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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11 月 2 日      星期五      会议第一天     

上午   上半场   开幕式、主题报告      主持人：陈霜叶 

8:30-9:00 开幕式：主办方领导与特邀专家合影，主办方及特邀专家致辞  

9:00-9:30 
1.Textbook studies revisited: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 society and politics 
Eckhardt Fuchs 

9:30-10:00 
2.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o the cerennial curriculum 

question: 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 
Geneva Gay 

10:00-10:10                           现场对话 

10:10-10:30                            茶 歇 

上午   下半场   主题报告      主持人：王 哲 

10:30-11:00 
3. Us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to adv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lusola Adesope 

11:00-11:30 4. 课程与未来社会 程介明 

11:30-12:00 5. 课程研究的未来想象 郭  华 

12:00-12:10 现场对话 

12:10-13:30 
持蓝绳代表证者请在利兴餐厅就餐，持红绳代表证者请在河西三楼秋林阁餐厅就餐， 

特邀专家及课程所专家请在校培专家楼餐厅就餐 

下午   上半场   主题报告        主持人：肖思汉 

13:30-14:00 6. 台湾学生核心素养课程研究的审视与想象 蔡清田 

14:00-14:30 7. 香港“学习学习”及“新学制”的课程改革：经验和挑战 陈嘉琪 

14:30-15:00 
8. School subject pedagogy in Japa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池野范男 

15:00-15:10                           现场对话 

15:10-15:30                             茶 歇 

下午   下半场    主题报告       主持人：张 薇 

15:30-16:00 
9. Curriculum for the future: H.E3.A.T. Initiative from New 

York experiences   
Jack P. Chan 

16:00-16:30 10. 教学改革的中国经验 刘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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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7:00 
11. 在课程中培育独特且具有包容性的个性：与杜威、梁漱

溟的当代对话 
张华军 

17:00-17:10                           现场对话 

11 月 3 日      星期六     会议第二天 

上午   上半场   主题报告      主持人：王 涛 

8:30-9:00 12. 蔡元培与中国课程改革的美育传统 周  勇 

9:00-9:30 13.“借助西方理论挖掘中国课程文化理性”的范式探讨 赵伟黎 

9:30-10:00 
14. Imitation game: Reflections from the developments of 

school science curricula 
Jinwoong Song 

10:00-10:10                           现场对话 

10:10-10:30                            茶 歇 

上午   下半场   主题报告      主持人：雷 浩 

10:30-11:00 
15. An analysis of divergent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pproaches in New York city school 
     John Pendleton Banks 

11:00-11:30 16. “思无邪”与孔子课程思想的特征                                                                                                                                                                                                                                                                                                                                                                                                             吴刚平 

11:30-12:0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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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德胜 

12:00-12:10                            现场对话 

12:10-13:30 
持蓝绳代表证者请在利兴餐厅就餐，持红绳代表证者请在河西三楼秋林阁餐厅就餐， 

特邀专家及课程所专家请在校培专家楼餐厅就餐 

下午    分会场一      文科大楼 1613        主持人：黄小瑞 

13:30-13:45 
1. 从政府主导走向协作网络：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课程政

策传播机制及其特征的变迁 
屠莉娅 董若云 

13:45-14:00 2. 真实性学习：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刘  徽 

14:00-14:15 休息 

14:15-14:30 3. 近十年国际课程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刘晓坤 

14:30-14:45 4. 核心素养的核心内涵辨析 王小明 

14:45-15:15 
现场对话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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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分会场二     文科大楼 104       主持人：周文叶 

13:30-13:45 
1. 改革开放 40 年教研员在课程改革中的发展历程、研究热点

及其困境超越 
胡红珍 孙芙蓉 潘龙飞 

13:45-14:00 2. 课程哲学研究四十年：成绩、问题与展望 夏永庚 周险峰 

14:00-14:15 3. “君子不器”的课程论阐释及传承延续 余闻婧 

14:15-14:30                             休息 

14:30-14:45 4. 当前全球课程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轨迹探讨与反思 殷玉新 

14:45-15:00   5. 文化思潮与课程观的嬗变：基于历史维度的考察 张晓瑜 

15:00-15:30 
现场对话 

会议结束 

下午      分会场三      文附楼 221      主持人：杨晓哲 

13:30-13:45 1. 中英两国小学数学课程标准的比较和研究 史加祥 

13:45-14:00 2. 校本课程建设制度化的分析框架、实践反思与发展策略 贾建国 

14:00-14:15 休息 

14:15-14:30 3. 素养本位的时代课程 唐彩斌 

14:30-14:45 4. 纽约学区的课程开发与实施实践  沈红缨 

14:45-15:00 5. 多元融合共进理念下的区域共享课程建设           黄丽娟 

15:00-15:30 
现场对话 

会议结束 

下午   内部研讨，不对外开放     文科大楼 1606 会议室   主持人：陈霜叶 

14:00-16:00 

 

圆桌论坛：课程研究：百年审视与未来想象 

议题：中国课程经验如何实现国际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