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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教育学系召开 2017 级新生入学教育会议 

9 月 11 日上午 8:30，教育学系 2017 级新生入学教育会

议在文科大楼 913 室召开。 

系主任黄忠敬、系支部书记王伦信、副系主任程亮、系

支部副书记董轩、系办公室教学秘书汪亚琼、2017 级辅导员

杜明峰以及 70 余名硕博研究生参加，会议由杜明峰老师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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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举行 2017 级研究生导师见面会 

9 月 13 日上午 8:30，教育学系 2017 级研究生导师见面

会在文科大楼 913 室举行。教育学系近 30位老师以及 44名

硕士研究生参加见面会，会议由杜明峰老师主持。  

与会老师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与学术专长，并向

17 级新生们表达了期望与寄语。老师们普遍表示，进入“985”、

“双一流”高校读研究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但与此同

时同学们应该未雨绸缪，规划好自己的学习、生活以及三年

后的职业发展与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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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系 2017 级新生赴国际学校考察学习 

为开阔研究生的学习视野，帮助研究生尽早确定职业目

标与未来规划，9 月 14 日上午 8:30，教育学系系主任黄忠

敬、系党支部副书记董轩、2017级新生辅导员杜明峰，以及

五十余名硕博新生赴上海诺德安达双语学校进行考察，了解

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在现实条件下的落地与发展。  

作为研究生入学教育的一个环节，本次实地考察加深

了研究生对先进教育理念的理解与感受，也在一定程度上

为同学们的未来发展打开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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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1.马和民教授获得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7 月 4 日，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公布了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单。教育

学系马和民教授负责的《基于代际比较视角的当代青少年行

为道德的社会学研究》获得国家一般项目立项。 

 

2.卜玉华教授获得 2017 年度全国少先队研究重点课题 

7 月 6 日，根据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发布的《少

先队改革方案》和全国少工委办公室、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

《关于申报 2017年度全国少先队研究课题的通知》安排，全

国少工委委托中国少年先锋队工作学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

出版总社组织开展 2017年度全国少先队研究课题评审工作。

经过资格审查和评审委员会初评、终评，评审出 4 项课题确

定为战略课题，17 项课题确定为重大课题，40项课题确定为

重点课题，100项课题确定为立项课题。 

我系卜玉华教授主持的《少年儿童思想意识发展的时代

特点与教育体系研究》被确定为重点课题。 

4 



 

  

 

3.杨小微、杨光富老师获得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度课题立项 

7 月 14 日，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度课

题立项名单公布，华东师范大学共有 15项课题获立项资助。

其中，国家重大重点课题 2项，居全国第一。教育学部共有

12 项课题获得立项，我系获得 2项。 

杨小微教授主持的《我国教育 2030 年发展目标及推进

战略研究》获得国家重大课题立项。 

杨光富副教授主持的《新高考背景下普通高中走班制的

中国经验研究》获得国家一般课题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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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系四位教授获得上海市哲社“改革开放 40 周年、建国

70 周年、建党 100 周年”系列研究 2017 年度项目立项 

 

7 月 24 日，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改革开放 40 周年、建国 70 周年、

建党 100 周年”系列研究 2017年度项目立项名单公布。 

袁振国教授主持的“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纪念教

育改革开放 40周年”获得“改革开放 40周年”研究重点项

目； 

李政涛教授主持的“40年来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上海

经验’与‘上海话语’研究” 获得“改革开放 40周年”研

究一般项目； 

吴遵民教授主持的“终身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改革

开放 40年终身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获得“改革开放 40

周年”研究一般项目； 

杜成宪教授主持的“共和国教育 70 年”获得“建国 70

周年”研究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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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纯焦副教授出版著作《中国私塾史》 

《中国私塾史》内容安排

上以历史时段为主线，从内部

史和外部史两个层面展开。 

内部史主要研究私塾内部

的教学活动，包括课程与教

材、教学方法、教学管理、校

舍设施、私塾在教育系统中的

地位与作用、近现代私塾的变

革与消失等；外部史主要研究

私塾与社会文化、社会结构、

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关系。 

全书深入私塾与塾师的生活现场和教育现场，以第一

手的材料，探讨私塾及私塾教师所受到的来自社会的方方

面面的影响与制约，厘清中国基础教育的演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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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教所杨小微教授主持的基地重大课题《教育现代化评价

指标体系及推进路径研究》召开成果报告会 

9 月 3 日，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基地重大课题《教

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推进路径研究》召开成果报告会。

其目的是在三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听取专家意见与建议，完

善教育现代化课题的成果。 

各位专家既对教育现代化课题三年的研究成果表示了

肯定，同时也提出诸多中肯建议，这是一场有质量、有收获

的成果报告会，它为教育现代化研究成果的完善画上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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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育学系青年教师李林在 SSCI 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全文链接：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046760X.2017.1360521 

 

论文信息：本文通过考察战前香港大学中文教育的源起与流

变，管窥其间教育、文化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与纠葛。 

 

期刊介绍：History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 （ISSN: 0046-760X）由英国教育史

学会编辑，Taylor & Francis 集团出版，为目前国际教育史

领域的核心学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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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范国睿教授荣获第十一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一

等奖 

 

9 月 25 日，经评审、公示，第十一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

究成果奖获奖名单公布。 

华东师范大学荣获 3 项一等奖。教育学系范国睿教授

负责的《加强和促进我国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

政策建议：以上海市为例》荣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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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国内会议 

吴遵民教授应邀参加 “新政策、新趋势、新技术，学术引领

服务升级——2017 中国教育学会会员日”大会 

7 月 21 日，吴遵民教授应邀参加中国教育学会在北京

召开的“新政策、新趋势、新技术，学术引领服务升级—

—2017 中国教育学会会员日”大会，同时参加“趋势·教

育服务新生态”主题会议，并作关于教育服务的主题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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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成宪教授出席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国教育思想

史》审读意见反馈会 

9 月 8 日，杜成宪教授应教育部“马工程"办和教材局

之邀，赴京出席“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国教育思想史》

书稿出版前审读意见反馈会。 

会议由教育部部长助理、"马工程"办负责人、"马工程

"教材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顾海良主持，审读专家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郭齐家、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出

席。 

杜成宪教授代表课题组出席会议。这已是一年来“马

工程”重点教材《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三次专家审议会

议，即 2016 年 11 月学科专家审议会议、2017 年 3 月审议

委员会审议会议和本次审读反馈会议。据称，修改后的教

材还将送交国家教材委员会接受审议，这是教育学科五种

“马工程”教材中第一种送交国家教材委员会审议的。 

华东师大教育学系参加本教材编写的还有王伦信、蒋

纯焦两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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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李家成教授携研究生赴英国参加学术会议 

7 月 5-7日，“欧洲家校合作研究联盟”大会组委会在英

国伦敦罗翰普顿大学举办题为"强化、约束与机会：家长、学

校和社区角色的转变，平等和多样性问题的解决"专题研讨

会，教育学系李家成教授携其研究生吕珂漪参加了会议。 

在第一天的首场分会场中，李家成教授作为第一位发言

人，详细分享了对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一所幼儿园的个案研

究，并分享了研究的方法与结论。在第二天的会议当中，吕

珂漪同学作了关于上海学校通过家校合作提升学生健康素

养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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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Dr.Stuart McNaughton 教授受邀到我系

作报告 

9 月 10 日，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Dr.Stuart McNaughton

教授受邀到我系作报告，报告主题为“Well-being in 

Schools and Digital Education: Developments in New 

Zealand”。 

Stuart 教授介绍了新西兰的教育环境，指出新西兰非

常关注学生的幸福，但实际情况还不够理想。报告最后，

参会学生和 Stuart McNaughton 教授围绕着学生幸福与社

会成就之间的关系、新西兰教育目标的选择、教育实验研

究的方法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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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 
 

李政涛教授、程亮教授分别当选新一届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

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秘书长 

9 月 22-24 日，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第十六届

学术年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年会主题为“儿童成长与教

育变革”，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91 所高校和研究单位

的 400余位代表与会，会议提交论文 300 余篇，主题发言 12

场，分论坛 7 场 53 个报告，7 个分论坛汇报和 7 个自由发

言。 

大会通过了学术委员会换届选举，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教育学系李政涛教授

当选为新一届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

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程亮教授当选为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秘书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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