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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综述 

   仲夏浓阴，栀子飘香，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建设亮点 

   教育部教材局申继亮巡视员一行莅临指导，充分肯定课程所的教材研究成果 

   全球首个“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成立，拓展课程所的学术战略方向与国际影响力 

第七届上海圆桌课程论坛：站稳多元文化、国际理解本土化与道德教育研究前沿 

博士生集体访学第二年，课程所迎来北师大“老朋友” 

  

近期资讯 

    新开始新出发，系所新一届领导正式上任 

    课程所团队出席全国课程学术年会并当选新一届委员会理事 

    强化项目过程管理，基地重大项目第四次推进会顺利召开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期末工作会顺利召开 

    与崇明区教育学院、浙师大教育学系开展联合党建活动 

    黄小瑞、刘钧燕博士晋职/入职报告会成功举办 

    如何在创客空间中测评和提升学生的计算思维，阴悦博士做客华夏课程论坛 

    多位师生出席AERA2019年会，与国际学者分享研究成果 

    杨晓哲博士主持的Swift编程教育部项目正式启动，38所学校老师已行动 

    张薇、王祖浩、崔允漷、刘良华、高德胜、周勇等教授出席多个学术交流活动 

    以青春的名义——周文叶、肖思汉、马志强等多位师生获教育学部荣耀表彰 

    成长与离别——系所27位研究生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让深度学习发生——第三届研究生学历案设计大赛圆满落幕 

  

 



 

     

    给择校热潮“降降温”——博士生王丹艺入选优秀博士生学术能力提升计划 

    第17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报名已开始 

 

重大项目进展 

    教育部哲社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小学课程实施过程监测”进展顺利 

    “中国课程改革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理论构建”等5个基地重大项目进展顺利      

 

重要成果推介  

     高德胜教授的多篇成果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雷浩等老师的研究成果被美国Science Trends科普网站报道 

     徐斌艳、雷浩、杨晓哲等老师新近发表多篇SSCI国际期刊论文 

     张薇、王涛、刘钧燕等老师在ROE发表文章，讲述中国教育与课程的最新故事  

     崔允漷教授等关于高中多样化发展的研究报告获浙江省教育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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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好中国课改故事，推动中国经验世界共享       

    本季度，课程所主办了第七届上海圆桌课程论坛和第144期华夏课程论坛。美国南伊

利诺伊大学于天龙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姜英敏教授与林可博士、四川师范大学郑富兴教授

以及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阴悦副教授先后来访。同时，更有多位课程所教师在国际舞

台讲述中国课程故事：崔允漷教授赴美参加“未来生活质量问题”中美研讨会并作主题演

讲；雷浩等老师的研究成果被美国Science Trends科普网站报道；徐斌艳、雷浩、杨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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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综述 

   仲夏浓阴，栀子飘香，学期末收尾的第二季度，课程所同仁在科学研究、学术交流、

科研育人、创新发展等方面继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仲夏浓阴  栀子飘香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布局校外教育研究，引领国际学术前沿发展     

   课程所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不仅积极探索学校内的课程理论，参与课

程决策与实践，也时刻关注校外教育这个重要的教育热点问题。本季度，课程所正式成立

了以教育学部杰出讲席教授Mark Bray、课程所张薇教授与刘钧燕副研究员为核心团队的全

球第一个“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最新的校外教育研究成果在ECNU Review of Educa-

tion上作为2019年第一期特刊出版。此外，该团队还应邀出席第63届国际比较教育大会

（CIES）、第八届全国培训教育发展大会以及由哥本哈根丹麦教育学院主办的“教育财政

与跨界合作”研讨会，与国际学者分享源于中国案例的新知卓见，引领校外教育的国际学

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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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科研育人力度，助力师生共同专业成长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周文叶、肖思汉两位老师因学生培养方面的突出

贡献，被教育学部授予“筑梦奖”。黄小瑞博士晋职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如期举行，Mark 

Bray教授团队核心成员刘钧燕博士也受聘加入课程所并作入职报告分享。科研育人机制常

规化，学生培养成效显著。与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开展每年

一度的博士生集体访学，鼓励并大力支持研究生参加一流国际学术会议。本季度，董泽

华、吴方文、刘笛月参加AERA2019年会并作研究分享。王丹艺申请的项目获“优秀博士

生学术能力提升计划”资助并正式立项；董泽华、马志强、朱婕荣获2017-2018年度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受到教育学部表彰。         

    开展科研理论实践，促进基地不断创新发展       

    今年是“十三五”发展的关键之年。本季度，基地重大项目第四次推进研讨会顺利

召开，围绕“十三五”期间课程所基于“立德树人课程改革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正

式立项的五个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的中期研究进展、成果情况、后续研究方案等开展专

题讨论；教育部教材局申继亮巡视员一行莅临指导，就“十三五”期间基地开展教材研

究和教材建设的情况作了专题调研；杨晓哲博士与苹果公司合作的教育部项目“Swift编

程课程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发展研究与实践探索”正式启动，38所学校老师已行动；

崔允漷教授提交的咨询报告被浙江省教育厅采纳；高德胜教授的多篇文章被《新华文

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等老师发表SSCI国际期刊论文；王涛、王哲两位老师出席AERA2019年会并作报告分享；

张薇、王涛、刘钧燕等老师在ECNU Review of Education发表专题文章。  



（一）教育部教材局申继亮巡视员一行莅临指导 

          充分肯定课程所的教材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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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亮点  

          4月19日下午，教育部教材局申继亮

巡视员、规划处陈亚伟副处长、牛瑞雪

副处长、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课

程处王杉杉副处长等6位领导专家莅临课

程所考察指导，就“十三五”基地开展

教材研究和教材建设的情况进行了专题

调研。会上，副所长陈霜叶教授围绕

“十三五”期间课程所在基地科学研

究、团队建设、科研育人、咨政服务等

方面取得的工作进展向来访的教育部领

导作了汇报，并重点介绍了2018年以

来，基地在教材研究和教材建设方面已

开展的主要工作；所长崔允漷教授围绕

目前正在深度参与的“国家义务教育阶

段课程方案修订情况”向来访的教育部

领导作了介绍，全体与会专家就该项工

作的主要进展、存在问题、意见建议等

开展研讨交流。 

    申继亮巡视员充分肯定了课程所在

新世纪课程改革、教材研究等方面作出

的努力和贡献，对基地“十三五”期间

取得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

课程所继续秉持专业信念和学术使命，

大力开展教材研究和教材建设，持续服

务国家课程决策、助力国家课程改革。 

（二）全球首个“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拓展课程所的学术战略方向与国际影响力   

    课程所作为课程与教学领域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学校教育的

课程与教学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成果。校外教育是与学校教育并行

的体系，对校外教育课程与教学的研究也是课程所的使命所在。5月29日，课程所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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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化不断推进、文化多元交错的时代，道德教育面临多重困境。如何基于本

土化情境和话语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素养？如何在多元文化社会协调教育领域的多元

与同一？如何在网络情境下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基于这些话题，课程所于6月5日主

办了第七届上海圆桌课程论坛，邀请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教育学院于天龙教授、北京

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姜英敏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郑富兴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林可博士与课程所崔允漷、高德

胜、沈晓敏、安桂清、张薇、王涛、王哲等专家，以及网络报名的二十多位学者、研

究生、一线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研讨与交流。 

（三）站稳多元文化、国际理解本土化与道德教育研究前沿 

          第七届上海圆桌课程论坛顺利举办    

成立“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这

是全球首家专注于国际校外教育研究

的机构，中心将重点从课程与教学角

度战略布局校外教育研究的新领域，

以严谨卓越的学术标准和国际战略视

野推进新形势下各类课程与教学新议

题的深度研究，提升咨政服务水平。 

    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主要依托于国

际校外教育研究奠基人马克·贝磊(Mark Bray)教授及其团队。该团队是校外教育领域

的全球权威，具有顶级影响力。课程所张薇教授与刘钧燕副研究员都是其核心成员。 

    本季度，中心成员不仅主编完成了ECNU Review of Education首个校外教育主题特

刊，还应邀出席第63届国际比较教育大会（CIES）、第八届全国培训教育发展大会以及

由哥本哈根丹麦教育学院主办的“教育财政与跨界合作”研讨会，与行业内众多知名

专家学者分享校外教育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中国校外教育的智慧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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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为拓宽博士生的学术视野，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和北

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国内首创双方博士生学术互访机

制。去年5月，在所长崔允漷教授的带领下，课程系博士生12人赴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

育研究所访学，一年之后，课程所又迎来了回访的“老朋友们”。 

        4月14日至19日，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课程与教学研究院的24位师生

来到丽娃河畔，开启为期一周的博士生集体访学。期间，师生们参与了欢迎会、两场博

士生论坛、崔允漷教授与肖思汉副教授的学术报告以及走进课堂——香港中文大学尹弘

飚教授讲授“教育研究项目设计”工作坊学习。博士生集体访学为两校师生深入交流创

造了平台。此外，两校博士生还一同前往上海名校建平中学开展考察交流，实地感受专

家学者、卓越教师对课堂教学的引领和指导。 

    接下来，课程所将把访学计划扩展到国（境）外，为研究生与世界名校、一流科研

院所、顶尖专家学者面对面互动交流创造更多机会，不断激发博士生开展科学研究和学

术交流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四）博士生集体访学第二年，课程所迎来北师大“老朋友”    

本届论坛继续秉承“小型高端学术研讨”的理念与特色，采用特邀、闭门的组织形

式，聚焦多元文化、国际理解与道德教育相关话题开展深入研讨，形成了一系列创新而有

意义的学术思考和研究成果。欢迎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继续提出高质量议题，与课程所协

力提升中国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学术水准。 



 （二）课程所团队出席全国课程学术年会并当选新一届委员会理事   

全国第十一次课程学术研讨会“未来课程的变革与挑战”于4月19-20日在河南

大学召开，全国各地课程研究专家学者、一线教育工作者等500余人参加。会议对

全国课程学术委员会进行了换届，成立了新一届理事会。课程所所长崔允漷教授受

聘继续担任课程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吴刚平、刘良华、柯政、安桂清等四位老师

当选常务理事，雷浩、王涛、杨晓哲等三位老师当选理事。此次崔允漷、吴刚平和

雷浩老师以及研究生王丹艺、文艺和郑梦萍参加会议并作报告分享。  

    4月17日下午，课程所在文科大楼1606室举行全体教职工大会。教育学部党委

书记房建军、常务副书记黄瑾、办公室主任邹文莅临指导，课程所全体教职工出

席。会上，房建军书记对前任系主任胡惠闵老师、柯政老师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对近年来课程所在科学研究、团队建设、科研育人、咨政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成

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正式宣布新一届课程系主任、副主任的任命决定。至此，系

所新一届领导正式上任，相信在新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下，课程系所全体同仁将继

往开来、再创辉煌。   

（一）新开始新出发，系所新一届领导正式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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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资讯   

职务 姓名 

课程与教学系党支部书记 安桂清 

课程与教学系主任、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 周文叶 

课程与教学系副主任、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 陈霜叶 

课程与教学系副主任、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  肖思汉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助理 王  涛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 崔允漷 



          6月28日下午，课程系（所）全体教职工齐聚期末工作会，就2019年上半年的各项

工作开展研讨交流。期间，系所领导及相关工作负责人就党建工会及人事工作、研究生

培养、办公室工作、系所行政管理、国际会议及所庆筹备、学术交流及科研工作、编辑

部工作、国际课堂分析实验室建设和系所工作总体情况作了回顾与展望。  

（三）强化项目过程管理，基地重大项目第四次推进会顺利召开      

    6月26日，课程所召开基地重大项目第四次推进研讨会，主要围绕“十三五”期间课

程所基于“立德树人课程改革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正式立项的五个教育部基地重大

项目的中期研究进展、成果情况、后续研究方案等开展专题讨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

技处副处长杨广军（正处级）、华东师大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荀渊、科研部主任朱军

文、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霍九仓、教育心理学系主任杨向东、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所长崔允漷受邀出席并担任点评专家，与全体项目负责人、课程所专兼职研究员及华

东师大其他院系所的师生展开研讨交流。  

（四）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期末工作会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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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崇明区教育学院、浙师大教育学系开展联合党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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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黄小瑞、刘钧燕博士晋职/入职报告会成功举办     

    4月12日，课程系（所）教职工一行13

人前往崇明区教育学院开展联合党建活动，

受到院长宋林飞等学院领导的热情接待。双

方围绕乡土文化开发、乡土课程建设、教师

培训与专业发展等作了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均表示要进一步加强联系，通过各种方式推

进院、所的交流与合作。 

    4月10日下午，黄小瑞博士晋职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文科大楼1613研讨室举行。报

告中，小瑞博士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重点介绍了量化研究中的常用方法体系及其应

用。她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家长参与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为例分别讲述回归分析、

路径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嵌套数据的多水平模型及分类方法。         

         6月24日下午至25日上午，浙江师范大

学教育学系主任王丽华副教授带领20名师生

专程来到课程系（所），开展了以“支部合

作共建，助力人才培养”为主题的短期游学

活动。课程系（所）党支部书记安桂清副教

授、组织委员雷浩副教授以及课程系18级硕

士生王厚红、喻静雯、潘虹、范楠楠出席交

流会并作主题分享，肖思汉副教授受邀作学

术报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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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思维是国际上核心素养研究与政策

关注的热点。但如何测评计算思维，如何有

效提升计算思维却是难点。4月26日下午，伊

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教育心理学系副教授

阴悦博士做客课程所第144期华夏课程论坛，

作了题为“在创客空间中提高和测评学生的

计算思维”的学术报告。报告中，阴博士与

（七）如何在创客空间中测评和提升学生的计算思维，阴悦博士做客

华夏课程论坛  

    6月28日上午，刘钧燕博士入职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文科大楼1613研讨室举行。期

间，钧燕博士围绕“市场化背景下的家长角色、责任及教育选择”这一主题作了研究分

享。借助家长主义和消费者选择理论，详细阐述了在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家长作为消

费者选择校外教育的动机、原因及过程；并通过家长对校外教育的选择深入探讨了不同

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对于自身在孩子教育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及责任建构的群体差异。 

大家分享了这个由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资助项目的最新进展，即如何通过嵌入

形成性评价的创客活动来提升学生的计算思维，促进STEM学习。  

（八）多位师生出席AERA2019年会，与国际学者分享研究成果  

   当地时间4月5-9日，以“Leveraging Education Research in a Post-Truth Era: Multi-

modal Narratives to Democratize Evidence”为主题的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2019年

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140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教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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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杨晓哲博士主持的Swift编程教育部项目正式启动 

          38所学校老师已行动 

    5月14日，由杨晓哲博士主持的教育部产学研项目“Swift编程学校项目启动仪式

暨项目组第一次活动”在中北校区逸夫楼3楼多功能厅顺利举行。出席本次活动的有

点，交流学术成果。课程所6位教师和3位博士生共计10篇论文被年会录用，王涛、王哲

两位副教授和博士生董泽华、吴方文应邀出席会议，围绕核心素养的本土化课程构建、

多元文化与教育公平、教学材料的实验设计、STEM本土化推广以及学生学习动机等话

题展开研究分享。 

    期间，王涛、王哲两位老师还参加了华东师大教育学部AERA接待会，向与会嘉宾

介绍课程所的工作重点、研究方向等。同时，作为ECNU Review of Education的助理主

编，王涛博士受邀出席AERA Journal Talk，为到访的专家学者介绍ROE杂志的办刊宗旨、

文章选题与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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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访人 活动内容  

1 张  薇  

4月1日，出席第八届全国培训教育发展大会，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杰出讲席

教授Mark Bray共同作了大会主题报告“校外培训规范发展的国际经验”； 

6月18-25日，出席哥本哈根丹麦教育学院举行的“教育财政与跨界合作”研讨

会，并作了“影子教育中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亚洲校外培训发展的多元模

式”的主题报告。  

2 王祖浩 

4月22日，出席教育部组织的“科学领域共通素养”讨论会，重点围绕“义务教

育阶段综合科学、分科科学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如何立足中国实际提出科学

领域共通的素养框架？如何建构科学课程内容（大概念等），为后续科学课程标

准的修订奠定理论基础等”同与会专家进行深入交流。  

3 崔允漷  

4月22-23日，参加义务教育课程修订综合组第五次会议，介绍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初稿与核心素养研究的初步成果。 

5月1-8日，应美国西密歇根大学黎天睦汉学中心的邀请，出席未来生活质量问题

中美研讨会，并作了“课程改革如何改善学生生活质量”的主题报告。 

6月18日，应邀赴教育部参加向郑富芝副部长汇报义务教育课程修订工作情况。 

4 刘良华 
5月22日，应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院的邀请，给该院师生作了“教育实证研究的

方向与偏向”的主题讲座。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督学张民生先生，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教授和王

涛、雷浩两位副教授，苹果中国教育拓展经理黄庆红女士，及来自国内38所学校的校长和

老师们。启动仪式由杨晓哲博士主持，崔允漷教授致欢迎辞。随后，项目举行了首次培训

活动，38所学校的老师们围绕“教师计算思维能力发展研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十）张薇、王祖浩、崔允漷、刘良华、高德胜、周勇等教授 

          出席多个学术交流活动  



（十一）以青春的名义 

             ——周文叶、肖思汉、马志强等师生获教育学部荣耀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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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访人 活动内容  

5 高德胜 
5月27日，出席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的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四、五、六年级国家

级培训，并作了“深刻理解教材，努力用好教材”的主讲报告。 

6 周  勇 
6月28日，出席第四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论坛，并作了以“鲁迅的教育社会

学研究”为主题的大会报告。 

        5月29日下午，华东师大教育学部第五届学生表彰大会在中北校区思羣堂举行。在这

场“以青春的名义”为主题的表彰大会上，课程系（所）周文叶、肖思汉两位老师因学生

培养方面的突出贡献，被学部授予“筑梦奖”；董泽华、马志强、朱婕三位研究生荣获

2017-2018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受到学部表彰。期间，硕士生马志强担任朗诵节目主

诵，与学部各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代表一起演绎了原创诗歌——《以青春的名义》。 

（十二）成长与离别——27位研究生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5月8日、15日，课程系（所）分别举行了2019届硕士毕业生、博士毕业生学位论文

答辩会。由衷地祝贺7位博士生和20位硕士生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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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导师 论文题目 

李  静 崔允漷 学生学习自我评价的取向研究 

温  雪 崔允漷 指向深度学习的课堂评价研究 

佟  柠 崔允漷 表现性评价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教育博士） 

陈国明 胡惠闵 教研员工作投入实证混合研究 

梁  君 刘良华 杜威论想象力及其培育 

刘登珲 吴刚平 当代美国学校课程统整范式研究 

江娇娇 周  勇 工作与生活之间：小镇中学女教师双重身份认同问题的田野考察 

2019届课程系（所）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信息一览表  

学生 导师 论文题目 

虞天意 周文叶 小学数学教师评价素养的个案研究 

马志强 周文叶 小学语文口语交际表现性评价的行动研究 

周  敏 周  勇 钱穆的传统文化教育理想及实践研究 

戴丹妮 周  勇 《人民日报》中的教师形象及其演变研究 

徐晨盈 吴刚平 雅克布斯跨学科课程整合思想研究 

谢洁昕 吴刚平 内地和香港初中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比较研究 

杨雅萌 吴刚平 
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语文教材作业系统研究 

——以八年级部编版和人教版为例 

任佳瑶 安桂清 核心素养视角下学校课程整合的实践研究——以F高中为例 

庄  研 安桂清 STEM教学案例研究——跨学科素养培育的视角 

董  玮 王小明 部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道德价值取向研究 

董  博 王小明 数学学科性别刻板印象认同对初中生数学成绩的影响研究 

撒兰应 刘良华 中学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关键事件——一份个案研究 

2019届课程系（所）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信息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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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导师 论文题目 

郭新丽 刘良华 高中议论文写作中八股文倾向的批判 

陶  阳 杨向东 小学生创造性潜能测评工具的开发 

高振雅 杨向东 小学生科学解释能力测评工具的开发 

张翔昕 胡惠闵 课程实施中地方教研机构作用的个案研究 

肖敏敏 胡惠闵 课程领导理论视野下教研员准入标准研究 

杨雨涵 胡惠闵 我国教研员工作投入及影响因素研究 

胡航舟 柯  政 研学旅行课程设计研究——基于T市的案例 

朱  婕 柯  政 中小学课程标准修订的国际比较研究 

（十三）让深度学习发生——第三届研究生学历案设计大赛圆满落幕  

          6月5日下午，第三届研究生学历案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文科大楼1613室拉开序幕，课

程所崔允漷、安桂清、王小明、雷浩以及教育学部胡航等老师莅临并担任评委。 

    经过初赛的激烈角逐，共有10位参赛选手设计的学历案作品从30余份初赛文稿中脱颖

而出，入围了本届学历案设计大赛的决赛。决赛中，选手们以说课的形式现场展示了自己

设计的学历案作品，作品涉及的学段涵盖小学至高中，学科也包括了语文、数学、英语、

历史、地理、化学等。最终，5位评委老师根据选手们提交的学历案文本以及现场的说课

表现，评选出2个一等奖、3个二等奖和5个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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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东师范大学正式公布的2019年博士研究生培养

改革项目立项名单中，课程系（所）崔允漷教授指导 

的2018级博士生王丹艺同学申请的项目成功获得了 

“优秀博士生学术能力提升计划”资助并正式立项。 

    项目以“给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潮‘降温’—— 

基于外在学习环境与内部学习需求的中介与调节效应 

分析”为题，关注当前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潮问题，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提供的中国教育

（十四）给择校热潮“降降温” 

             ——博士生王丹艺入选优秀博士生学术能力提升计划 

（十五）第17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报名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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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的深入发展，课程所将于11月1-2日主

办以“多元视角下的课程整合”为主题的

第17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邀请来自美

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的课程专家出席，通过大会学术报告、分

会场专题报告、杰出校友论坛和圆桌论坛

等会议形式，充分交流，深度研讨。6月18

日，课程所微信公众号已正式发布重磅预

告，欢迎广大专家学者、一线教育工作者

积极报名参与。  

追踪调查数据，对大规模数据进行量化分析，重点考察学习环境与学习需求对学生学业成

绩的影响机制。并由此厘清“重点校”“重点班”教育场域的运行效度，探究背负人力财

力双重风险的“择校”行为的效用，从而理性思考“择校”行为的利弊。  



重大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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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哲社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中小学课程实施过程监测”进展顺利  

    首席专家崔允漷教授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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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季度有了新

的进展和突破。基于全国31个

省市自治区的学生课程表调查

数据，《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课程表的调查总报告》初稿

已经完成，正在作进一步修

改。该报告主要围绕我国各省

市的学校在实施国家义务教育

课程方案过程中的“开齐、上

足、教好”三个方面展开分

析，针对上述三个方面存在的

问题，本研究进行了探讨并提

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此外，结

合存在的问题，专报“加强对

省一级义务教育课程实施方案

的督导，确保国家义务教育课

程方案的有效落实”也已经完

成，拟递交教育部。 

（二）“中国课程改革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理论构建”进展顺利  

    周勇教授主持的基地重大

项目进展顺利，第二季度主要

开展了以下工作： 

1. 继续研究中国课程改革近代

部分的历史经验，撰写专著书

稿； 

2. 举行课题组内部集体研讨，

梳理成果，准备中期检查； 

3. 在《教育发展研究》、《高

等教育研究》发表论文2篇，

在ECNU Review of Education 发

表英文论文1篇。研究成果主

要考察近代中国诸路国家文化

复兴与课程改革尝试，分析其

得失成败，从视角、议题等层

面深化课程史研究，为当下课

程改革回应国家文化复兴提供

近代参照与经验教训。  



    徐斌艳教授主持的基地重

大项目研究团队在本季度主要

完成了数学素养在数学课程文

本的百年演变研究，一组成果

（共8篇）在我国数学教育领

域最具权威的期刊“数学教育

学报”上发表。研究采用质性

文本分析法，提炼出数学推

理、数学问题解决、数学表

征、数学建模等数学素养百年

演变的特点，为进一步理解当

下数学核心素养内涵提供历史

视角。另外，课题组的标志性

成果（Springer出版的英文著

作）的撰写进入关键期，完成

了各个数学素养的历史演变以

及当下学生数学素养水平的表

现，分别探讨期望课程对学生

数学素养表现的影响，讨论核

心素养驱动的期望课程走向实

施课程时可能存在的断裂。三

位受邀的著名的国内外专家开

始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和反思。

期待三位专家带着各自丰富的

研究经验与理论视角解读团队

的研究成果，为团队的后续研

究提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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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学生数学素养测评研究”最新进展 

    王祖浩教授主持的基地

重大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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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正在整理中。研究重点涵

盖：（1）义务教育阶段科学

核心素养体系建构；（2）学

科核心素养与课程内容的匹

配；（3）7-9年级跨学科核心

素养研究；（4）学业质量标

准的国际比较研究等。  

（四）“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制的关键问题研究”进展顺利  



    吴刚平教授领衔的基地重

大项目组在本季度继续推进我

国课程整合的传统资源和当代

现实研究，发表论文《“君子

不器”的课程论阐释及传承延

续》（吴刚平、余闻婧：湖南

科技大学 学报社 会 科学版

2019.3）；初步完成书稿《基

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整合研究：

国际经验与本土思考》（吴刚

平 等 编 著，20万 字，拟 出

版）。重点加强了四个方面的

研究：一是总结和提炼出基于

核心素养的课程整合的层次/取

向分析框架；二是系统梳理了

世纪交替以来基于核心素养的

课程整合的国际经验；三是深

入揭示基于核心素养课程整合

的改革动因与主要策略；四是

反思我国基于核心素养课程整

合的发展进程和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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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整合研究”进展顺利  

    胡惠闵教授领衔的基地

重大项目组在本季度开展了

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和个案

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有关教研职能的变革

与影响的研究。形成了开国

基础教育教研职能变迁、我

国三级教砸开机构的类型与

职能现状分析、课程实施中

地方教研机构作用的个案研

究等报告。 

第二，有关教研内容与方式

的变革及对课堂教学的影响

的研究。形成了中小学教师

对教研活动认同感研究、从

教研员视角看教研活动与内

容的有效性等论文。 

第三，有关教研员专业定位

与要求的研究。形成了教研

员素质现状与提升途径、教

研员工作投入及影响因素、

课程领导理论视野下的教研

员准许标准等成果。 

（五）“促进课堂转型的中小学教研体系重建”项目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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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德胜教授多篇

成果被《新华文摘》和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本季度，高德胜教授的多篇重量级研究成果

被权威期刊转载。其中，《德育如何实现“大中

小一体化”》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道德

伪善的教育学思考》与《道德教育的“群体课

题”》被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全文转载；

《班规的现实与理想》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小学

学校管理》全文转载；《学校中的旁观者与道德

教育》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小学教育》全文转

载。此外，高教授还在《课程·教材·教法》发

表《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叙事思维”》，

在《教育发展研究》发表《学校中的道德领

导》，在《全 球 教 育 展 望》发 表《“文 化 母

乳”：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定位》，围绕道德教

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与学术界和教育实践领域

分享了一系列最新研究思考和成果。  

重要成果推介 



（二）雷浩等老师的研

究成果被美国Science 

Trends科普网站报道  

    4月24日，美国知名科普网站Science Trends

以“Is Parenting Style Linked To Childhood Ag-

gression”为题报道了雷浩、崔允漷、周文叶三

位老师关于父母教养方式对学生欺凌行为影响

的研究成果，该成果“Parenting style and ag-

gression: A meta-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ese 

children and youth.”正 式 发 表 于2018年 的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期刊。 

        Science Trends网站作为国际知名科普网

站，主要针对科学前沿论文进行报道，为各国

科学家分享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了重要平台。此

次Science Trends以长摘要的形式报道了雷浩、

崔允漷、周文叶三位老师的研究成果，是课程

所在国际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上向国际学术界

分享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一次重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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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徐斌艳、雷浩、杨晓哲等老师新近发表多篇SSCI国际期刊论文  

    本季度，课程所团队共发表4篇SSCI论文。其

中，徐斌艳教授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

tional Research》上发表《Teachers’ predictions of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related to problem 

posing》，一方面调查5-8年学生的数学问题提出能

力，另一方面分析教师对学生问题能力的预测。 

 

    雷浩副教授在《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

ment Disorder》上发表《Birth cohort effects, re-

gions differenc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ggression: A review and synthe-

sis》，聚焦探究中国学生欺凌行为随年代变迁的规

律；在《Current psychology》上发表《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nternet overuse: A meta-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着重阐述中国大陆学

生网络成瘾与学生幸福感的关系如何。 

 

    杨晓哲副研究员在《Computers in Human Be-

havior》发上发表《Which EEG Feedback Works 

Better for Creativity Performance in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The Reminder or Encouraging Feedback?》，

探讨在沉浸式虚拟现实环境中，基于脑电图(EEG)

信号设计的反馈是否有助于个体的创造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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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崔允漷教授等关于高中多样化发展的研究报告获浙江省教育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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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课程所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成立

之际，中心团队在Sage平台上的第一个中

国教育研究英文刊ECNU Review of Educa-

tion完成了以“Private Supplementary Tu-

toring: Contexts, Patterns, and Develop-

ments”为题的校外教育主题特刊，从机

构、政府、教师、家庭、行业等多重视角

出发，全方位、深入剖析了校外培训发展

及其规范的历史与现状，探索校外培训及

整个教育生态的未来发展趋势。其中，张

薇教授发表的《Regulating Private Tutoring 

in China: Uniform Policies, Diverse Respons-

es》，重点分析了中国校外培训行业对中

央与地方治理政策的不同回应；刘钧燕副

研究员发表的《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

eling Analysis of Parental Factors Underlying 

the Demand for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

toring in China》，基于家长主义的理论视

角，调查影响课外补习需求的父母因素，

重点关注父母的社会经济资源和对教育的

态度。 

    此外，王涛副教授在2019年第二期发

文《Competence for Students’ Future: Cur-

riculum Change and Policy Redesign in Chi-

na》，系统分析了2018年颁布的国家高中

课程方案和各科目课程标准，结合中国课

程变革的历史和背景，对此次高中新课程

的主要特点进行了诠释。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校外教育和新高中

课程方案关注度颇高。三篇文章在国际知

名学术出版社Sage的平台上上线才三个多

月，已经有500多次的浏览与下载。  

    受浙江省教育厅委托，崔允漷教授等撰写的专题咨

询报告《普通高中多样化课程发展研究：国际经验与本

土反思》，采用点（日本、英国、瑞典、美国）与面相

结合的方式，详细梳理了高中课程多样化、特色化的国

际经验，为浙江省普通高中的多样化发展提出了可能

的、多方面的政策建议，为浙江省研制《关于实施分类

办学促进普通高中学校特色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   

（四）张薇、王涛、刘钧燕等老师在ECNU Review of Education上 

          发表文章，讲述中国教育与课程的最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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