交流。27日下午，在沈晓

敏教授介绍中日道德教育比较研究项目的背景之后，上薗恒太郎教授作了题为“道德教

育中自我肯定感的培育及基于联想的测评”的报告。  



 （四）香港中文大学尹弘飚副教授等知名学者做客华夏课程论坛  

         11月29日上午，作为华夏课程论坛第117期特邀嘉宾，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操太

圣教授于文科大楼1513室，带来了一场题为“教师流动的自

由：公共性的视角”的报告，论坛由我所副所长柯政副教授

主持。操教授首先介绍了研究的缘由，接着以生动的例子介

绍了教师流动的两种类型，进而通过对相关的重要政策进行

梳理，并深入分析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从政策层面解释“教

师流动为了啥”。随后，操教授从流出学校的难处、流动教

师的适应能力“退化”等方面，呈现出当前教师流动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提出从公共性的视角分析教师流动，并对教师

流动的自由有无可能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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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1日上午，作为华夏课程论坛第116期特邀嘉宾，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尹弘飚副教授在文科大楼1606会议室

带来了一场题为“SSCI 论文发表如何从0到N：我的一点体

验”的座谈。论坛由副所长柯政副教授主持，崔允漷教授、

刘良华教授、王小明副教授、周文叶副教授等数十位来自教

育学部各单位的师生参加座谈。在座谈正式开始前，课程所

举行了尹弘飚副教授的客座教授聘任仪式，并由所长崔允漷

教授颁发聘书。会上，尹教授首先分享了自己发表第一篇

SSCI论文的经历。接着，他在归纳SSCI论文发表的规则的基

础上，结合自己的写作和发表经历，向大家谈了一些体会，

并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技术方法指导。  

●  尹弘飚副教授受聘为我所客座教授  分享SSCI论文发表体验  

●  操太圣教授作客华夏课程论坛  从公共性视角解读教师流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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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ICIC数据库项目系列报告会等多项活动圆满收官  

    为加强ICIC数据库项目的团队建设，全面提升研究生的科研素养，我所主办了“中国

学校课程与教学调查（ICIC）”数据库项目研讨系列报告。第一阶段为“数据•文献”专

场，旨在指导学生如何搜集资料、如何撰写研究述评。学生热情高涨，报告场场爆满。

三场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  ICIC数据库项目系列报告“数据•文献”专场场场爆满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1月2日 张礼永博士 教育研究的“利器”：百余年来的主要教育文献 

11月9日 王  涛博士 如何检索与提取实证研究信息 

12月7日 肖思汉博士 作为探究与修辞的文献述评 

●  博士生读书报告会顺利举行  

    11月23日、30日下午，2015级博士研究生

读书报告会在文科大楼1613和1513研讨室举

行。两场报告会分别由周文叶副教授和王涛博

士主持，吴刚平教授、刘良华教授、周勇教授

和王小明副教授作点评。会上，博士生们根据

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兴趣爱好选择书目，并向现

场师生作了具体汇报。读书报告会是课程系博士生培养方案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导师希

望博士生们通过读书，把书中的方法、表达整合到自己的学习与思考中，为将来的研究

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10月19日下午，中国学校课程与教学调查（ICIC）数据库项目组在文科大楼1606

会议室召开工作研讨会。会议由课程所副所长杨向东教授主持，项目组成员吴刚平教

授、胡惠闵教授等以及课程系2015、2016级博士生参加研讨。会上介绍了ICIC数据库

建设的背景和工作进展，希望博士生们能够参与到其中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同时对课

程领域、教学领域、评价领域和教师专业发展领域四个方面拟关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

列举和解说。项目组成员各抒己见，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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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中小学课程实施监测项目指标体系工作组研讨会召开   

● ICIC数据库项目工作研讨会召开   

    10月22日至23日，全国中小学课程实施监测项目指标体系工作组研讨会在文科大楼

1606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指标体系工作组组长崔允漷教授主持，工作组成员周文叶副教

授、肖思汉博士、王涛博士等参加研讨。工作组特邀宁波大学郑东辉教授、江苏锡山高

级中学唐江澎校长、华东师大四附中张莹晶校长等参与讨论。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专

家们凝思聚力，对课程实施监测问卷的框架、条目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讨论。为确保

问卷的信度、效度和地区适应性，项目组成员、校长代表和教师代表纷纷从自身工作角

色的角度出发，对校长问卷、教师问卷、学生问卷逐一进行了字斟句酌的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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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任友群教授、崔允漷教授出席多个重要学术活动  

   本季度，任友群教授出席多个学术活动，并作重要讲话或专题报告。例举如下：  

         12月9日至10日，由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上海教

育学会联合主办的“2016看见未来国际教育论坛”在上海格致中学举行。此次论坛

以“一个时代的选择和我们的创造”为主题，旨在为各方搭建联结前瞻、跨界共创

的交流平台，一同探索如何让教育看见未来，让教育更有力量地撬动一个全新时

代。世界经合组织教育技能司司长Andreas Schleicher，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Scott Rozelle，麻省理工学院高级讲师Otto Scharmer，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

办事处教育处处长Margo O’Sullivan、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等20多位国内外

知名教育专家，以及来自全国的教育工作者、一直支持公益发展的企业代表等600多

人齐聚一堂。崔允漷教授为大会作了“什么都不缺，除了梦想力”的主旨报告。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11月18日 北京 

出席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九届学

术年会暨基础教育信息化高峰论坛，并作主题报告《从“数

字土著”到“数字公平”：信息技术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11月19日 苏州 出席第六届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 

11月19日 深圳 

出席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互联网+教育”高

峰论坛，并发表“推进教育信息化 缩小数字鸿沟”的主题

演讲。 

● 任友群教授出席第六届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等重要活动  

● 崔允漷教授应邀参加2016看见未来国际教育论坛  



 为深化上海教育改革的现有成果，诊

断上海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状况，把握国际

教育改革潮流，课程所研究团队与上海市

教委教研室开展了以“上海深化课程改革

的经验、挑战与对策”为核心主题的重大

项目战略合作，计划在“十三五”期间，

从“课程改进研究”、“教学过程的优化

研究”、“促进学习的评价技术与机制研

究”、“教师专业能力建设研究”四个方

面，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专项项目合作。项

目由崔允漷教授担任负责人，胡惠闵教授

担任主持人，吴刚平教授、刘良华教授、

周勇教授等十三位专家全程参与，分别负

责相应的子项目开展研究，群策群力，通

过这一重大战略项目合作，持续为上海市

未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高质量的专

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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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钟启泉教授受邀在《中国教育报》“名家专栏”发表系列文章，探讨学校

教育中的课堂转型。文章包括：《“核心素养”的国际潮流》、《“核心素养”的习得

养成》、《区域推进学校课堂转型》、《国际理解教育的创造与启示》、《从课堂出发

的变革》、《从测定评价到问题解决评价》。  

（九）钟启泉教授、柯政副教授有关报告引发媒体持续关注  

（七）课程所团队与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开展重大项目战略合作   

（八）杨向东教授受聘为上海市教育考试命题和评价指导委员会委员  

 为做好新高考方案出台后的考试评价工

作，推进考试命题改革，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于2016年成立上海市教育考试命题和评价指

导委员会，作为教育考试命题和评价方面的

指导和咨询机构。第一届委员会由上海市教

委主任苏明担任主任委员，23名来自相关部

门和专业的专家受聘为委员会委员，课程所

杨向东教授入选，负责为推进上海市新高考

方案出台后的考试评价相关改革工作提供专

业指导与支持。  

● 钟启泉教授在《中国教育报》发表“学校教育中的课堂转型”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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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政副教授受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推荐，参加了

九三学社中央组织的关于“慕课”的内部研讨会。

会上，柯政博士做了《利用慕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面的思考与建议》的报告。近日，九三学社中

央委员会主办的刊物《民主与科学》对部分报告内

容进行整理，补充个别知名专家的意见做了一个专

题，柯政博士发言的部分内容——《慕课真的会带

来革命性变革吗》位列其中。柯政博士从课程的角

度对慕课的真正价值进行分析，并提出如何利用慕

课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建议。  

    围绕“分享课堂创造的世界遗产”这一话题，钟启泉教授在《基础教育课程》上连

续发表12篇文章，深入探讨相关研究思考，与全国一线教育工作者分享交流课堂的创造

性问题，引发了媒体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 钟启泉教授在《基础教育课程》 

     发表“分享课堂创造的世界遗产”系列文章  

● 《民主与科学》刊发柯政副教授有关慕课的发言  



 10月29-30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等联合主办

的第二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专题论坛在华东师

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有关高校教育学部、教

育科学学院、全国各省(市、区)教育科学研究

院等业界人士共同聚焦教育实证研究。柯政副

教授在会上分享了其“‘好学校’的办学水平

更高吗？”的研究，并接受了中国新闻社等媒

12 

（十）肖思汉、王涛博士提交的三篇论文被2017年美国AERA年会录用  

 本季度，肖思汉博士、王涛博士今

年完成的3篇论文被美国教育研究协会

（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

tion，以下简称AERA）2017年年会录用。 

肖思汉博士的参会论文题为“Framing 

of Everyday Decisions and Inscriptional Re-

sources in High School Biology Textbooks in 

China”。文章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

法，探索中国高中生物教材的文本是如何

塑造“日常决策”的，而何种图像表征的

资源可以支持学生进行这种决策。 

王涛博士的2篇论文同时被AERA 2017

年会录用。Striving for Equal Opportunities: 

Gender Roles and Educational Challenges of 

Migrant Muslim Girls in Northwest China通

过叙事故事、图片阐述、访谈和课堂观察

等多种方法，研究了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

流动女童在城市中求学和生活中的文化体

验 和 性 别 认 同。Knowledge to Action: 

Teachers’ Perception and Enactment of De-

mocracy, Equity, and Diversity in China and 

U.S为合作论文，王涛博士担任第一作

者。论文旨在通过对中美两国公民教育课

程实施的对比，探讨中美两国在公民教育

中遇到的共同问题，也试图探索民主和多

元化的共同特征和差异解读。 

● 柯政副教授第二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专题论坛报告引关注  

体的采访。柯教授在采访中表示，即使剔除了学生背景因素，重点学校在提升学生成绩上

确实有优势，但在办学水平上没有明显优于普通学校。这提示重点学校更高的办学效能，

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师资本身的优势。  



重大项目进展   

期号 研修班名称 学员人数 

第106期 甘肃教研员课程领导高级研修班 50 

第107期 少年宫系统课程领导高级研修班 40 

第108期 甘肃教研员课程领导高级研修班 50 

第109期 克拉玛依校长课程领导高级研修班 50 

第110期 大连中学校长课程领导高级研修班 50 

第111期 京津冀中学骨干教研员课程领导高级研修班 50 

（一）“中国课程改革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理论建构”等4项目获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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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期间，新一轮的基地重大项目全面启动，聚焦基地发展的战略主攻方向

“立德树人课程改革过程中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课程所经过充分研讨与论证，由所长

崔允漷教授担任基地重大项目规划总负责人，带领研究团队在2016年成功申报立项了4个

基地重大项目，所有项目计划于2017年正式开题，全面启动项目研究。 

    由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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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了包含课程与教学一般理论、各个学科相关专家团队担任专

家团队，围绕“课程、教学、评价”的核心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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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等一线教育工作者的专业

发展。本季度，研修中心已顺利完成了第106期至111期教研员的培训工作，情况如下：  

（十一）教研员研修中心最新研修动态  

详情请查阅“华东师范大学E教研员之家”网站：http://ejyyzj.ecnudec.com/    

http://ejyyzj.ecnudec.com/


单位 主持人 项目名称  

课程所 周  勇 中国课程改革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理论建构 

课程所 吴刚平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整合研究 

课程所 徐斌艳 中国学生数学素养测评研究 

课程所 胡惠闵 促进课堂转型的中小学教研体系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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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程教学质量改进 

            数据库基础框架和电子系统研发”项目顺利结题  

 本季度，由杨向东教授主持的基地重大项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程教学质量改进

数据库基础框架和电子系统研发”已完成所有结题材料的整理，正式提交给教育部相关

部门进行结题评审。该项目是2011年立项的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统领“十二五”各个

基地重大项目的有序开展，相关结题成果待评审通过之后，将以专著的形式和其他基地

重大项目成果正式出版，进一步与相关学者探讨学校课程教学质量改进问题。  

（三）“叙事的行动研究与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等项目即将结题  

 本季度，由刘良华教授主持的基地重大课题“叙事的行动研究与教师教育课程改

革”正在抓紧整理结题材料，预计在2017年6月前正式结题。此外，张华教授、李雁冰

教授等学者主持的基地重大项目目前正在抓紧时间对课题研究情况、成果情况进行全面

梳理与总结，撰写能够代表几年来课题研究成果和水平的结题总报告，预计近期完成结

题工作。具体信息见下表：  

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课程所 刘良华 叙事的行动研究与教师教育课程改革 

课程所 张  华 中国21世纪新课程改革研究 

课程所 李雁冰 我国学校学科及教科书的历史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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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推介   

（一）“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成果简介 

        该著作以学校改革的核心——课堂为场域，以儿童

学和建构主义的线索，细致全面地回应了一线基础教育

工作者对学生全面发展、教师专业成长、新课程改革绩

效的各种困惑，呼吁教师读懂课堂、读懂孩子，超越偏

见，实现成长。  

● 钟启泉教授著作《读懂课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崔允漷教授论文《追问“学生学会了什么”：兼论三维目标》，《教育研究》   

        论文基于布卢姆及其追随者的教育目标分类

学，对界定“学生学会了什么”提出了新的分类设

想，即指向学生习得结果的三类目标，指向意义形

成的三阶目标以及指向教学实践的三维目标。文章

认为，教师清晰地陈述教学目标的路径是：以三类

目标定位，以三阶目标立意，以三维目标叙写。  

● 柯政副教授研究报告《谨防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可能出现的三方面风险》，教育部  

    在“两依据一参考”的制度框架下，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

为了“高风险”考试项目。目前浙沪两地的实施方案，在学业

水平考试的计分及其与高考分数合成的问题上，还存在一些漏

洞。这使得学业水平考试面临不少风险。如果不采取措施，至

少有三方面风险是有很大的发生概率的。第一个风险是，由于

计分方式粗糙，让不具可比性的成绩进行横向比较，导致高考

分数的公平性和权威性受损，容易诱发家长的群体性抗议。第二个风险是，不注意控制

学业水平考试的区分度，导致“分分计较”的压力比改革前还突出，而破解“分分计

较”又恰恰是这次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第三个风险是，由于存在制度漏洞，部分高中

会为了利益最大化，以各种手法来岔开考试批次和科目，操控分数。为此，建议：第

一，实施“标准参照”的学业水平考试等级计分方式。第二，暂缓实施“一科两考”的

规定。第三，建立适当的分数校准机制，使不同科目的成绩更具可比性。第四，提高要

计入高考总分的原始考卷的区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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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钟启泉教授新作《课堂研究》正式出版  

    钟启泉教授最新撰写完成的《课堂研究》一书，

通过诠释课堂研究的意蕴、视点、方略，希望向读者

尤其是一线教师展现一个崭新的教育实践研究的图

景。本书认为，学校的课堂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而

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空间。“课

堂研究”绝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同那些扭曲的课堂研究的思想及其势力展开博

弈的一场斗争。“课堂研究”是一种教学实践研究。

这种研究对于一线教师而言，是通过教学研究，尝试

解决课堂教学直面的种种问题，建构明日之课堂实践

可能性的场域；对于研究者而言，是教育学概念内涵

的发现与再发现的场域。  

（三）崔允漷教授新作 

        《教案的革命：基于课程标准的学历案》正式出版  

    近日，浙江元济高中卢明校长、课程所崔允漷教

授、周文叶副教授等联合编写的《教案的革命——基

于课程标准的学历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学

校课程实施过程质量评估的理论与技术”的研究成果

之一，《教案的革命》完整呈现了一群“反思性实践

家”如何重新认识“真实的学习”和教师职业的专业

性，反思传统“教案”、“学案”，基于学生的立

场、秉持课程的视角展开教案变革的有益尝试。回应

教学方案的专业化需要，书中还详细阐述了开发学历

案的学理依据和关键技术，并提供了11门高中课程的

学历案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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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文借助自编质量评价工具，对我国中部城市Z市初

中校本课程规划方案进行质量评价。研究发现，初中校

本课程规划方案中的课程目标对“学生需求”的回应不

足，“合一致”维度是校本课程规划方案中的明显短

板，校本课程规划中未明确学校的育人目标和教育哲

学。文章认为，校本课程规划必须以本校学生的课程需

求为逻辑起点，校本课程规划的专业性体现在一致性

上，校本课程规划的灵魂是学校教育哲学或育人目标。  

（四）崔允漷教授、周文叶副教授、柯政副教授等 

          在《教育研究》连续发表2篇论文  

● 崔允漷、周文叶、岑俐、杨向东：《校本课程规划：短板何在》，2016.10  

● 柯政：《课程改革与农村学生的学业成功机会》,2016.10  

    农村学生学业成功机会不断下降，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但已有讨论很少从学校教育的内部机制来

分析城乡学生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原因，忽略了学校课程

是城乡不均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途径。本研究通过A

市连续八年的学生中考成绩数据发现，课程改革会对城

乡学生的学业成功机会的影响比较复杂。从总体平均值

来看，“新课程”之后，城乡学生的差异没有扩大，甚

至有些许的缩小。但在“新课程“后农村学生获得高分

的机会却明显下降；城乡学生的学业成功机会在不同课

程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基于不同课程对城乡差异的敏感性，本研究进行了政策模拟干

预的检验，通过调整不同课程在统一考试中的权重，发现可以明显地改善城乡学生的

教育机会均衡度。本研究揭示出长期被忽略的影响城乡教育机会差异的学校课程因

素，并通过政策干预的模拟检验数据确认了课程政策工具的积极效果，为对治理城乡

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依据，具有重大的政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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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杨向东教授、柯政副教授等在SSCI期刊上发表最新论文   

    本季度，杨向东教授等人的合作论文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parental involve-

ment: Influences of parental expectation and perceived barriers发表在SSCI来源期刊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第37卷上。  

    柯政副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尹弘飚副教授合作的论文Students’ course experience 

and engagement: an attempt to bridge two lines of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

ate education也发表在SSCI来源期刊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上，柯

政副教授为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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