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N UNIVERSITY  

第3期（总第79期） 

2019年9月30日  



工作综述 

   金桂含露，气清人和，课程所稳步迈向新高度  

    

建设亮点 

   教师节，崔允漷教授在人民大会堂受习近平总书记接见  

   课程所打开学术交流与咨政服务新局面，“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团队在国际学术  

   舞台上表现活跃 

      

近期资讯 

    新开始新出发，新学期工作会议有序推进系所工作 

         Edward Vickers教授来访，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4.7反思学校教育 

    祝贺崔允漷教授荣获2019年“上海市育才奖” 

    祝贺张薇、王涛等4位青年学者新近成为硕士研究生导师 

    课程系所2020年免试推荐研究生招生工作圆满完成 

    崔允漷、陈霜叶、高德胜、刘良华、王祖浩等出席多个学术活动 

    华东师大教研员研修中心最新动态  

 

重大项目进展 

    “中小学课程实施过程监测研究”项目取得多项进展 

    “中国学生数学核心素养测评研究”项目积极分享研究成果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制的关键问题研究”项目进展顺利 

    “促进课堂转型的中小学教研体系重建”项目进展顺利 

    “中国课程改革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理论建构”项目进展顺利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整合研究”项目进展顺利       

 



 

     

  

重要成果推介  

       “学习强国”平台全文转载高德胜教授文章 

       刘良华教授两本再版著作新近面世 

       聚焦学生发展，雷浩副教授在国际平台连续分享研究成果 

       杨晓哲副教授发文探讨中国语境中的学习科学发展历史 

       崔允漷教授解读优质学校课程建设的专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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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向交流，多种渠道，打造国际交流新机制  

    本季度，课程所在建立多话题多渠道的国际交流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课程所“国际

校外教育研究中心”团队出访日本、丹麦，积极参与学术活动，主动开展国际性合作，为

政府与专业机构提供高水平咨政服务。华夏课程论坛第145期邀请了国际知名学者、日本

九州大学的Edward Vickers教授，与课程所师生一起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4.7反思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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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综述 

   金桂含露，气清人和，2019年下半年在爽致的秋风中拉开了序幕，课程所同仁提振精

神，延续上半年蓬勃的发展劲头，以稳健的步伐在基地建设、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成果

产出等方面不断迈向新高度。  

金桂含露，气清人和，课程所稳步迈向新高度  

   新老共建，教学育才，立德树人成果喜人      

   立德树人一直是基地发展的追求之一，本季度中正逢我国第35个教师节，崔允漷教授

凭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的殊荣，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课程

所2010级毕业生王月芬博士此次也代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一同接受表彰。上

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在教师节期间表彰了上海市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等工作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教育工作者，崔允漷教授一举荣获“上海市育才奖”，并在华东师大教师节庆祝活

动上接受表彰。此外，系所2020年免试推荐研究生招生工作圆满完成，生源质量再创新

高。张薇、王涛、雷浩、黄小瑞4位老师获准成为硕士生导师，为系所人才培养工作增添

新的专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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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步推进，及时总结，顺利凝结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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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本季度已按计划进入预结题准备阶段。各项目深耕研究问

题，及时进行梳理与总结，各类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目前已完成多篇研究报告或书稿，

部分成果进入发表与出版流程。同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小学

课程实施过程监测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基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学生课程表调查

数据撰写的《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程表的调查总报告》等多份报告均已完成，即将

出版发表并提交咨政建议。 

    站稳前沿，双语兼用，世界倾听中国声音       

    作为课程改革的“国家队”，课程所始终致力于以全球视野推动中国的课程行动，

积极将中国的课程智慧与世界共享，成为向世界传递最新、最具中国特色的课程经验的

“宣传站”。本季度，课程所团队产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雷浩副教授连续发

表SSCI文章，与国际研究同仁探讨欺凌在学校和网络中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学习强

国”平台全文转载高德胜教授文章，为大中小德育一体化提供专业支持。崔允漷教授基

于“新高考”背景解读“新教学”的特点，并为优质学校课程建设的专业规范提供指

导。刘良华教授《教育哲学》等两本再版著作新近面世，杨晓哲副教授的两篇中英文论

文相互呼应，描绘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学习科学的发展历史。    

学校教育。徐斌艳教授团队走上国际数学建模与应用教学大会等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积

极分享研究成果。此外，崔允漷、陈霜叶、高德胜、刘良华、王祖浩、杨晓哲等多位老

师积极参与各类学术交流活动，与国内外同行分享研究成果。   



（一）教师节，崔允漷教授在人民大会堂受习近平总书记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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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亮点  

          

 

    这是崔允漷教授团队第二次获此殊荣。在上一届2014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评选中，崔教授作为第一完成人荣获了1项国家级二等奖，并作为合作完成人荣获

了1项国家级一等奖。 

    此次由崔允漷教授领衔，胡惠闵、周文叶、吴刚平、柯政和雷浩等教授合作完成

的“国家课程改革背景下学校课程发展模式的建构与实践”项目成果，成功荣获2018

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这是四年一次国家教学成果最高奖项，代表了

当前全国教育教学成果的最高水平。此前，该成果还荣获了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基

础教育）特等奖。 

    本次获奖成果是崔教授多年来深度参与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高中课程改革、

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顶层设计，扎根教育教学实践，为推进改革提供专业支持与指导的

成果总结与提炼。此外，崔允漷教授与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多年合作研究的项目“学

科育人：普通高中发展素质教育的路径创新与理论探索”荣获本次基础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课程所2010级博士毕业生、上海市教委教研室王月芬副主任也代表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提升中小学作业设计质量的实践研究”项目组接受国家荣

誉表彰。 

9 月10 日，庆祝2019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

京隆重举行。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教授，作为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获奖代表应邀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亲切接见与隆重表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等多家重要媒体纷纷对表彰活动进行了详

细报道。9日晚，崔允漷教授还受到了教育部孙尧副部长的亲切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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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所打开学术交流与咨政服务新局面 

        “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团队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表现活跃  

    课程所“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

（CIRIST）是全球第一家专注于国际校外教育

研究的机构，自诞生伊始就展现出了惊人的

学术活力，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本季

度，CIRIST团队积极参与国际性学术交流活

动，主动开展国际性合作，并为政府与专业

机构提供了高水平的咨政服务。 

    近期，中心负责人Mark Bray（马克·贝

磊）教授与核心成员张薇教授应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2020全民教育检测报告的负责人邀

请，围绕“non-state actors”这一主题提供咨

询和建议。 

         8月5—8日，CIRIST团队受邀在日本举行

的2019世界教育学会东京大会（WERA）上做

了关于校外教育政策的学术演讲，题目包括“政府对影子教育市场的回应：治理政策

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Bray教授）、“影子教育市场对政府治理的回应：中国经验

及其对校内外教育共生的启示”（张薇教授）、“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校外教育

需求：微观变化过程、模式及启示”（刘钧燕博士），国际反响良好。 

        8月15日—9月15日，Bray教授与张薇教授访问丹麦，在奥胡斯大学进行为期一个

月的访学。期间，两位教授作为交流学者为该校研究生贡献了精彩的专家讲座，在关

于校外培训的国际研讨会上分别做了主旨演讲，并作为丹麦国家重点课题的合作持有

者，就北欧校外培训的发展与规范进行了田野调查及政策咨询。同时，他们还与当地

政府、组织与学校建立了多个层面的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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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落实安排新学期系所相关工作，9月6日下午，课程系所在文科大楼1606室举行

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新学期工作会议。课程系主任周文叶老师主持会议，相关负责

人围绕教学、科研、国际化建设、期刊建设等问题介绍了新学期工作安排。全体教职工

参加会议，并就上一阶段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新学期各项工作的部署进行了充分研讨，

为下一阶段高效、优质、合理地推进各项工作群策群力。 

（一）新开始新出发，新学期工作会议有序推进系所工作     

   近期资讯 

    9月23日下午，日本九州大学比较教育学教授

Edward Vickers做客课程所第145期华夏课程论坛，

做了题为“反思21世纪学校教育： 亚洲地区和

平、可 持 续 发 展 和 全 球 公 民 教 育 现 状”

（Rethinking School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State 

of Education for Pea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itizenship in Asia）的学术报告，介绍了可持

续发展目标4.7的教育理念及理论思考，并结合一系

（二）Edward Vickers教授来访 

       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4.7反思学校教育 



 （四）祝贺张薇、王涛等4位青年学者新近成为硕士研究生导师    

新学期伊始，教学战线传来好消息，张薇教授、王涛副教授、雷浩副教授、黄

小瑞副教授获准成为硕士生导师。这4位新晋导师都是系所近年来引进、培养的优

秀青年学者，在科研领域均有不俗的表现。此次获准成为硕士生导师的同时，他们

也承担了学部开设的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任务。4位年轻导师的加入进一步壮大了

课程系的科研育人队伍，使得目前课程系所有硕博士导师均为副教授以上职称；也

使导师队伍结构更加年轻化，研究方向更加丰富、均衡，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更有

针对性的培养。相信4位新晋导师能在资深导师的引领和帮助下，更好地完成科研

育人的重要职责，桃李满园，未来可期！  

    在第35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

会公布“上海市育才奖”名单，表彰了一批在教育教

学、科学研究、教育管理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

育工作者。课程所所长崔允漷教授通过学部、学校、

上海市的层层遴选，一举获得此荣誉，并在华东师大

教师节庆祝活动上接受表彰与祝贺。 

（三）祝贺崔允漷教授荣获2019年“上海市育才奖”      

06 

列研究资料比较了亚洲地区22个国家课程中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内容，揭示了亚

洲地区在学校课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7的挑战与困境，及其政治与社会成

因。报告结束后，Vickers教授与现场师生展开了小范围、深层次的互动交流。  



（五）课程系所2020年免试推荐研究生招生面试工作圆满完成 

    9月27日，华东师大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系组织开展了2020年免试推荐硕士研究生招

生面试工作，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民

族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的数十位优秀本科生参加。安桂清、陈霜叶、黄小瑞、雷浩、

刘钧燕、刘良华、王涛、王小明、王哲、吴刚平、肖思汉、杨晓哲、周文叶、周勇等15

位老师参与评审工作。通过专业知识、英语口语、综合素质以及思想政治方面的全方位

考察，最终录取了15位推免生，圆满完成了推免招生计划。  

（六）崔允漷、陈霜叶、高德胜、刘良华、王祖浩等 

          出席多个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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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访人 活动内容  

1 崔允漷   

● 7月5日，应邀参加东北师范大学“全国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生论坛”并做

了题为“新教学的建构”的专题报告。 

● 8月27日，应邀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主办的“全国普通高中新课程教研员培训

班”作题为“学科核心素养与教学改革”的专题报告。 

● 9月9—10日，参加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修订第

二次专题会”并报告修订进展。 

● 9月22日，应邀参加上海学习基础素养项目组举办的“项目化学习的中国探

索”论坛，并做了题为“真实情境下的深度学习”的专题报告。  

2 陈霜叶  

7月23日，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邀请，参加“中国教育制度回顾及

展望”学术研讨会，并做了题为“政策的疗愈：舆情与中国回应性教育政策”

的主题发言。 

3 高德胜   

● 7月16日，应邀出席江苏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第二届教师发展周系列活动第七

讲、第八讲讲座活动，围绕“道德教育‘根本问题’再思考”“表现的学校

与教育的危机”的话题，与该校师生进行报告交流。 

● 9月21日下午，应邀出席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的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

第十七届年会第二分论坛，围绕为“中国教育学的研究范式”相关话题进行

研讨交流。 

4 刘良华 
9月16日，应邀参加华南师范大学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师德论坛，参与“新时代

师德的育人功能与价值追求”的主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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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华东师大教研员研修中心最新动态     

    由课程所主办的全国目前唯一的一家教研员专业研修平台——华东师范大学教研员

研修中心自2009年成立以来，汇集了课程与教学一般理论、各学科专家团队，围绕“课

程、教学、评价”等核心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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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完成了5期课程领导高级研修项目的集中研修，以及还在进行中的为期三个月的网络研

修。  

序号 出访人 活动内容  

5 王祖浩    

● 7月13日，应邀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发展研究

院举办的“核心素养与学生发展”崇德学术论坛，并做了题为“科学核心素

养及教学转型”的大会报告。 

● 8月6日，应邀参加中考评估专家组会议，并被任命为化学学科评估组组长，

将承担全国中考化学命题评估标准研制、实施评估和反馈等工作。  

6 徐斌艳   

7月22—27日，应邀参加第19届国际数学建模与应用教学大会(ICTMA 19)，并做

了题为“Mathematical Modeling in China Mainland: from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mpeti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mpetence”的主旨

报告，探讨数学建模竞赛与教学的联系及其意义。 

7 张薇    

● 7月13日，受邀参加四川大学国际学术活动周，就校外教育的全球扩张及政策

回应做了一场英文学术讲座。 

● 7月31日—8月4日，在日本文部科学省与负责终生教育、民办教育及课后服务

项目的官员进行座谈，分享中日经验并探讨合作方向。  

8 黄小瑞  

7月21—26日，应邀参加在香港大学举办的第19届国际数学建模与应用教学大

会，并做了题为“The Effects of Math Anxiety in the Process of Solving Mathemati-

cal Modeling Problems”的报告，其研究设计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受到在座学者的

一致好评。 

9 杨晓哲  

● 7—9月，继续参与上海高中信息科技教材编写，担任选择性必修《开源硬件

项目设计》教材核心编写作者。 

● 9月1日、23日分别参与教育部义务教育阶段信息技术课程标准设置第一次会

议、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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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学课程实施过程监测研究”项目取得多项进展  

（二）“中国学生数学核心素养测评研究”项目积极分享研究成果  

    本季度，徐斌艳教授主持的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学生数学核心素养测评研究”项目

开始撰写和发表各项成果。 

项目序号 研修项目名称 学员人数 

第141期 天津塘沽紫云中学、塘沽二中骨干教师课程领导高级研修班 50 

第142期 郑州市第七中学骨干教师课程领导高级研修班 52 

第143期 云南曲靖麒麟高中骨干教师课程领导高级研修班 50 

第144期 南京新优质初中校长课程领导高级研修班 47 

第145期 成都高新区小学教研组长课程领导高级研修班 50 

   重大项目进展 

    首席专家崔允漷教授主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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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了多项进展和突破。课

题组基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

区的学生课程表调查数据撰

写的《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课程表的调查总报告》已

经完成，目前正筹备出版。

后续的《浙江省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课程表调查报告》和

《义务教育阶段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

程的调查报告》也在撰写过

程中。上述报告聚焦于学校

课程“开齐，上足、教好”

三个层面，旨在针对发现的

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拟递交教育部教材局、基础

教育司、体育卫生与艺术教

育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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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制的关键问题研究” 

           项目进展顺利  

    7月22—27日，课题组成员

徐斌艳、鲁小莉、程靖、黄小

瑞、黄健、王鸯雨赴香港参加

第19届国际数学建模与应用教

学大会（ICTMA 19），以口头

报告或海报形式向大会报告了

本项目的系列研究成果，并和

与会国际专家进行了热烈讨

论。相关报告包括“Evaluating 

High-School Students’ Modelling 

Competence in Doing Modelling 

Tasks”（鲁 小 莉）；“How 

Math Gender-Stereotype Influ-

ences Male and Female Stu-

dents’ Mathematics Achieve-

ment?”（黄 小 瑞）和“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th-

ematical Modelling in Mathe-

matics Curricular Standards in 

China”（黄健）等。课题组还

邀请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

对项目标志性成果初稿进行评

述和指导，并为课题组著作撰

写评述文章。 

    同时，课题组成员孔企平

教授与其博士研究生张静合作

发表了一篇SSCI文章《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Math Anxiety 

and Math Performance: A Meta-

Analytic Investigation》（《数

学焦虑和数学成绩之间的关

系：一项元分析研究》）。该

研究旨在通过元分析的方法对

发表于2000年到2019年之间关

于数学焦虑与数学成绩之间关

系的文章进行分析，以探究数

学焦虑和数学成绩之间的关

系。分析结果显示，数学焦虑

对数学成绩具有消极影响。 

    王祖浩教授主持的基地

项目“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

标准研制的关键问题研究”

本季度进展顺利。课题组召

开了两次课题组主要成员会

议，五次子课题会议，交流

了课题的整体进展和子课题

研究工作。讨论重点集中在

五个方面，包括：（1）义务

教育科学课程标准框架（配

合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修

订）；（2）学科核心素养与

课程内容的匹配（关于学业

要求的表述、解读及教学应

用等）；（3）跨学科核心素

养研究（7—9年级科学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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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进课堂转型的中小学教研体系重建”项目进展顺利 

科素养建构及测评）；（4）

科学核心素养的国际比较；

（5）教科书中“核心素养”

的表征方式研究等。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形成

了一系列成果。论文《国际科

学教育中的“跨学科素养”：

背景、定位与研究进展》将在

《全球教育展望》2019年第10

期刊发。论文《高中生“绿色

应用”素养的测评研究》已发

表在《化学教育》2019年第7

期，而《初中生科学品德构成

框架及测评基准研究》近期也

将在此刊物发表。另外，课题

组完成了《“科学与工程实

践”导向的美国科学教育改

革——基 于NGSS的 美 国50个

州科学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

《核心素养架构的澳大利亚科

学课程研究》《教科书“绿色

发展”素养内容建构方式的比

较研究》三篇文章，正在修改

定稿中。 

    胡惠闵教授领衔的基地重

大项目“促进课堂转型的中小

学教研体系重建”课题组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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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形成

了《我国基础教育教研职能变

迁》《我国三级教研机构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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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形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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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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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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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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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课程改革的历史文

化传统与理论建构”进展顺

利。课题组在第三季度主要开

展了以下工作： 

         1. 基于6月份基地重大项

目中期进展汇报会上校内外与

会专家的建议，课题组对研究

方向进行了调整。 

         2. 暑假期间，课题组举行

内部会议，讨论论文、专著的

撰写工作。 

         3. 课题组重点研究近代课

程改革历史经验，考察李鸿章

之后的新一代改革精英为寻求

国家复兴发起科举及学堂课程

改革，从中提炼本土课程改革

理论传统。截至9月底，课题

组已完成近代部分书稿约23万

字，同时有一篇新论文在发表

过程中。 

    基地重大项目“基于核心

素养的课程整合研究”课题负

责人吴刚平教授主持撰写完成

论文《中美语文课程跨学科整

合设计比较研究》。本文对中

美两国语文课程在整合定位、

理念、框架、设计技术、专业

规范和质量标准方面的特点与

异同进行了深入的文本分析和

比较，探讨了我国语文课程跨

学科整合设计中存在的整合视

野狭窄、整合要求缺少双向整

合意识、有零散的整合意向而

无完整的整合设计专业规范和

质量标准等问题及其可能的发

展建议。本论文拟参加第21届

海峡两岸课程理论研讨会。 

  

（六）“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整合研究”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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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推介 

（一）“学习强国”平

台全文转载高德胜教授

文章  

    9月9日，“学习强国”平台新栏目“学校思

政”强国号全文转载了高德胜教授的文章《德育

如何实现“大中小一体化”》。本文首发于《中

国教育报》2019年4月10日第9版，后被《新华文

摘》2019年第12期全文转载，影响力持续发酵。 

    文章指出，大中小德育一体化是一个迫切的

实践课题。目前学校德育的诸多探索大都聚焦于

内容的一体化，这一点固然重要，但大中小教育

方式的一体化同样重要。德育的一体化不仅要综

合考虑教育内容的衔接与配合，更要统一思考教

育方式的衔接、整合与提升。教育方式一体化的

一个基本前提是始终以满足学生的成长需要为基

本思路。教育方式的一体化不能脱离学生的成长

需要抽象地进行整合，结合不同学段学生成长需

要的整合才是真正合乎教育规律的整合。在这一

整合过程中，学生自身的经验是“中介”，更是

不能忽视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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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良华教授两本

再版著作新近面世   

    本季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再版了刘

良华教授两本广受好评的著作。 

          7月，《教育哲学》（第二版）上市。此次

再版在五个方面扩展了2017年第一版的内容，在

概述教育哲学研究对象和性质的基础上，深入探

讨了教育哲学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尤其关注了当

代中国的教育改革理念。 

          9月，《教育自传》（第三版）出版，讲述

了刘良华教授的成长史。他在书中回忆了自己作

为晚辈、作为孩子时家人及老师们是如何教育和

影响自己的；也记录了其自己作为老师、家长是

如何教育和影响学生、孩子的。此次再版增加了

有关家庭教育、中小学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在

大学从事教学与学术生活的叙事研究，以期为读

者呈现更全面的个人历史。  

（三）聚焦学生发展，

雷浩副教授在国际平台

连续分享研究成果 

    中小学校园暴力（欺凌）、网络欺凌事件时

有发生，且日趋严重，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

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秉持“为课程·为学生·

为未来”的专业信念，本季度，雷浩副教授及其

研究团队围绕学生发展的话题——校园欺凌与网

络欺凌，连续发表了两篇SSCI论文，在国际平台

就相关研究成果做了深刻而有意义的分享。 

         9月6日，雷浩副教授在SSCI期刊《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IF=1.983) 在线发表了

《Changes in Aggression among Mainland Chinese 

Elementary, Junior High,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ross Years: A Cross-Temporal 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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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分析了近14年来中国大陆中小学生欺凌

行为的发展趋势，并探究了影响这种变化的调节因

素。 

    此前，雷浩副教授针对网络欺凌在SSCI期刊

《Current Psychology》(IF=1.468)发表文章《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Cyberbullying: A 

Meta-Analysis of Children and Youth Students》，分

析了自尊对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并指出自尊

对学生网络欺凌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其对不

同地区、不同性别学生的网络欺凌行为的抑制作用

存在显著差异。  

（四）杨晓哲副教授发

文探讨中国语境中的学

习科学发展历史  

    “立足全球视野，讲述中国故事”，课程所青

年学者双拳发力，坚持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本土性思

考的同时，用世界性的学术语言分享研究成果。 

    日前，杨晓哲副教授与赵健教授合作，在《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5期发

表文章《中国语境中学习科学发展的历史进路和当

代使命——基于科学范式形成及其知识图谱证据的

分析》，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语境中分析了学习科

学发展的成就，提出了当代中国的学习科学研究范

式的形成问题。 

    在《ECNU Review of Education》2019年第2

期，两位学者再次合作，发表英文文章《The 

Learning Sciences in Chin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Future Trends》，梳理了中国学习科学在不同

发展时期的重大事件，描绘了中国学习科学领域的

发展历史，并分析了其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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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崔允漷教授解读

优质学校课程建设的专

业规范  

    优质的学校教育，应该为学生开设怎样的课

程？崔允漷教授率先提出：优质的教育首先需要

优质的课程，并确保这些课程从设计、实施到评

价都符合专业的规范。对此，崔允漷教授和雷浩

副教授在《人民教育》2019年第13-14期以“优

质学校课程建设的专业规范”为题发表文章，分

析了学校教育之所以区别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的专业性所在，呼吁建构优质学校课程建设的专

业规范，并详细介绍了学校层面三个层次的课程

文本需要什么样的专业规范，以及如何落实这些

规范，为老师们上了一堂专业领先、干货十足的

“开学第一课”。  

（六）崔允漷教授谈新

课 标 新 高 考 如 何 建 构

“新教学” 

    有了新课标、新高考，教学该如何创新？

如何建构一种能够培养时代新人、面向未来的

教学系统？这是新时代教学创新的重大课题。

2019年8月29日，《中国教育报》第6版刊发了

课程所所长崔允漷教授关于《新课标新高考如

何建构“新教学”》的最新观点。在解读普通

高中课程标准和全国高考试卷命题新思路的基

础上，崔教授将“新教学”初步概括为：素养

本位的单元设计、真实情境的深度学习、线上

线下的智能系统，并呼吁教学目标、教学方式

和学习模式的全面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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