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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成果一览表

biao biua  

 

 

出版著作一览表 

 

作  者 合作者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日期 

崔允漷 卢  明 著作 教案的革命：基于课程标准的学历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1 

王祖浩 丁  伟 著作 
中国化学教育研究丛书：化学概念的认知

研究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15.12 

王祖浩 龚正元 著作 
中国化学教育研究丛书：化学课程中的科

学过程技能研究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15.12 

王祖浩 陈  燕 著作 
中国化学教育研究丛书：化学教科书学习

难度评估及国际比较研究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16.10 

钟启泉  著作 课堂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1 

赵中建  著作 设计·制作·游戏：下一代 STEM 创新者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5.12 

孔企平  著作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7 

徐斌艳 斯海霞 著作 中学数学课程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6 

钟启泉 
佐藤学 

陈静静 
著作 教师花传书：专家型教师的成长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9 

 

提交咨询报告一览表 

 

作  者 报告名称 出版/采纳单位 发表时间 

柯  政 
进一步加强澳门青少年国民教育的建议 

（省部级采纳、部长副部长批示） 

教育部简报·高校 

智库专刊 
2016.11 

柯  政 
加强香港青年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建议(作为“代表高校社科界的

看法”通过中央办公厅送交中央领导人阅览) 

教育部简报·高校 

智库专刊 
2016.1 

柯  政 关于香港的国民教育课程 中宣部《舆情摘报》 2016.1 

柯  政 
整合社保系统和教育系统数据库，分析和监测不同家庭背景学生

的社会流动机制 
教育部社科司 2016.1 

柯  政 把学业水平考试改造成可进行区域跨年度教育质量的监测体系 教育部社科司 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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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一览表 

 

作  者 合作者 
成果 

形式 
成果名称 期刊单位 

发表 

时间 

崔允漷 

周文叶 

杨向东 

岑  俐 论文 校本课程规划：短板何在？ 教育研究 2016.10 

崔允漷 
雷浩，Chiu 

Ming Ming 
论文 

Affect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Students'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A Meta-Analysi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6.8 

崔允漷 雷  浩 论文 
Effects of academic emotions on achievement among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a meta-analysi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6.9 

崔允漷 温  雪 论文 
基于学历案的课堂互动研究：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

的改进与应用 
教育发展研究 2016.8 

崔允漷  论文 学校课程建设：为何与何为 中国民族教育 2016.8 

崔允漷  论文 学历案：学生立场的教案变革 中国教育报 2016.6 

崔允漷  论文 课堂教学变革的“家”在哪里 中国教师报 2016.6 

崔允漷  论文 追问“核心素养” 全球教育展望 2016.5 

崔允漷  论文 素养：一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概念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6.1 

崔允漷  论文 课程发展三位一体的创新性尝试（卷首） 现代教学 2016.3 

柯  政  论文 课程改革与农村学生的学业成功机会 教育研究 2016.10 

柯  政  论文 选考制度下的田忌赛马 教育发展研究 2016-18 

柯  政 黄 山等 论文 国际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发展概述 课程·教材·教法 2016.10 

柯  政  论文 “双一流”中的课程建设：上海纽约大学的启示 中国高等教育 2016.6 

柯  政  论文 构建统一高考课程体系初论 全球教育展望 2016.6 

 Zheng 

Ke 

Hongbiao 

Yin  
论文 

Students’ course experience and engagement: an attempt 

to bridge two lines of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016.9 

安桂清 陈 霞 论文 上海教师入职教育规范化培训体系探析 教师教育研究 2016.2 

杨向东  论文 核心素养与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化 上海课程教学研究 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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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向东  论文 核心素养与素质教育、三维目标、课程改革的关系 人民教育 2016-19 

杨向东 
王一集 

邓赐平 
论文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parental involvement: 

influences of parental expectation and perceived barrier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16 

胡惠闵  论文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问卷的编制 全球教育展望 2016.3 

胡惠闵  论文 
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教材教法研修一体网络课程

的开发与思考 
上海课程教学研究 2016.2 

胡惠闵  论文 中小学法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策略研究 思想理论教育 2016.12 

胡惠闵 郝亚迪 论文 
从课堂提问看学习机会的公平——基于 Z 市初中生的

调查分析 
教育发展研究 2016.2 

胡惠闵 黄慎娥 论文 Z 市初中教师备课现状的调查研究 教师教育学报 2016.3 

刘良华 冯嘉慧 论文 人文教育的核心素养是文武双全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报 
2016-1 

刘良华  论文 康德的道德哲学及其德育观 今日教育 2016-6 

刘良华  论文 康德的知识哲学及其学习论 今日教育 2016-3 

徐斌艳 蔡金法 论文 也论数学核心素养及其构建 全球教育展望 2016.11 

Binyan 

Xu 

Birgit 

Peppin 等 
论文 

Develop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expertise: an examination of three Chinese 

mathematics teachers’ resource systems as windows into 

their work and expertise.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2016.10 

周  勇  论文 社会转型期的人心优化与传统文化教育 全球教育展望 2016.6 

王小明  论文 例说基于学习理论的教学任务分析 教育参考 2016.1 

王小明  论文 图式：语感的重要心理机制 教育参考 2016.4 

王小明  论文 上海市初中数学教学目标特征研究 基础教育 2016.4 

王小明   布卢姆认知目标分类学（修订版）的教学观 全球教育展望 2016.6 

王小明 

柯  政 

文剑冰 

董  辉 
论文 初中生眼中的家庭作业的调查 全球教育展望 2016.10 

周文叶 

崔允漷 

刘丽丽 

宋一丹 
论文 学校课程规划方案质量的实证研究 全球教育展望 2016.9 

周文叶 张一旦 论文 教研员如何实现角色转型 人民教育 2016.8 

周文叶 邵朝友 论文 学科素养模型及其验证：别国的经验 全球教育展望 2016.5 

黄小瑞 闫寒冰等 论文 中小学教师应用电子书包教学的准备情况调查 电化教育研究 2016.11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9%bb%84%e5%b0%8f%e7%91%9e&scode=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9%97%ab%e5%af%92%e5%86%b0&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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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企平 
姚一玲 

蔡金法 
论文 小学和初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比较研究 全球教育展望 2016.3 

任友群  论文 创新教育呼唤教育创新 开放教育研究 2016.9 

任友群 
隋丰蔚 

李  锋 
论文 

数字土著何以可能？——也谈计算思维进入中小学信

息技术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国电化教育 2016.1 

任友群 
李  锋 

王吉庆 
论文 面向核心素养的信息技术课程设计与开发 课程·教材·教法 2016.7 

任友群 
卢蓓蓉 

赵  琳 
论文 

高中信息伦理教育现状探析——国际视野下我国《信

息技术基础》课程教材的比较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6.1 

任友群 
郑旭东 

高守林 
论文 

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及应用于规模化考试的主要问题

分析 
开放教育研究 2016.8 

任友群 
孙江山 

林立甲 
论文 3DCAD 支持中学生创造力和空间能力发展的实证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6.10 

任友群 
黄庆玲 

李宝敏 
论文 

教师工作坊在线讨论深度实证研究——以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提升工程教师工作坊为例 
电化教育研究 2016.12 

钟启泉  论文 单元设计：撬动课堂转型的一个支点 教育发展研究 2015.12 

钟启泉  论文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发展：挑战与课题 全球教育展望 2016.1 

钟启泉  论文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发展：挑战与课题 
人大复印资料 

《中小学教育》 
2016.5 

钟启泉  论文 授业分析与教师成长 教育发展研究 2016.8 

钟启泉  论文 问题学习：新世纪的学习方式 中国教育学刊 2016.9 

钟启泉  论文 从技能训练走向教师文化 
中国教育报 

（教育科学版） 
2016.4 

钟启泉  论文 翻转课堂新境 
中国教育报 

（教育科学版） 
2016.5 

钟启泉  论文 打造多声对话的课堂世界 
中国教育报 

（教育科学版） 
2016.9 

钟启泉  论文 分享课堂创造的世界遗产（连续 12 篇） 基础教育课程 
2016.1- 

2016.12 

赵中建  论文 美国中小学工程教育及技术与工程素养评估 全球教育展望 2016.12 

王祖浩 竺丽英 论文 基于微视频技术的自主科学实验能力评价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 2016.7 

王祖浩 迟少辉 论文 不同科学能力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研究 全球教育展望 2016.2 

王祖浩 罗  玛 论文 课堂教学“问-答”水平的一致性研究 基础教育 2016.3 

王祖浩 张小菊 论文 能手与熟手教师学科教学知识差异研究 教学与管理 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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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重大项目成果推介 

王祖浩 罗  玛 论文 
教育考试中试题难度的测评研究——影响因素、评估

方法及启示 
教育测量与评价 2016.9 

沈晓敏等  译文 
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课程行政——基于“关键能力”

的教育改革 
全球教育展望 2016.2 

沈晓敏等  译文 法教育指导纲要 全球教育展望 2016.2 

沈晓敏  论文 “非连续性文本”在品德与社会课上的应用价值 课程·教材·教法 2016.6 

方明生  论文 
尤克斯奎尔“环世界”论生物学及其儿童学建构的意

义 
教育生物学 2016.12 

 

 

 

 

 

《教案的革命：基于课程标准的学历案》 

——“学校课程实施过程质量评估的理论与技术”项目成果简介 

 

 

由崔允漷教授主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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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结题工作，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之《教案的革命：基于课程标准

的学历案》一书，日前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书由浙江元济高中的卢明校长与崔允漷教授共同主

编。卢明校长为浙江省首批正高级教师，浙派教育家发展共

同体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教研员研修中心特聘讲座教授。概

述也是元济高中与崔允漷教授合作研究的成果之一。 

本书完整呈现了一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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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aidu.com/link?url=FP3qnOJ_D8p_4d-G1lOAojGEdlk4ULePVPfOf21phI1exUGFjShm-cTIF6v3vTw309pvGcyeFdHycTOeDrPSoL5MTTUcNI-28bMs3dHk_IgJDXOSdLwpg3MMhZm0RuWOSbawhV00a4HnlpX4Tvpjus-xjRE1-XX80QmRFv5aZNTT8TmEpiH-V_gmpiOMSLA0zHq1s1iaWbwF9-Y9QE4p1m87GfGO95RJlwBjiCA7TEzYXElTou7NKuRnZYAmPnJXAK3SderBTe9md53QQ3sKB6wa75C2ork4D9yuXb3eNLM8zZ4egwUddBZuDWOQCdQ6dgjrijp-5sC9zIOvjAhQvgcfn_iM9l695IDZbIVkSUquQb1mn6P6aF6xi5KxM-gmTidj4Cx0MIMUhfUjNSRfbnmxtS7oDBx6gupDWEzfcKIawG8-VFyM8T2oopWfQif383BFp1RDsWIcRookYi7NZ1gfaxgxb9hFRLGkbakUoW9jtbONM4Zi8nLzGYvkym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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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成果推介 
 

 

 

 

    （一）“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成果简介 

日前，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揭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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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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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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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启泉教授著作《读懂课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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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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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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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采取措施，至少有三方面风险是有很大的发

生概率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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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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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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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议：一，实施“标

准参照”的学业水平考试等级计分方式。二，暂缓实施“一

科两考”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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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高要计入高考总分的原始

考卷的区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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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崔允漷教授、王少非教授合作论文荣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近日，经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评审通过，全市共 287项申报成果获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我所所长崔允漷教授、兼职研究员王少非教授合

作的《教师专业发展即专业实践的改善》位列其中，获论文类二等奖。 

该论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叙事的行动研究与教师教育

课程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发表于 2014

年第 9 期的《教育研究》上。文章认为，传

统的专业观有其局限，理解专业有不同的视

角：专业是一种实践，专业规定了边界，专

业还意味着精熟。如果从这些视角来理解专

业，那么教师专业发展就是教师专业实践的

改善。 

 

 

    （三）崔允漷教授、柯政副教授等在《教育研究》连续发表 2 篇论文 

本季度，崔允漷教授、周文叶副教授、杨向东教授等的合作论文《校本课程规划：短板

何在？》，以及柯政副教授的《课程改革与农村学生的学业成功机会》均发表在教育领域权

威核心期刊《教育研究》的第 10期上。 

《校本课程规划：短板何在》一文通过自编的质量评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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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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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与农村学生的学业成功机会》一文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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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崔允漷、杨向东、徐斌艳、柯政等多位研究员先后发表 5 篇 SSCI 论文  

2016年下半年，课程所陆续发表 5篇 SSCI 论文。其中，2013级

博士生雷浩、崔允漷教授（通讯作者）和 Chiu Ming Ming 教授（Purdue 

university，通讯作者）合作的 Affect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Students'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A Meta-Analysis 一文发

表在 SSCI 来源期刊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上。 

 

 

 

雷浩和崔允漷教授（通讯作者）合作的 Effects of academic 

emotions on achievement among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a 

meta-analysis 一 文也在 SSCI 来 源期 刊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第 9期上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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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研究员徐斌艳教授作为第二作者，也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

SSCI来源期刊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数学教育研究》）

上发表了最新成果——Develop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expertise: an examination of three Chinese mathematics teachers’ 

resource systems as windows into their work and expert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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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发表在 SSCI 来源期

刊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上，柯政副教授为通讯

作者。 

 

此外，杨向东教授等的论文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parental 

involvement: Influences of parental expectation and perceived barriers 发表在

SSCI来源期刊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第 37卷上。 

 

 

 

（五）钟启泉教授新作《课堂研究》正式出版 

近日，由钟启泉教授撰写的《课堂研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对应试教

育”最后堡垒的挑战，《课堂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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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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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王祖浩教授主编“中国化学教育研究丛书”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

目”、“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兼职研究员王祖浩教授领衔主编的“中国化学教育研究丛书”，经过几年的努力，于 2015

年底开始陆续出版。该丛书 2016 年下半年已正式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十二

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丛书力求总结我国学者在基础教育化学课程与教学研究的

“本土化”和“国际化”成果，展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化学教育的

原创性和实证性工作，力求从新的视角梳理我国化学课程与教学

研究的历史脉络，提炼化学教育的“中国问题”，借鉴国外科学教

育研究的经验，深入探讨影响当代基础教育化学课程与教学改革

的深层次问题，探索中国化学教育“继承”与“转型”两大任务，

有望形成化学教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