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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综述 

   凝心聚力抓科研，行稳致远创佳绩   

    

建设亮点 

    

 

近期资讯 

    崔允漷教授等专家出席教育部课程方案和实施系列研讨会 

    王祖浩教授出席教育部中考命题评估会议 

    伦敦大学学院(UCL)教育学院邓宗怡教授受邀担任华东师大高端外国专家 

    张薇博士获聘奥尔胡斯大学荣誉教授 

    刘钧燕博士主持的《教育统计基础》入选华东师大2020年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 

    追求卓越育人，课程与教学质量提升研讨会圆满举办 

    喜迎新生，课程所新生见面会顺利召开 

    高德胜、张薇等专家出席多个学术活动    

 

重大项目进展 

   “中小学课程实施过程监测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持续产出 

   “中国课程改革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理论建构”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整合研究”项目进展顺利     

 

立德树人，崔允漷教授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奋发有为，课程所3位教师获国家级课题立项 

创新引领，周文叶副教授领衔的《“课程思政”引领下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建设与 

实践》项目入选校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引领计划   



 

   “促进课堂转型的中小学教研体系重建”项目继续完善成果 

   “中国学生数学核心素养测评研究”项目即将完成结题报告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制的关键问题研究”项目进展良好 

  

重要成果推介  

       心系教育，笔耕不辍，钟启泉教授出版三部新作 

       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团队发表多篇S刊论文，分享影子教育成果 

       雷浩、王涛、杨晓哲等专家发表多篇具有国际影响的期刊论文 

       王祖浩教授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修订）教师指导-化学》 

       杨晓哲副教授关注中小学生人工智能课程学习，主编《人工智能》系列教材 

       崔允漷教授主审的新书《基于课程标准的学历案：温江经验》出版 

       吴刚平、王祖浩、雷浩等专家3份咨政报告获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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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综述 

   夏阳酷暑，山河无恙。 

    在疫情防控攻坚战取得决

定性胜利的重要时期，华东师

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全体

同仁众志成城，以笃学之功求

真，在共克时艰中勇毅前行，

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磨砻淬励为教育，建言咨政促发展     

    课程所作为推动国家课程改革的中坚力量，持续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国家教育事

业发展。本季度，课程所高德胜教授申报的课题获2020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立

项，王哲副教授、石雨晨博士申报的课题分别获得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2020年度国家

一般课题立项和国家青年课题立项。崔允漷、胡惠闵、吴刚平、王祖浩、杨向东、杨晓哲

等专家深度参与国家义务教育课程修订，多次出席国家课程方案和课标修订研讨会。此

外，王祖浩教授出席教育部中考命题评估会议，高德胜教授多次出席线上大型学术研讨，

并作主题报告。不仅如此，围绕课程整合、中考命题、教材舆情问题，吴刚平、王祖浩、

雷浩等专家的3份咨询报告获得了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5个基地重

大项目陆续收尾，成果产出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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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孜孜不倦育人才，勤勉耕耘钻学术     

   课程所秉持“为课程，为学生，为未来”的专业信念，以科研育人为抓手，将培养高

水平、国际化、德才兼备的人才作为工作重点。本季度，课程所喜迎2020级新生，也收获

了新荣誉、新发展。崔允漷教授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周文叶副教授领衔的

《“课程思政”引领下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建设与实践》入选学校2020年研究生“课程思

政”示范引领计划，刘钧燕老师作为项目负责人的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教育统计基础》

获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立项。在学术成果方面，钟启泉、崔允漷、王祖浩、杨晓哲等专家

分别独著、主编或主审的新书陆续出版；雷浩、王涛、杨晓哲等青年骨干教师深耕学术，

发表多篇具有国际影响的期刊论文。   

   扎根本土守初心，面向全球共分享             

    课程所作为“中国经验，世界共享”的前沿阵地，扎根中国大地开展课程与教学研

究，大力推进国际化建设，提升基地的国际影响力。本季度，课程所正式聘请全球教育

专业排名第一的伦敦大学学院(UCL)教育学院的邓宗怡教授担任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高端

外国专家。由Mark Bray教授领衔的课程所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团队持续分享影子教育

研究的最新成果，在SSCI国际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发表了3篇文

章。此外，课程所张薇博士受聘为丹麦奥尔胡斯大学荣誉教授，作为顾问多次参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顾问委员会会议，并作主题报告。    



（一）立德树人，崔允漷教授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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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亮点  

          近期，上海市劳模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了

“2015-2019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名

单，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教授

荣获“2015-2019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上海市

政府每五年开展一次的“上海市劳动模范”评选工

作，主要是表彰为上海市做出突出贡献的劳动者。长

期以来，崔允漷教授坚持立德树人，带领团队持续推

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新时代教育发展贡献智

慧和力量。  

（二）奋发有为，课程所3位教师获国家级课题立项  

   本季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先后公

布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2020年度课题和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名

单。8月，经严格评审，课程所王哲副教授的《小学统编教材中图文整合效应研究》获

国家一般课题立项，石雨晨博士的《议题教学应用于德育课堂有效性的实证研究》获国

家青年课题立项。9月，高德胜教授的《道德情感与道德教育》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

点项目立项，此次华东师范大学共有14个项目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课程所

高德胜教授申报的课题是本年度学校唯一获得立项的重点项目。至此，“十三五”期

间，课程所共承担了20项国家或教育部的纵向项目。  



04 

（三）创新引领，周文叶副教授领衔的《“课程思政”引领下的课程与 

  教学论专业建设与实践》项目入选校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引领计划   

    9月，校研究生院公布了华东师范大学2020年研

究生“课程思政”示范引领计划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经团队申请、学部推荐、专家评审，课程所周文叶副

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的《“课程思政”引领下的课程

与教学论专业建设与实践》成功入选。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引领计划项目旨在遴选部分

基础好的院系和学科以“点”带“面”，以“面”成

“体”地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此次全校共有9个项

目入选示范学科专业建设项目。  

   近期资讯 

 （一）崔允漷教授等专家出席教育部课程方案和实施系列研讨会    

 课程所专家团队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一直积极为国家课程改革和实施贡献力量。本

季度，课程所崔允漷、胡惠闵、吴刚平、王祖浩、杨向东、杨晓哲等专家深度参与国家

义务教育课程修订，多次受邀出席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课程教材研究所

举办的课程方案和课标修订研讨会。 

序号 时间 会议内容 

1 7月14日 义务教育课程修订综合组第九次会议 

2 8月25日 义务教育课程修订综合组第十次会议 

3 8月26-28日 义务教育课程修订第二次全体会 

4 9月15日 义务教育课程修订专题研讨会 

5 9月27-29日 义务教育课程修订第三次全体会 



 （三）伦敦大学学院(UCL)教育学院邓宗怡教授 

           受邀担任华东师大高端外国专家  

 课程所以争创“国际一流”的决心，积极参与

国际对话交流。7月，经课程所推荐申报，学校严格

评审，伦敦大学学院(UCL)教育学院的邓宗怡教授正

式受聘担任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高端外国专家。邓宗

怡教授是课程与教学界的国际知名学者，更是课程所

的老朋友和长期合作伙伴。此次受聘，将促成邓教授

再次来访课程所，就开设“国际课程理论前沿”工作

    课程所专家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与国际学术界开展深

度对话交流。本季度，课程所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张薇博士受聘为丹麦奥尔胡斯大学荣誉教授。张薇博士于

2018年底加入课程所，担任课程所下设“国际校外教育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致力于推动全球影子教育实践与政策的前沿

研究、协同推进校内校外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政策与实践的发

展。张薇博士也是UNESCO-GEM研究顾问，此次获聘奥尔胡斯

（四）张薇博士获聘奥尔胡斯大学荣誉教授        

 （二）王祖浩教授出席教育部中考命题评估会议  

 为配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课程与教材发展中心提高全国中考命题质量的工作目

标，王祖浩教授以教育部中考命题评估化学学科组组长身份，出席教育部中考命题评估综

合组会议。围绕“2020年全国中考命题评估工作”这一议题，王祖浩教授及与会专家就如

何提高命题质量、深化命题改革等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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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荣誉教授，将进一步加快课程所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步伐，强化课程所作为国家人

文社科基地在顶级国际平台发挥的专业核心影响力。  

坊、“讲好中国课程的国际故事”工作坊给予指导，同时为课程所的国际发展战略提供

咨询。邓教授的来访，将进一步提升课程所的国际视野，为课程所提供更加广阔的国际

学术网络平台，从而实现引领中国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发展，提升课程所国际影响力的重

大目标。  



    为进一步优化研究生课程体系，提升研究生教学培养质量，7月1日上午，课程与

教学研究所在文科大楼1606室组织召开了课程与教学质量提升研讨会，特邀教育学部

副主任朱军文教授、教学事务部主任赵琦老师莅临指导。会议由课程所副所长周文叶

副教授主持，课程所全体教师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会议方式全程参与研讨。会议现

场气氛热烈，远在市（国）外的老师也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积极交流授课心得与设

想。研讨的过程不仅有助于课程所对已开展的各项工作进行有效的总结与反思，更有

助于推进下一阶段各项工作的规划与部署。  

（六）追求卓越育人，课程与教学质量提升研讨会圆满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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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刘钧燕博士主持的《教育统计基础》 

          入选华东师大2020年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公布了2020年研究生课

程建设项目立项名单。由教育学部开设、课程所刘钧燕老

师作为项目负责人的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教育统计基

础》成功获得立项。华东师范大学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程

建设项目是推进课程教学与科研训练有机融合，优化硕博

课程一体化设计，整体提升研究生课程质量和培养质量的

重要项目。刘钧燕老师负责的《教育统计基础》课程，是

全校17个立项项目之一，旨在为学生开启一扇理性视角和严谨方法的大门，提供审视教

育现象和问题的新角度，为成为“未来教育引领者”奠定坚实基础。  



（七）喜迎新生，课程所新生见面会顺利召开 

    9月16日上午，课程所2020级研究生新生见面会在文科大楼1613室如期举行。课程

所的导师们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加入课程所大家庭的39位研究生新生表达最

热烈的欢迎与最诚挚的祝福。作为华东师范大学首批“立德树人教师团队”，课程所已

为新生们配备了专业的导师队伍和前沿的课程体系。出席新生见面会的导师们，通过分

享各自的研究方向，向全体新生传达了课程所教科研团队 “为课程，为学生，为未

来”的专业信念，愿与学生一起点亮梦想，助力远航，携手相伴，共赴前程。  

（八）高德胜、张薇等专家出席多个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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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席人 会议内容 

1 高德胜 

● 7月28日，受苏州大学邀请，作了主题为《宽容美德与宽容教育》的线上学

术报告。 

● 8月2日，受华中科技大学邀请，就“双一流建设项目‘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系列”，作了主题为“道德勇气及其培育”的报告。 

● 8月18日，受华中师范大学邀请，在“未来的德育变革”的云端学术研讨会

上作主题为《道德伪善的教育学思考》的报告。 

2 张薇 

● 6月27日，出席“Transforming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New Normal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in Asia-Pacific”会议，作主题为“Turning Crises into Opportuni-

ties: Responses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China”的报告 

● 7月1-2日，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研究员，出席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顾问委员会大会，且于8-9月期间多次例行参会。 

    课程所坚持“参与课程实践，共享智识”的学术使命，积极开展与海内外学者的交

流与研讨，推动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中国经验，世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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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学课程实施过程监测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成果持续产出  

（二）“中国课程改革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理论建构”项目 

            进入收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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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持续推进，项目成果

持续产出： 

   （1）毛玮洁，崔允漷.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程实施：问题、成

因与对策.《教育科学》（待发表） 

   （2）王丹艺，崔允漷.义务教育阶段艺术课程是如何产生落差

的：基于课程实施层级的分析.《现代基础教育研究》（待发表） 

   （3）王丹艺，崔允漷.义务教育阶段课前服务难题及其治理—

    7月至9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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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收尾阶段，主要工作包括：对结

题成果即52万字专著书稿进行校对、修改及完善，目前该项工作

已完成，等待统一通知结题；在项目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从民族

复兴的角度重点对近代中国科学课程改革及教育理论研究演变展

开梳理，为接下来申请其他项目奠定基础，目前也已完成初步成

果，在《教育发展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论文2

篇。  

—基于系统论视角的分析（审稿中） 

   （4）文艺，毛玮洁，崔允漷.《从2234份班级课程表看上海市义务教育课程计划的落

实情况》（投稿中） 

   （5）雷浩，王希婧.《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类课程实施状况及其对策研究》（完

成初稿） 

   （6）雷浩等关于“教材舆情”咨政报告获中共中央办公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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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整合研究”项目进展顺利  

    本季度，“基于核心素

养的课程整合研究”课题组

研究团队，进一步梳理和总

结了核心素养视角下课程整

合和综合课程改革的本土思

考与国际经验，为国家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基于核

心素养的课程整合研究咨询

报告，被教育部教材局采

用。并就“加强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跨学科双向整合设计

问题”专门提出政策建议，

相应的研究成果以《中美语

文课程跨学科整合设计比较

研究》为题，拟发表于2020

第11期《全球教育展望》杂

志。  

    基地重大项目“促进课

堂转型的中小学教研体系重

建”课题组在胡惠闵教授的

带领下继续推进文献研究、

调查研究和个案研究，继续

修改和完善三个方面的成

果： 

    第一，在教研职能的变

革与影响方面，课题组进一

步完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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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研内容与方

式的变革及对课堂教学的影

响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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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论文进入待发

表状态。 

    第三，在教研员专业定

位与要求方面，课题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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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进行精心雕琢。 

（四）“促进课堂转型的中小学教研体系重建”项目继续完善成果  



10 

（六）“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制的关键问题研究” 

             项目进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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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志性

成果“Beyond Shanghai and 

PISA: Cognitive and non-

cognitive competencies of Chi-

nese students in mathe-

matics”的英文 书稿 全部定

稿，达到提交Springer出版社

的标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

学Kaye Stacey 教授为此书撰

写评论时，高度赞扬此书是

一份关于中国学生数学素养

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必将

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另

外，项目组即将完成课题结

题报告，结题工作接近尾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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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正在整理近几年成果，做结

题准备。2020年9月，王祖浩

教授主编的《普通高中课程

标 准（2017版2020修 订）教

师指导——化学》一书已于

上海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五）“中国学生数学核心素养测评研究”项目即将完成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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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推介 

（一）心系教育，笔耕

不辍，钟启泉教授出版

三部新作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名誉所长钟

启泉教授站在新的时点、新的高度、新的视角，

奉献了三本新作《解码教育》《教学心理十讲》

《透视课堂：日本授业研究考略》，从教师学

习、教学心理、授业研究三个方面分享自己的教

育智慧。日前，三本著作均已在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版。 

 

   《解码教育》一书尝试从学习科学的视点与实

证研究的证据相印证的角度，分“真实的学力”

“探究的课堂”“成长的教师”3辑，共计25章，

对若干实证资料加以梳理和教育实践“有效成

分”进行分析，旨在拓展教育思维的疆界、增强

改革实践的力度，为我国方兴未艾的学校教育改

革，特别是课堂转型的实践呐喊助威。 

 

   《教学心理十讲》针对学校课堂教学的种种要

素与课堂转型的愿景，从认知心理学的基础研

究，以及学习科学引出的教学方法的前沿研究的

视角，围绕儿童的发展与学习的特征、能动学习

的方式、教师应有的姿态，阐述“课堂转型”过

程中不可回避的一系列教学理论与实践的课题。 

 

   《透视课堂：日本授业研究考略》一书系统梳

理了日本授业研究演进与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将

其作为一种难得的“国际文本”加以解读，揭示

授业实践与研究支撑儿童学习、助力教师成长的

重要意义，通过透视课堂，准确把握新时代授业

研究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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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主任Mark Bray教

授、团队核心成员张薇博士、刘钧燕博士先后

在SSCI国际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

tion》55卷第3期上发表了3篇文章，与国内外

学者分享影子教育的相关成果：   

1.Zhang Wei (2020). Shadow education in the ser-

vice of tiger parenting: Strategies used by middle-class 

families in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本研究基于4年的混合研究数据，针对国

际文献中盛行的将影子教育简单归因于科举制

度，并将其等同于儒家文化的观点进行了深入

剖析，分析了影子教育和密集型育儿背后的多

重文化因素。 

2.Zhang Wei & Mark Bray (2020).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shadow education: Achievements, chal-

lenges, and the agenda ahead. European Journal of Ed-

ucation. 

    文章将1999年发表的首项影子教育全球研

究报告作为影子教育研究领域的起点，回顾了

影子教育研究二十年的成就与挑战，提出了影

子教育的未来研究议程需要持续关注相关定义

及研究方法，也需要与时俱进，关注技术的影

响，并加强跨学科研究以探索更为广阔的领域

等观点。 

3.Junyan Liu & Mark Bray (2020). Accountability 
and (mis)trust in education systems: Private supple-

mentary tutoring and the ineffectiveness of regulation 

in Myanmar.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二）国际校外教育研

究中心团队发表多篇S

刊论文，分享影子教育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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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缅甸仰光市中学生及其家长、学

校教师、校长、补习老师等问卷和访谈数据，

对缅甸校外教育进行研究。缅甸家庭普遍认为

校外教育是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补充，家长不

信任学校和老师能满足孩子的教育需要，这种

不信任存在于教育体系、学校及人际层面。尽

管缅甸政府早在1984年就对校外教育开展监管

治理，但治理政策形同虚设，校外教育已与学

校教育呈相互交错影响的态势，这使得缅甸教

育体系的变革愈加困难。   

    课程所瞄准教育前沿问题，立足全球化、时

代化背景，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本季度，课程

所雷浩、王涛、杨晓哲等专家分别在《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ECNU Review of Ed-

ucation》《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等

刊物上发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其中，王涛

副教授的文章在刊出后获 University World 

News、EurekAlert等国外媒体纷纷报道和转载： 

  

      1.Lei, H. (2020).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 meta-analysis among student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学生计算思维研究受

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文章从计算思维的功

能出发，探究其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研

究表明，计算思维能够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并

且计算思维对东方文化背景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

要大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同时，计算思维对

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还受到学段、性别以及学业

（三）雷浩、王涛、杨

晓哲等专家发表多篇具

有国际影响的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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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指标的调节作用。  

 

        2. Wang, T. (2020, Online). The COVID-19 crisis and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 possible generation of glocalized citizens? ECNU Review 

of Education.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留学生面临着

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带来的挑战，在跨文化交流

中遭遇着双重污名化的处境。反思新自由主义式

全球化与强国家控制的不足，如何在国家认同和

全球认同之间进行平衡与取舍变得愈发艰难。文

章针对全球公民教育的两难问题，初步提出了地

化全球素养（glocalized competence）的概念和框

架，并提出学生需要坚定文化自信、具备国际视

野、求同存异、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集

体福祉和可持续发展而行动。 

 

           3. Yang, X., Lin, L., Wen, Y., Cheng, P.-Y., Yang, X., & 

An, Y. (2020). Time-Compressed Audio on Attention, Medi-

tation, Cognitive Load, and Learning. Educational Technolo-

gy & Society.  

    近年来，移动学习兴起，学习者采用一种新

的听音频方式展开学习。本研究针对不同音频播

放速度（正常1.0倍，快速1.5倍，非常快3.0倍）

对学习者的注意力、认知负荷和学习效果进行评

估。采用脑电波设备对被试者进行记录与分析。 

结果表明，正常速度（1.0倍）和1.5倍速度之间，

学生的脑电波注意力、认知负荷和学习成绩没有

显着差异。 但是，当速度达到原始速度3.0倍时，

即时和延迟（一周）的回忆测试中，学生的理解

分数明显低于其他两种速度。以3.0倍的速度收听

时，学习者的脑电波注意力和认知负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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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祖浩教授主编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修订）教师指导-化学》  

    王祖浩教授主编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修订）教师指导-化学》近期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为帮助广大教师更好地理解新版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在教

学中落实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本书征集了教师在高中化学

课程标准实施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结合了化学课程标准

提出的重要观点和实践案例，对有关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业质量标准和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的教学设计、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评价等一系列理论

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释疑，以提高化学教师课程实

施的有效性，促进教学实践问题的解决。   

（五）杨晓哲副教授关注中小学生人工智能课程学习 

          主编《人工智能》系列教材   

    国际课堂分析实验室执行主任杨晓哲副教授主编的《人工智能》系列教材由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本套教材共三本，包括《人工智能启蒙》《人工智能应用》

《人工智能设计》，综合考虑了不同学龄段学生的能力差异，是面向中小学生人工智能

课程学习的系列教材，旨在培养学生们增强信息意识、发展计算思维、提高数字化学习

与创新能力、树立起信息社会责任。  



序号 主题 执笔人 采纳情况  

1 中考命题 王祖浩 教育部采纳 

2 课程整合 吴刚平等 教育部采纳 

3 教材舆情 雷浩等 中央办公厅采纳 

（六）崔允漷教授主审的新书 

        《基于课程标准的学历案：温江经验》出版  

    本书是全国第一本规范出版的义务教育阶段学历案

样例集，记录了继《教案的变革：基于课程标准的学历

案》《学历案与深度学习》在高中阶段引发课堂变革之

后，学历案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全新尝试，同时也是成都

市温江区学历案区域推进改革实验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展现了超越单一学校，在整个区域全面推进学历案的先

锋式探索。本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区域推进学

历案的温江经验”介绍了温江选择学历案的缘由、推进

经验、初步成效、问题与反思等。第二部分“小学学历

案精选”和第三部分“初中学历案精选”，集中呈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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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段、各学科具有示范性、代表性、操作性的学历案。每篇学历案都配有“导读”，

揭示特色亮点或创新点，还配有“设计说明”，阐释“为什么这样设计”，生动呈现了

学历案从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过程。该书由鄢亮、曾宏、王毓舜主编。       

（七）吴刚平、王祖浩、雷浩等专家3份咨政报告 

          获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  

    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为推进国家课程改革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咨询与服务，是课程所

团队一直以来的发展宗旨。本季度，吴刚平教授、王祖浩教授、雷浩副教授等专家围绕

“课程整合、中考命题、教材舆情”的系列问题，先后有3份咨询报告获得了省部级以

上部门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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