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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年）》是一本综合性工具书，

记载了 2015 年教育部、学校关于学部的相关文件，教育学部的基本情况，

以及组织人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对外交流、学生工作等

方面的内容，重在记事，而略于细节，尽可能反映出教育学部一年来的教

育改革和事业发展情况。 

二、本年鉴的文字内容、表格、图片、数据等来源于学校和学部各行

政办公室、学术机构、综合交叉平台所提供的相关档案和资料，选用时本

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准确和真实，以为今后编史修志提供可靠的历史

资料。 

三、本年鉴所载文献资料，学部层面，侧重于收录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国际合作与交流、行政与社会服务、学生工作等方面综合性的统计数

据和代表性的重要活动;学术机构和综合交叉平台层面，侧重于完整保留各

单位所提交的资料，例如发表的论文名称、学术活动名称、国际交流合作

情况等。各单位日常工作信息、例会信息等均不收录；各单位党支部活动、

文化建设等内容统一归在学部“党建工作”章节。 

四、本年鉴在编写中力求体例统一、文字简练，但因经验不足，水平

有限，错误疏漏在所难免，希望得到您的关注、指正和完善。您的批评和

改进意见对于提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编纂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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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月，“教育智库建设高层咨询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 

 

2015 年 3月，教育学部荣获“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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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月，教育学部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主编《中国教育大系》首发出版 

 

 

 

 

2015 年 9月 12日，教育学部校友会分会成立大会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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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日，教育学部二级党校成立仪式暨首场党课顺利召开 

 

 
2015年 12月，参加学校一二九大合唱比赛，学部赢得三项大奖：一等奖、精神面貌奖、最佳指挥奖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目录 

1. 教育学部 2015 年概况 .................................................. 1 

2. 学校关于学部的有关文件 ............................................... 4 

2.1.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印发校领导分工及联系学部、院系所名单的通知(2015 年 1月 3日)4 

2.2.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吴向东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2015 年 1月 4日） ............. 4 

2.3.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关于公布 2014 年二级网站评奖结果的通知（2015 年 1 月 20

日） .......................................................................... 4 

2.4.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成立智慧学习研究院等 7 个非建制性研究机构的决定（2015 年 3 月

14 日） ....................................................................... 4 

2.5.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成立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和咨询专家组的决定（2015 年 5月 7 日）4 

2.6. 关于表彰基层党组织示范点、教书育人模范党员教师和优秀党日活动等的决定（2015

年 7月 8日） .................................................................. 5 

2.7. 关于辛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2015 年 7月 16日） .......................... 5 

2.8. 关于陈国才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2015年 9月 14日） ........................ 5 

2.9. 关于成立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的决定（2015 年 12月 1日） .................. 5 

2.10. 关于印发校领导分工及联系学部、院系所名单的通知（2015年 12月 21日） ...... 5 

3. 机构与人事 ........................................................... 7 

3.1. 组织机构 ................................................................. 7 

3.1.1 党政领导班子 .......................................................... 7 

3.1.2 分党委成员 ............................................................ 7 

3.1.3 学术机构负责人 ........................................................ 7 

3.1.4 行政部门工作人员 ...................................................... 8 

3.1.5 党支部书记 ............................................................ 8 

3.1.6 学部学术委员会 ........................................................ 9 

3.1.7 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 9 

3.1.8 学部人事工作委员会 .................................................... 9 

3.1.9 学部外事工作小组 ...................................................... 9 

3.1.10 学部宣传工作小组 .................................................... 10 

3.1.11 学部学生工作委员会 .................................................. 10 

3.1.12 学位评定委员会 ...................................................... 10 

3.1.13 招生委员会 .......................................................... 10 

3.1.14 人事工作动态 ........................................................ 10 

3.2. 学术机构 ................................................................ 12 

3.2.1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 12 

3.2.2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 30 

3.2.3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 48 

3.2.4 教育技术学院 ......................................................... 51 

3.2.5 教育管理学院 ......................................................... 68 

3.2.6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 78 

3.2.7 教师教育研究所 ....................................................... 85 

3.2.8 教育经济研究所 ....................................................... 97 

3.2.9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 ................................................. 98 

3.2.10 特殊教育研究所（系） ............................................... 104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3.2.11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 112 

3.2.12 高等教育研究所 ..................................................... 114 

3.2.13 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 ............................................... 119 

3.2.14 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 ........................................... 121 

3.3. 综合交叉平台 ........................................................... 122 

3.3.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 122 

3.3.2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 122 

3.3.3 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 125 

3.3.4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 127 

3.3.5 教育部民办教育政策研究院 ............................................ 127 

3.3.6 国家教育考试评价研究院 .............................................. 128 

3.3.7 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 .............................................. 128 

3.3.8 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 .................................................. 129 

3.3.9 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 .................................................. 131 

3.3.10 首都学习型社会研究院 ............................................... 132 

3.3.11 教育信息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 132 

3.3.12 教育家书院 ......................................................... 133 

3.4. 非建制性机构 ........................................................... 137 

3.4.1 3D技术与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 137 

3.5. 学术期刊 ............................................................... 138 

3.5.1 比较教育研究 ........................................................ 138 

3.5.2 教师教育研究 ........................................................ 139 

3.5.3 教育学报 ............................................................ 139 

4. 学部重要文件 ....................................................... 141 

4.1. 学部发[2015]01号-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5 年度工作计划要点的通知141 

4.2. 学部发[2015]02号-关于发布《教育学部资助研究生参加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规定（试

行）》的通知 ................................................................. 144 

4.3. 学部发[2015]03号-关于发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基金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 144 

4.4. 学部发[2015]05号-关于发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支持课程外请国内专家专题讲座

暂行规定（试行）》的通知 ..................................................... 146 

4.5. 学部发[2015]06号-关于发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实施

细则（试行）》的通知 ......................................................... 146 

4.6. 学部发[2015]07号-关于发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有关工作的

补充说明（修订）》的通知 ..................................................... 147 

4.7. 学部发[2015]08号-关于发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聘请国际学者承担教学任务实施

办法（试行）》的通知 ......................................................... 147 

4.8. 学部发[2015]10号-关于调整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委员会名单的通知 .............. 149 

4.9. 学部发[2015]11号-关于教育学部人事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课程与教学指导委员

会换届的通知 ................................................................ 149 

4.10. 学部发[2015]13号-关于设立教育学部招生委员会的通知 ..................... 149 

4.11. 学部发[2015]15 号-关于发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家试点学院）兼职教师聘

任办法（暂行）》的通知 ....................................................... 150 

4.12. 学部发[2015]17 号-关于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应用戏剧与表达性艺术教育研究

中心等 6个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的通知 ............................................ 15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5. 人才培养工作 ....................................................... 153 

5.1. 加强招生宣传，完善招生改革方案 ......................................... 153 

5.2. 实行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与实习 ........................................... 154 

5.3. 全面推进试点学院人才培养国际化 ......................................... 155 

5.4. 完成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推动人才培养改革 ..................... 161 

5.5. 注重各层次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加强实验室和实践基地建设 ................... 162 

5.6. 落实教育博士培养改革，完成教育博士评估工作 ............................. 164 

5.7. 统筹设计人才培养项目，加大人才培养经费投入 ............................. 165 

5.8. 成立微信宣传小组，加强人才培养宣传 ..................................... 166 

5.9. 2015年度人才培养工作基本数据 ........................................... 167 

5.9.1 招生和培养数据 ...................................................... 167 

5.9.2 各类教学获奖汇总 .................................................... 168 

5.9.3 学生科研项目 ........................................................ 169 

5.9.4 学生交流 ............................................................ 174 

6. 科学研究工作 ....................................................... 181 

6.1. 科学研究工作 ........................................................... 181 

6.1.1 编制教育学部十三五规划 .............................................. 181 

6.1.2 成立学科资源建设委员会 .............................................. 181 

6.1.3 支持跨学科研究 ...................................................... 181 

6.1.4 做好各类课题的申报和管理工作 ........................................ 181 

6.1.5 实施外文论文发表助推计划 ............................................ 181 

6.1.6 深化与斯普林格出版社合作 ............................................ 181 

6.1.7 做好科研成果的整理与推广 ............................................ 181 

6.1.8 有效推进科研平台建设 ................................................ 181 

6.1.9 支持第二届明远奖的评选工作 .......................................... 181 

6.1.10 协助做好编撰出版工作 ............................................... 182 

6.2. 科研立项、科研获奖与科研成果情况 ....................................... 182 

6.2.1 科研立项情况 ........................................................ 182 

6.2.2 科研获奖 ............................................................ 184 

6.2.3 论文情况 ............................................................ 184 

6.2.4 著作情况 ............................................................ 202 

6.2.5 研究报告情况 ........................................................ 203 

6.3. 学术动态 ............................................................... 203 

6.3.1 智慧学习研究院成立大会暨“智慧城市与智慧学习”高层论坛顺利举行 ...... 203 

6.3.2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2014 年度国家重点课题“教育信息化与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

（MOOCs）战略研究”顺利开题 ............................................... 204 

6.3.3 教育学部在 2014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中获得佳绩 ... 204 

6.3.4 何克抗教授荣获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终身成就奖 .................. 204 

6.3.5 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和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

行 ........................................................................ 204 

6.3.6 教育学部 3份学术期刊入选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七版） ....... 205 

6.3.7 提升教育研究水准，打造新型教育学术出版交流平台——第二届教育学学术研究与

出版大会会议成功举办 ...................................................... 205 

6.3.8 顾明远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大系》首发出版座谈会成功召开 .............. 205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6.3.9 2015年度全国高校教育学院院长联席会议成功召开 ....................... 205 

6.3.10 《2015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 205 

6.3.11 校领导参加教育学科资源建设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206 

6.3.12 第二届“明远教育奖”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 206 

6.3.13 《教育大辞典》（第三版）编撰出版启动会召开 .......................... 206 

6.3.14 教育学部喜获 9项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 206 

6.3.15 教育学部获批 3项 201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 207 

6.3.16 教育学部与斯普林格出版社举行外文丛书签约仪式及外文论文发表与著作出版研

讨会成功举行 .............................................................. 207 

7. 国际交流合作与港澳台工作 ........................................... 208 

7.1. 接待国外及港澳台代表团来访情况 ......................................... 208 

7.2. 出访国外及港澳台情况 ................................................... 209 

7.2.1 教育学部师生参加美国 2015年 AERA 年会并举办招待会 .................... 209 

7.2.2 教育学部培训工作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和澳大利亚 .......................... 211 

7.2.3 教育学部访问团赴澳大利亚三所大学访问 ................................ 212 

7.2.4 周作宇副校长和李家永书记赴日本参加东亚教师教育联盟年会 .............. 212 

7.2.5 教育学部师生赴日本参加第六届中日教师教育学术研讨会 .................. 212 

7.2.6 学部代表团赴英国参加国际教育学院网络年会 ............................ 213 

7.3. 在京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情况 ............................................... 214 

7.3.1 金砖国家大学校长论坛教育分论坛 ...................................... 215 

7.3.2 “跨国教育纠葛：十八世纪以来的东亚和‘西方’”国际研讨会 ............ 216 

7.3.3 中芬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质量保障体系研讨会 ............................ 216 

7.3.4 第六届北京师范大学-京都大学博士生论坛 ............................... 216 

7.3.5 第一届北京师范大学-昆士兰理工大学-卡尔加里大学博士生论坛 ............ 217 

7.4. 资助出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 217 

7.4.1 刘宝存教授参加北美比较教育学会 2015 届年会 ........................... 218 

7.4.2 李敏谊教授参加 PECERA 2015 会议暨英文书稿主编会议 .................... 218 

7.4.3 学部德育团队参加第 41届国际道德教育年会 ............................. 218 

7.4.4 青年教师刘云波博士、方芳博士参加 CIES第 59届年会 .................... 219 

7.4.5 江丰光副教授参加 2015 年智能数字未来国际研讨会-智能教育与数字学习分会场

 .......................................................................... 219 

7.4.6 资助张悦歆参加第一届国际特殊教育大会 ................................ 219 

7.4.7 资助张莉莉赴日本参加中日教育研讨会 .................................. 220 

7.4.8 资助桑国元出席 ISATT2015会议 ........................................ 220 

7.5. 境外学者讲学授课情况 ................................................... 220 

7.5.1 2015年度客座教授 ................................................... 220 

7.5.2 2015年度引智项目——学术大师项目 ................................... 221 

7.5.3 2015年度引智项目——校级重点团队项目 ............................... 221 

7.5.4 2015年度引智项目——单位重点及单位常规项目 ......................... 221 

7.5.5 顶尖专家系列讲座 .................................................... 222 

7.6. 教师出境访学 ........................................................... 222 

7.7. 学生交流活动 ........................................................... 223 

7.7.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代表团访问日本早稻田大学 ........................ 224 

7.7.2 学前教育加拿大实习项目圆满结束 ...................................... 224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7.7.3 教育学部本科生赴台中教育大学短期交流 ................................ 225 

7.7.4 北海道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亚洲高校）”学术交流项目日本段 .......... 225 

7.7.5 挪威专业实践活动 .................................................... 225 

7.7.6 北海道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亚洲高校）”学术交流项目中国段 .......... 226 

7.7.7 “BNU-MSU 合作研究”交流项目 ........................................ 227 

7.7.8 第 12届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大赛 ....................................... 227 

7.7.9 教育学部师生赴日本参加 WU－BNU－UCLIOE－KU四校学术交流活动 .......... 227 

7.7.10 北京师范大学-广岛大学 2015 年博士生论坛交流报告 ..................... 228 

7.8. 孔子学院和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 228 

7.9. 合作交流项目和协议 ..................................................... 229 

7.10. 其他外事活动 .......................................................... 230 

8. 行政与社会服务 ..................................................... 235 

8.1. 学部行政工作 ........................................................... 235 

8.2. 学部培训学院工作 ....................................................... 235 

8.2.1 举行“民办教育改革创新高级研修班签字仪式” .......................... 235 

8.2.2 举行“2015 首届卓越校长论坛” ....................................... 235 

8.2.3 “第七期全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集中研修并进行研究课题开题 ...... 236 

8.2.4 “第六期全国优秀小学校长高级研究班”圆满完成学业顺利结业 ............ 236 

8.2.5 教育部第 68期、69 期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简讯 .................. 236 

8.2.6 校长国培计划——卓越校长领航工程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启动仪式 ...... 236 

8.2.7 开启与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培训合作 ............................ 237 

8.2.8 召开教育部中小学领导人管理办法编制工作研讨会 ........................ 237 

8.2.9 校长国培计划——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培养基地启动

仪式 ...................................................................... 237 

8.2.10 举行北京高校年轻正处级干部培训班 ................................... 237 

8.2.11 举行全军第六届军事教育创新高级研训班开学典礼 ....................... 237 

8.2.12 校领导出席全军第六届军事教育创新高级研训班结业典礼 ................. 237 

8.2.13 举办第七期台湾中小学校长高级研修班暨 2015 两岸中小学校长高峰论坛活动 238 

8.2.14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四川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 238 

8.2.15 教育部第八期全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开学典礼 ..................... 238 

8.2.16 “第八期全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导师与学员见面会 ............... 239 

8.2.17 贵州省中小学幼儿园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高级研修班开班典礼 ............... 239 

8.2.18 湖北省荆门市小学校长培训班圆满结业 ................................. 239 

8.2.19 “2015 年湖北省襄阳市高中校长高级研修班”成功举办 .................. 239 

8.2.20 学校领导出席首都基础教育集团管理与教学双核提升项目启动会 ........... 239 

8.2.21 参加“2015 年东亚地区校长学学术研讨会” ............................ 240 

8.2.22 “校长国培计划”——2015 年边远贫困地区农村校长助力工程西部乡村校长专项

培训班顺利开班 ............................................................ 240 

8.2.23 举行中心成立十五周年暨“十三五”校长培训质量提升研讨会 ............. 240 

8.2.24 “校长国培计划”—2015年边远贫困地区农村校长助力工程项目简讯 ...... 240 

8.2.25 教育部第 72-75期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 ......................... 241 

8.3. 学部对外合作共建工作 ................................................... 241 

8.3.1 与北京市十二中学合作项目进展顺利 .................................... 241 

8.3.2 与北京市十二中学签署第二期合作协议 .................................. 24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8.3.3 教育学部与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友谊辩论赛成功举办 ........................ 241 

8.3.4 北京市中小学名师发展工程 ............................................ 241 

8.3.5 北京市门头沟移动云课堂项目 2014-2015学年总结会召开 .................. 241 

8.4. 学部公用财经费数据 ..................................................... 242 

8.5. 社会筹资工作 ........................................................... 250 

8.5.1 2015年度合作共建经费 ............................................... 250 

8.5.2 2015社会筹资总体情况 ............................................... 250 

9. 党建工作 ........................................................... 251 

9.1. 党务工作 ............................................................... 251 

9.1.1 教师党支部基本情况 .................................................. 251 

9.1.2 分党委工作会议 ...................................................... 251 

9.1.3 组织工作 ............................................................ 255 

9.1.4 社会实践 ............................................................ 257 

9.1.5 宣传工作 ............................................................ 260 

9.1.6 援疆、援滇及挂职锻炼活动 ............................................ 260 

9.1.7 各类表彰 ............................................................ 261 

9.2. 文化建设 ............................................................... 264 

9.2.1 学科史工作 .......................................................... 264 

9.2.2 学前教育研究所积极推动学科史编纂工作 ................................ 264 

9.2.3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四代教师群策群力完成文化墙建设 .................. 264 

9.3. 统战工作 ............................................................... 265 

9.3.1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采纳学部庞丽娟教授的修改意见 .................. 265 

9.3.2 刘敏副教授荣获民盟北京市委“民盟思想宣传工作者”称号 ................ 265 

9.3.3 刘焱教授、郑新荣教授、裴淼副教授被荣聘为中央统战部党外建言献策信息员 265 

9.4. 工会工作 ............................................................... 265 

9.4.1 教育学部积极参加北师大“展巾帼风采，爱跳绳健身”教工跳绳团体赛 ...... 265 

9.4.2 教育学部教代会二届一次会议成功召开 .................................. 265 

9.4.3 教育学部工会长走俱乐部和摄影俱乐部成功举办春游活动 .................. 266 

9.4.4 教育学部积极组织教职工参加学校教职工运动会 .......................... 266 

9.4.5 教育学部师生羽毛球联谊赛圆满落幕 .................................... 266 

9.4.6 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比赛教育学部预赛圆满举行 . 267 

9.4.7 教育学部组织教职工校外体检 .......................................... 268 

9.4.8 学部工会为老师拍摄肖像照 ............................................ 268 

9.4.9 学部工会积极组织教职工参加学校一年一度的健步走活动 .................. 268 

9.4.10 教育学部“一二•九”合唱再创辉煌 .................................... 268 

9.4.11 图书馆工会教代会执委会成员调研教育学部工会 ......................... 268 

9.4.12 教育学部工会召开 2015年度工作研讨会 ................................ 269 

9.5. 校友工作 ............................................................... 269 

9.5.1 积极筹备成立“教育学部校友分会” .................................... 269 

9.5.2 召开学部校友会成立大会 .............................................. 269 

9.5.3 召开教育学部校友会首届理事会理事会议 ................................ 270 

9.5.4 举办校友联络人座谈会 ................................................ 270 

9.6. 离退休工作 ............................................................. 271 

10. 学生工作 .......................................................... 272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10.1. 学生工作综述 .......................................................... 272 

10.2. 党建活动 .............................................................. 272 

10.2.1 学部活动 ........................................................... 272 

10.2.2 “强基固本”——党支部组织建设活动 ................................. 273 

10.2.3 “思想引领”——党支部理论学习活动 ................................. 275 

10.2.4 “服务先锋”——党支部实践服务活动 ................................. 278 

10.3. 学术活动 .............................................................. 278 

10.3.1 学术文化节系列讲座 ................................................. 279 

10.3.2 学而书院博士生沙龙 ................................................. 280 

10.4. 生活指导室特色工作开展 ................................................ 281 

10.4.1 师生茶叙（个体咨询） ............................................... 281 

10.4.2 箱庭游戏 ........................................................... 282 

10.4.3 求职面对面系列活动 ................................................. 282 

10.4.4 心理健康节系列活动 ................................................. 282 

10.4.5 生活指导室 DIY手工坊 ............................................... 283 

10.4.6 生活指导室“心灵影院” ............................................. 284 

10.5. 文体及其它活动 ........................................................ 284 

10.5.1 文艺活动 ........................................................... 284 

10.5.2 体育活动 ........................................................... 285 

10.5.3 其它活动 ........................................................... 287 

10.6. 社团活动 .............................................................. 294 

10.6.1 四环游戏小组系列活动 ............................................... 294 

10.6.2 木铎手语社系列活动 ................................................. 296 

10.6.3 教育学社系列活动 ................................................... 298 

10.6.4 四叶草教育感恩基金 ................................................. 301 

10.6.5 分团委下属社团活动 ................................................. 302 

10.7. 班级活动 .............................................................. 304 

10.8. 典礼仪式 .............................................................. 306 

10.8.1 2015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 306 

10.8.2 2015级新生开学典礼 ................................................ 309 

10.9. 社会实践 .............................................................. 310 

10.9.1 2015年度教育学部社会实践活动情况 .................................. 310 

10.9.2 教育学部暑期社会实践后期总结会 ..................................... 314 

10.10. 就业工作 ............................................................. 314 

10.10.1 组建就业先锋队 .................................................... 314 

10.10.2 召开毕业班班长座谈会 .............................................. 315 

10.10.3 举办中小学教师职业素养提升系列培训 ................................ 315 

10.10.4 设立就业咨询 ...................................................... 316 

10.10.5 创业活动 .......................................................... 316 

10.10.6 创客空间 .......................................................... 317 

10.10.7 就业服务 .......................................................... 317 

11. 附录 .............................................................. 321 

11.1. 获奖情况 .............................................................. 321 

11.1.1 集体获奖 ........................................................... 321 

11.1.2 各单位获奖 ......................................................... 32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11.1.3 个人获奖 ........................................................... 322 

11.1.4 本科生获奖 ......................................................... 322 

11.1.5 研究生获奖 ......................................................... 326 

11.2. 辅导员名单 ............................................................ 328 

11.2.1 本科生辅导员名单 ................................................... 328 

11.2.2 研究生辅导员名单 ................................................... 329 

11.3. 学生干部名单 .......................................................... 329 

11.3.1 本科生班级干部名单 ................................................. 329 

11.3.2 本科生社团干部名单 ................................................. 330 

11.3.3 研究生班级干部名单 ................................................. 331 

11.3.4 研究生社团干部名单 ................................................. 332 

11.4. 2015级新生名单 ........................................................ 333 

11.4.1 2015级本科生名单 .................................................. 333 

11.4.2 2015级硕士生名单 .................................................. 337 

11.4.3 2015级博士生名单 .................................................. 350 

11.5. 2015届毕业生名单 ...................................................... 352 

11.5.1 2015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 352 

11.5.2 2015届硕士毕业生名单 .............................................. 354 

11.5.3 2015届博士毕业生名单 .............................................. 363 

11.6. 2015年教育学部发文 .................................................... 366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图目录 

图 1 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培养高校课程建设研讨班 .............................. 53 

图 2  教育技术学院代表队荣获 12届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大赛大学常规组第七名 .... 66 

图 3  潘枫老师退休欢送会现场 ............................................... 68 

图 4  访谈杨圭南、乌美娜、沈绮云老师（采访人：王铟、马宁）;访谈唐玲、爨德玉、李

秀兰老师（采访人：陈青、董艳） ......................................... 68 

图 5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实践基地建设研讨会 ............................... 70 

图 6  教育管理学院 2015届毕业生欢送酒会 .................................... 76 

图 7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年度会议 ............................................. 80 

图 8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成立“波普科维茨研究中心”（RCPS） ................... 83 

图 9  台湾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张子超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了为期 6 天的系列讲

学 ..................................................................... 83 

图 10  2015 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暨理事会换届大会 ....................... 98 

图 11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讨 .............................................. 99 

图 12  全国学前教育专业硕士培养问题研讨会 ................................. 100 

图 13  加拿大的实习项目 ................................................... 104 

图 14  特殊教育研究所职业教育及康复培训验基地揭牌仪式 ..................... 105 

图 15  系列文化沙龙 ....................................................... 113 

图 16  师生赴澳大利亚参加“学徒制创新网络 2015 年国际会议 .................. 113 

图 17  出席会议的领导与鉴定组和课题组成员合影 ............................. 129 

图 18  合作研究院座谈会 ................................................... 135 

图 19  AJ Perez 做 “3D 设计与 3D打印，重塑 21世纪的 stem 教育”的专题讲座 .. 137 

图 20  校园开放日教育学部展板与宣传 ....................................... 153 

图 21  首次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学生风采 ..................................... 155 

图 22  教育学部 2011-2015 年全英文课程建设情况 ............................. 158 

图 23  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海外实习实践剪影 ............................. 159 

图 24  教育学部学生参与国际交流项目场景 ................................... 160 

图 25  教育学部“学而卓越训练营领导力培训”项目 ........................... 160 

图 26  修订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研讨会现场 ................................. 162 

图 27  微信宣传内容 ....................................................... 166 

图 28  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来访 ............................................. 208 

图 29  Belmira Bueno 教授做讲座 ........................................... 209 

图 30  第六届中日教师教育学术研讨会 ....................................... 213 

图 31  石中英部长与与会的其他教育学院院长合影 ............................. 214 

图 32  金砖国家大学校长论坛教育分论坛合影 ................................. 215 

图 33  林可博士在做主题报告 ............................................... 219 

图 34  国际视障协会主席主题演讲 ........................................... 220 

图 35  访问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 ............................................. 224 

图 36  北海道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亚洲高校）”学术交流项目中国段 ......... 226 

图 37  论坛汇报研究生合影 ................................................. 228 

图 38  卓越校长领航工程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 ............................. 237 

图 39  全军第六届军事教育创新高级研训班 ................................... 238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图 40  湖北省荆门市小学校长培训班 ......................................... 239 

图 41  教育学部 2014年度处级党员干部民主生活会 ............................ 251 

图 42  2015 年春季学期分党委委员会议 ...................................... 252 

图 43  “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 ......................................... 255 

图 44  教育学部二级党校成立大会 ........................................... 257 

图 45  支教团成员与郝副市长、电教馆钱馆长合影 ............................. 258 

图 46  教工暑期赴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支教活动 ........................... 259 

图 47  宣传工作扩大会议 ................................................... 260 

图 48  授予“教育部首期领航班中小学名校长——冯爱华校长工作室” 牌 ........ 261 

图 49  2014 年度北师大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 262 

图 50  教育学部荣获“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称号 ........................... 263 

图 51  教育学部教代会二届一次会议成功召开 ................................. 266 

图 52  教育学部师生羽毛球联谊赛 ........................................... 267 

图 53  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比赛教育学部预赛 ........ 268 

图 54  教育学部“一二•九”合唱再创辉煌 .................................... 268 

图 55  《校友名录》和《同学忆往：教育学部校友会成立纪念文集》 ............. 269 

图 56  教育学部校友会分会成立大会 ......................................... 270 

图 57  教育学部校友会首届理事会理事会议 ................................... 270 

图 58  校友联络人座谈会 ................................................... 271 

图 59  参观焦户庄地道战遗址 ............................................... 273 

图 60  颁奖仪式 ........................................................... 274 

图 61  获奖作品作者合影 ................................................... 275 

图 62  第六届学术文化节开幕式暨“锵锵三人行：高考改革大家谈”座谈会 ....... 279 

图 63  团体箱庭（左）与个体箱庭（右） ..................................... 282 

图 64  心理健康节开幕式外场活动之“乐高乐园展” ........................... 283 

图 65  “遇见未知的自己，战胜拖延魔”团体辅导 ............................. 283 

图 66  生活指导室丝网花 DIY 手工坊 ......................................... 284 

图 67  服饰大赛三位模特 ................................................... 284 

图 68  “Yi Yi 不舍”晚会合影 ............................................. 285 

图 69  乒乓球赛合影 ....................................................... 286 

图 70  “太阳杯”足球队合影 ............................................... 286 

图 71  运动会闭幕式后合影 ................................................. 287 

图 72  研究生女篮队合影 ................................................... 287 

图 73  全员大会合影 ....................................................... 288 

图 74  学部老师与新一届学生会干部合影 ..................................... 291 

图 75  交流会现场 ......................................................... 294 

图 76  四环游戏小组活动后的合影 ........................................... 295 

图 77  南锣鼓巷无声体验活动合影 ........................................... 297 

图 78  “从新教育理念看教育改革”主题讲坛 ................................. 298 

图 79  教育学社全员合影 ................................................... 300 

图 80  辅仁之旅合影 ....................................................... 301 

图 81  实践队队员合影 ..................................................... 302 

图 82  国粹社成员受邀参加 CCTV 节目 ........................................ 303 

图 83  我校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致辞 ......................................... 307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图 84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致辞 ..................................... 308 

图 85  刘建丰学长作为校友代表致辞 ......................................... 308 

图 86  毕业生向学部赠送牌匾 ............................................... 309 

图 87  社会实践工作总结表彰会 ............................................. 314 

图 88  “创意·创新·创业”教育沙龙 ....................................... 317 

图 89  “北师大创客空间”题字 ............................................. 317 

图 90  教育学部就业动员大会现场 ........................................... 318 

图 91  学部学前教育专业就业说明会暨专场招聘会现场 ......................... 319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表目录 

表 1  教育学部现有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情况 ................................ 1 

表 2  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分工及联系学部、院系所情况表 .......................... 4 

表 3  教育学部党政领导班子名单 .............................................. 7 

表 4  教育学部分党委成员名单 ................................................ 7 

表 5  教育学部学术机构负责人名单 ............................................ 7 

表 6  教育学部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名单 .......................................... 8 

表 7  教育学部在职教工党支部委员名单 ........................................ 8 

表 8  教育学部离退休教师支部委员名单 ........................................ 9 

表 9  2015 年新入职教师 .................................................... 10 

表 10  调离和离职人员 ...................................................... 11 

表 11  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员名单 ...................................... 11 

表 12  2015 年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师名单 ................................... 13 

表 13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教育教学、指导学生情况 ..................... 13 

表 14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师生读书会 ................................. 15 

表 15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参加学术会议与会议论文发表情况 ............. 19 

表 16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国际合作与交流情况 ......................... 22 

表 17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举办学术沙龙情况 ........................... 24 

表 18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教师论文、著作与课题情况 ................... 24 

表 19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科研获奖情况 ............................... 29 

表 20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社会服务情况 ............................... 29 

表 21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 31 

表 22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 年新立项课题情况 ........................... 31 

表 23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 年奖项 ..................................... 32 

表 24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 年“国际教育大讲堂”系列讲座 ............... 32 

表 25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年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情况 ............... 33 

表 26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 年教师出境进行学术交流情况 ................. 37 

表 27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 年境外来访学者情况 ......................... 39 

表 28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 年举办的国内国际会议情况 ................... 42 

表 29  国际比较与教育研究院教师 2015年论文发表情况 ......................... 42 

表 30  国际比较与教育研究院教师 2015 年咨询报告提交情况 ..................... 47 

表 31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 年出版的著作 ............................... 47 

表 32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 48 

表 33  科研项目共八项 ...................................................... 49 

表 34  科研成果共 29项 ..................................................... 49 

表 35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名单（以姓名拼音为序） .............................. 52 

表 36  教师获奖清单 ........................................................ 54 

表 37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 2015 年度项目申请清单 ............................... 54 

表 38  教育技术学院课题会议情况 ............................................ 55 

表 39  教育技术学院著作教材情况 ............................................ 55 

表 40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 2015 年度发表中文论文清单 ........................... 56 

表 41  教育技术学院发表报纸文章情况 ........................................ 63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表 42  教育技术学院 2015年度组织学术会议清单 ............................... 64 

表 43  教育技术学院 2015年度组织学术讲座活动清单 ........................... 64 

表 44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 2015 年度出境访学情况 ............................... 65 

表 45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 2015 年度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 65 

表 46  教育技术学院学生获奖情况 ............................................ 65 

表 47  教育技术学院 2015年博士短期出境访学清单 ............................. 66 

表 48  教育技术学院 2015年硕士短期出境访学清单 ............................. 66 

表 49  教育技术学院 2015年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清单 ......................... 66 

表 50  教育技术学院 2015年度学生申请的科研项目 ............................. 67 

表 51  教育管理学院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 69 

表 52  教育管理学院 2015年教师纵向项目立项课题一览表 ....................... 70 

表 53  教育管理学院 2015年教师横向项目立项课题一览表 ....................... 71 

表 54  教育管理学院 2015年教师发表文章一览表 ............................... 71 

表 55  教育管理学院 2015年教师出版著作一览表 ............................... 74 

表 56  教育管理学院 2015年教师研究报告一览表 ............................... 75 

表 57  教育管理学院 2015年教师获奖情况一览表 ............................... 75 

表 58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 79 

表 59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横向课题情况 ........................................ 81 

表 60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度课题立项结果 ................... 81 

表 61  2015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立项结果 ....................... 81 

表 62  京师课程与教学前沿讲座表 ............................................ 82 

表 63  Manouchehri 教授的讲座情况 .......................................... 84 

表 64  教师教育研究所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 85 

表 65  师教育研究所 2015年度课题登记表 ..................................... 86 

表 66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5 年度获奖统计 ..................................... 87 

表 67 教师教育研究所教师 2015 年度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登记表 .......... 87 

表 68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5 年度国际学者（含中国港澳台地区）来访登记表 ....... 91 

表 69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5 年终论文、咨询报告登记表 ......................... 91 

表 70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5 年度著作登记表 ................................... 95 

表 71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5 年度“教师中国”学术讲座清单 ..................... 96 

表 72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5 年度社会服务 ..................................... 96 

表 73  教育经济研究所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 97 

表 74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教师名单 ........................................ 99 

表 75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2015 年科研立项情况 ............................ 100 

表 76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2015 年出版专著译著情况 ......................... 100 

表 77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2015 年发表论文情况 ............................ 100 

表 78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2015 年学术活动与国际交流情况 .................. 103 

表 79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2015 年学生科研项目情况 ........................ 104 

表 80  特殊教育研究所（系）教师名单（ 姓名按音序排列 ） ................... 105 

表 81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5 年课题立项情况 ................................. 106 

表 82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5 年举办学术讲座情况 ............................. 107 

表 83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5 年师生参加国内学术会议情况 ..................... 107 

表 84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5 年教师/学生出境学术交流情况 ..................... 108 

表 85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5 年教师/学生发表论文、咨询报告、著作情况 ........ 108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表 86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5 年教师获奖情况 ................................. 111 

表 87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 112 

表 88  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 115 

表 89  高等教育研究所 2015 境外学者来访情况 ................................ 116 

表 90  2015 年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师发表成果总览 .............................. 116 

表 91  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 119 

表 92  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 2015 年度论文发表一览表 ........................ 119 

表 93  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 2015 年度出版著作一览表 ........................ 120 

表 94  2015 年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教师横向项目立项 1项 .................... 121 

表 95  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 121 

表 96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2015 年度获得重要政策建议成果批示 ................ 124 

表 97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2015 年度举办重要会议论坛 ........................ 125 

表 98  2015 年工程研究中心新立科研项目清单(9 个) ........................... 125 

表 99  2015年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 126 

表 100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2015 组织学术讲座活动清单 ....................... 126 

表 101  2015 年实验室新立科研项目清单(14 个) ............................... 132 

表 102  2015 年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 133 

表 103  组织学术讲座活动清单 .............................................. 133 

表 104  教育家书院学术活动、学校诊断与改进活动一览表 ...................... 133 

表 105  春季常规学术活动 .................................................. 135 

表 106  “支持乡村教师西部行”大型公益活动 ................................ 135 

表 107  秋季常规学术活动 .................................................. 136 

表 108  2015 级全英文项目学生名单 ......................................... 155 

表 109  2015 级伊拉斯谟项目学生名单 ....................................... 156 

表 110  比较教育学专业教育领导与政策方向博士项目课程列表 .................. 156 

表 111  教育学部留学生获得各项奖励名单 .................................... 157 

表 112  教育学部 2015 年参加国际高水平学术会议学生来源统计 ................. 158 

表 113  本科实习安排情况 .................................................. 162 

表 114  全日制教育硕士实习安排情况 ........................................ 163 

表 115  教育学部 2015 年参加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学生来源统计 ................. 164 

表 116 教育学部 2015 年招生人数 ............................................ 167 

表 117 教育学部 2015 年在读学生人数统计 .................................... 167 

表 118 教育学部 2015 年获得学位学生人数统计 ................................ 167 

表 119 教育学部 2015 年获得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奖一览表 ...................... 168 

表 120 教育学部 2015 年获批本科教改示范课程 ................................ 168 

表 121 教育学部 2015 年获得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大赛奖励一览表 ................ 168 

表 122 教育学部 2015 年获得优秀教师奖一览表 ................................ 168 

表 123 校级优秀“本科生科研训练与创新创业”项目指导教师 ................... 169 

表 124 教育学部 2015 年学生竞赛获奖情况 .................................... 169 

表 125 教育学部 2015 年获批本科生科研训练与创新创业项目一览表 .............. 169 

表 126 教育学部 2015 年获批研究生科研基金一览表 ............................ 171 

表 127 教育学部 2015 年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奖励情况 .......................... 173 

表 128 教育学部 2015 年学生国际交流情况 .................................... 174 

表 129  2015 年教育学部科研经费到账 ....................................... 182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表 130  2015 年度教育学部省部级项目 ....................................... 182 

表 131  2015 年度教育学部省部级以上项目列表 ............................... 182 

表 132  2015 年教育学部省部级以上科研获奖列表 ............................. 184 

表 133  教育学部 2015 年 SSCI 论文收录情况 .................................. 184 

表 134  教育学部 2015 年教师发表 CSSCI 论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 186 

表 135  教育学部 2015 年教师在重要媒体发表的部分文章情况 ................... 199 

表 136  教育学部 2015 年部分专著情况 ....................................... 202 

表 137  教育学部部分重要咨询报告 .......................................... 203 

表 138  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结果 .......... 206 

表 139  报告情况 .......................................................... 210 

表 140  在京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 ............................................ 214 

表 141  7 位教师受全额资助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 .......................... 217 

表 142  4 位青年教师受资助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 217 

表 143  学部层面组织的学生交流活动 ........................................ 223 

表 144  学部财经部门号 00300下的财经数据情况（2015年 1月 1日-2015年 12月 31日）

 ...................................................................... 242 

表 145  学部财经部门号 00301下的财经数据情况（2015年 1月 1日-2015年 12月 31日）

 ...................................................................... 247 

表 146  2015 年春季学期值班教师列表 ....................................... 281 

表 147  木铎手语社志愿活动 ................................................ 298 

表 148  木铎手语社培训 .................................................... 298 

表 149  2015 年度教育学部集体获奖情况 ..................................... 321 

表 150  2015 年度教育学部各学术机构获奖情况 ............................... 321 

表 151  2015 年度教育学部个人获奖情况 ..................................... 322 

表 152  2015 年度本科生获奖情况 ........................................... 322 

表 153  教育学部 2015 年度北京市研究生优秀毕业生 ........................... 326 

表 154  北京师范大学 2015 届研究生优秀毕业生 ............................... 326 

表 155  教育学部 2015 年度研究生获奖情况 ................................... 326 

表 156  教育学部本科生班级干部名单 ........................................ 329 

表 157  教育学部本科生社团干部名单 ........................................ 330 

表 158  教育学部研究生班级干部名单 ........................................ 331 

表 159  教育学部研究生社团干部名单 ........................................ 332 

表 160  2015 级本科生名单 ................................................. 333 

表 161  2015 级学术型、专业型硕士生名单 ................................... 337 

表 162 2015 级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名单 ...................................... 342 

表 163 2015 级单证专业学位研究生学生名单 .................................. 344 

表 164 2015 级双证专业学位研究生学生名单 .................................. 348 

表 165 2015 级博士生名单 .................................................. 350 

表 166  2015 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 352 

表 167  2015 届学术型硕士毕业生名单 ....................................... 354 

表 168  2015 届在职硕士（教育硕士、高校教师、中职教师、同等学力在职申请硕士学位、

英文项目硕士）毕业生名单 .............................................. 359 

表 169  2015 届博士毕业生名单 ............................................. 363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1 

 

1.  教育学部 2015 年概况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成立于 2009 年 6 月。从渊源上说，诞生于 1902 年的京师大学堂师

范馆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也是教育学部的肇端。教育学科是北京师范大学百余年来形成的

特色学科、优势学科，承载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辉煌成就。在全国，最早设立教育学硕

士、博士学位授权点，最早设立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最早拥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

权。现拥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3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5个硕士学位授权点，5个

本科专业，其中特殊教育学、教育技术学为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教育技术学、学前教育学

是教育部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学科。教育学科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建设学科，并

被列入首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项目“国家试点学院改革计划”，学科综合实力居全国领先水平。 

表 1  教育学部现有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情况 

现有硕士学位点 

序 学位点 

1 教育学原理 

2 课程与教学论 

3 教育史 

4 比较教育学 

5 学前教育学 

6 高等教育学 

7 成人教育学 

8 职业技术教育学 

9 特殊教育学 

10 教育经济与管理 

11 教育技术学 

12 教师教育 

13 教育政策学与教育法学 

14 远程教育 

15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现有博士学位点 

序 学位点 

1 教育学原理 

2 课程与教学论 

3 教育史 

4 比较教育学 

5 特殊教育学 

6 学前教育学 

7 高等教育学 

8 职业技术教育学 

9 教育经济与管理 

10 教育技术学 

11 教育政策学与教育法学 

12 教师教育 

13 远程教育 
 

教育学部是培养教育学术人才的顶尖学府。设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

究院、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育技术学院、教育管理学院、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教师教育

研究所、教育经济研究所、学前教育研究所（系）、特殊教育研究所（系）、职业与成人教育研

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 14个实体性学术

机构，承担着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职责。现有在编在岗教职工和部聘

人员共 287 人，其中，教学科研人员 216 人，教授占 41%，副教授占 36%；现有资深教授 1 人，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入选者 2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3 人；92%的

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其中，在境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达到 18.2%。学部以“大家、

名师”为引领，以优质课程为依托，加强对学生学术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培养。

学部现有全日制学生 2377人，本科生 571人、全日制研究生 764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210人，

专业学位在校人数 697人，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 157 人。2015年，教育学部继续推进试点学院

改革，全面实施招生改革，生源质量显著提高；指导完善本科自主招生、学术硕士生自主命题、

学术博士生申请-审核制度，确保招生质量；指导做好教育硕士、教育博士培养管理工作；指导

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策划推动教师教育与教育学部人才培养一体化工作；指导建立毕业生发

展质量追踪调查制度；进一步加大对本硕博及国际学生科研项目、国际交流等支持力度。人才

培养质量得到提升，教育创新人才的氛围更加浓厚。 

教育学部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重镇，是国家重大教育政策的咨询中心。设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育部人

文社科基地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基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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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质量监测中心、教育部民办教育政策研究院、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

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首都高等教育研究院、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

首都学习型社会研究院、教育信息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教育

家书院 16个综合交叉平台，以国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立足学术前沿，紧扣国家需求，

服务公众需要。学科综合实力在 2015年度世界大学教育学科排行榜排名第 42名。 

2015年，教育学部教师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出版专著、译著、编著、教材等各类著作 60 余部，其中中文专著 19 部，外文专著 5 部；2015

年学部教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共发表 SSCI 论文 19 篇；教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共发表

了 CSSCI 论文 285 篇；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版、人民政协报等

报纸发表文章 100 余篇。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学部教师以第一作者共提交并受采纳政策咨询

报告 20余份。教育学部共获得 9项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包括一等奖 1项，二等

奖 4项，三等奖 4项。此外，学部获得第二届明远教育奖研究奖 1项。 

教育学部是国际学术交流的高端平台。2015年，出境人数超过 300 人次。全额资助教师出

国参加国际会议 7 人，青年教师助长计划资助青年教师出国参加国际会议 4 人；学部层面接待

来访 60多个团组。来访人员近 300 人次（不包括出席会议人员）；学部层面外专讲学 34人（包

括短专 29 人）；5 名本科生和 15 名研究生参加交换生项目，学部资助学生出国 50 余人次；积

极推进孔子学院和汉语国际推广工作；新签交流协议 9 份。在校内继续开设的国际硕士课程和

博士课程进展顺利，采用全英文授课方式，为培养国际高端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教育学部是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培训的摇篮。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华北教育管理干

部培训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教育学部培训学院、教育家书院作为全国示范性的

校长和教师培训基地、全国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培训的研究中心以及校长和教师培训的国际交流

平台，积极开展教育行政干部、示范性校长、港澳台校长、培训者的培训和骨干教师培训，为

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广受教育同行和社会各界的赞誉。学部培训学院承担了

教育部委托的国培全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 2期、国培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 8期、

国培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 1 期、国培边远贫困农村、西部乡村校长助力工程 3 期；学院

广泛开展多层次、多类型区域合作培训,举办地方教育系统委托培训 119 期、2015 年香港小学

校长领导研习班 1期、第 7期台湾中小学校长高级研修班 1期。累计培训 8379 人。在按计划完

成各级各类培训的基础上，拓展新的培训领域和培训模式，追求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培训合

作，探索创新培训模式，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教育学部在这一年里荣获一系列重要奖项。教育学部荣获“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称号，

顾明远先生的《既做经师，更做人师》荣获“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网络征文评选特别奖，

庞丽娟教授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并高票当选中国民主促

进会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生邵婷入选国家篮球队并荣获学校第六届“感动师

大”新闻人物。 

教育学部拥有《比较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教育学报》三个高水平中文专业期刊，

传播中国教育学术思想、展示最新教育科研成果。2015年《比较教育研究》创刊50周年。全年

出刊12期，每期112页，每期约18万字，全年发文217篇，发行量每期3200册左右，与往年持平。

11月13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2015年度考核结果，

《比较教育研究》考核结果为“优良”，并继续获得资助。截至目前发布的《全国中文核心期

刊（2014）》（教育学排名第五）、《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4-2015）》（教育类排名第

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13）》（教育类排名第六），来源期刊均收录了《比较

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评价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

会科学）》，《教师教育研究》在期刊影响因子、各类计量指标、可被引文献量及被引频次等三部

分重要计量指标上均名列前茅。中国科教评价网、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等机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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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武大版）（2015—2016）》，将《教师教育研究》评为“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编委会，将《教师教育

研究》编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七版）之教育类核心期刊（2015-07），且排名在教育

学类前十名。 

学部行政运行稳定有序，有力保障学部整体和各项工作流畅运转。召开部务会（党政联席

会）共 37 次，召开部务扩大会 1 次，召开全体教师大会 3 次，发布正式公文共 19 个。在学部

2015 年度工作计划要点（学部发[2015]01 号）所列 50 项主要工作中，大部分工作已经如期完

成，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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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校关于学部的有关文件 

2.1.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印发校领导分工及联系学部、院系所名单的通知(2015 年 1 月

3 日)  
表 2  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分工及联系学部、院系所情况表 

党政 姓名 负责工作 分管部门 联系院系所 

行政 陈光巨 

负责人力资源建设、理

科科研工作、国际交流、

港澳台事务、国际汉语教

育工作、继续教育工作 

人事处、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科学技术处、理科学报、分析测

试中心、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

澳台办公室）、孔子学院管理处、

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教育学部、全球变化

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

院、中国基础教育质量

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2.2.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吴向东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2015 年 1 月 4 日） 

校内各单位、珠海分校： 

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李家永为教育学部副部长（兼）； 

2.3.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关于公布 2014 年二级网站评奖结果的通知（2015 年 1

月 20 日） 

校内各单位： 

为提升我校二级网站建设与运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二级网站在宣传、教学、科研、管理

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强化网络信息安全，推进信息化建设，学校开展了二级网站的评比工作。

本次共有 61个网站参与评比，包含职能部处、馆社中心网站 31个，部院系所网站 30 个。现将

获奖名单公布如下： 

一等奖（10 名） 

部院系所：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减灾与应急

管理研究院、教育学部 

2.4.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成立智慧学习研究院等 7 个非建制性研究机构的决定（2015

年 3 月 14 日） 

经 3月 6日召开的 2015年学科建设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决定成立：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 3D技术与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聘任： 

黄荣怀（学部老师）、刘德建为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院长； 

张进宝为北京师范大学 3D技术与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5.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成立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和咨询专家组的决定（2015 年 5 月

7 日） 

校内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信息化工作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推动我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

工作，经学校研究，决定成立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和咨询专家组。 

1.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全面领导和统筹我校信息化建设与网络信息安全工作，人员组成如下： 

组  长：刘川生   董  奇 

副组长：史培军   田  辉   刘  利   陈  丽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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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秀梅   王洛忠   方增泉   朱生营   刘  臻 

应中正   李  芒   杜育红   汪  明   沈珍瑶   

张  弛   张奇伟   范立双   郑国民   赵  强    

娄安如   康  震    

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信息办”），与信息网络中心合署办公，负责落实

推进学校信息化具体工作。 

2.信息化咨询专家组 

负责对学校信息化工作进行咨询、指导和论证。人员组成如下： 

组  长：赵沁平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专家组组长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晓明   北京大学 

        高新民   国家信息中心 

        黄荣怀   北京师范大学 

        蒋东兴   清华大学 

        程建钢   清华大学 

        戴  忠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 

2.6.  关于表彰基层党组织示范点、教书育人模范党员教师和优秀党日活动等的决定

（2015 年 7 月 8 日） 

经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申报，校评审委员会评审，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授予

教育学部行政第一党支部 “教工党支部示范点”、教育学部 2011 级教育教管学前党支部 “学

生党支部示范点”、教育学部 2013 级博士生党支部“学理论·读经典”——研究生党员党性修

养提升项目“优秀党建创新成果”、教育学部分党委卢立涛老师“党员志愿服务先进个人”、教

育学部硕士研究生李彩虹“党员志愿服务先进个人”。 

2.7.  关于辛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2015 年 7 月 16 日） 

校内各单位、珠海分校： 

经 2015年 7月 7日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辛涛（学部老师）为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 

2.8.  关于陈国才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2015 年 9 月 14 日）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部门： 

免去： 

程凤春同志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分党委书记职务。 

2.9.  关于成立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的决定（2015 年 12 月 1 日） 

经学校研究，决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心依托教育学部建设。 

聘任董奇为中心主任（兼），陈丽为常务副主任，余胜泉为执行副主任。 

2.10.  关于印发校领导分工及联系学部、院系所名单的通知（2015 年 12 月 21 日） 

1.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印发校领导分工及联系学部、院系所名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珠海分校： 

为进一步落实校领导分工及联系基层制度，学校调整确定了校领导分工和联系学部、院系

所名单，现予以印发。 

特此通知。 

2. 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分工及联系学部、院系所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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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 姓名 分管工作 分管部门 联系院系所 

行政 陈 丽 
分管文科科研工作、信息

化建设 

社会科学处、信息网络中心、

文科学报 

教育学部、心理学院、文

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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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构与人事 

3.1.  组织机构 
3.1.1 党政领导班子 

表 3  教育学部党政领导班子名单 

姓 名 职 务 分管工作 

石中英 教育学部部长 全面负责行政工作，分管人事工作 

李家永 教育学部分党委书记、副部长 全面负责党务工作，分管外事和孔子学院工作 

朱旭东 教育学部副部长 
分管本硕博及留学生等人才培养、实习基地建设、

教师专业发展等工作 

余胜泉 教育学部副部长 

分管学科规划、建设、评估及科学研究等，联系协

同创新中心、人文社科基地、综合交叉平台、图书

馆教育分管等 

毛亚庆 教育学部副部长 
兼任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分管教育培训

学院、教育家书院、合作共建、社会服务工作 

张京彬 教育学部副部长 
分管学部行政、财务、教育信息化、期刊杂志和社

会筹资工作，协助开展合作共建、社会服务等工作 

李雪莲 教育学部分党委副书记 
分管教师党建、学部宣传、教育学科史编撰、文化

建设、离退休、教育援助、校友会和工会工作 

楚江亭 教育学部分党委副书记 分管“学而书院”、学生党建及学生工作 

曾  琦 教育学部工会主席 负责工会工作 

王  远 

（2015.12.16 免） 
部长助理 挂职锻炼 

王  磊 

（2015.1.21 任） 
部长助理 统筹联系学科教育学团队及学科建设相关工作 

刘  强 

（2015.9.8 任） 
部长助理 协助分管外事工作 

郭春彦 

（2015.9.14 任） 
分党委副书记 

挂职锻炼、协助分管学生工作、学生党建、协助联

系学前教育研究所 

3.1.2 分党委成员 
表 4  教育学部分党委成员名单 

姓名 职务 分管工作 

李家永 书记 全面负责分党委工作，兼管政保、纪检工作 

李雪莲 副书记 负责教师党建工作，分管工会工作、离退休工作、校友工作 

楚江亭 副书记 负责学生党建工作 

石中英 统战委员 负责统战工作 

李葆萍 组织委员 负责教工党建 

王  晨 宣传委员 负责教师宣传工作 

刘  立 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负责学生党建 

刘姗姗 组织委员、青年委员 负责学生党建 

阚  维 保委委员、纪检委员 负责安全纪检 

3.1.3 学术机构负责人 
表 5  教育学部学术机构负责人名单 

序 学术机构名称 正职负责人 副职负责人 

1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康永久 余清臣   丁道勇 

2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刘宝存 高益民   滕  珺 

3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郭法奇

（2015.9.22 免） 

施克灿 

（2015.9.22 任） 

徐  勇（2015.9.22 免）   王  晨 

孙邦华（2015.9.22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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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技术学院 武法提 董  艳   郑勤华    吴  娟 

5 教育管理学院 鲍传友 余  凯   朱志勇 

6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王本陆 綦春霞   张春莉    胡定荣 

7 教师教育研究所 李  琼 宋  萑   袁  丽 

8 教育经济研究所 杜育红 胡咏梅   成  刚 

9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 洪秀敏 潘月娟   杜继纲（2015.4.30 任） 

10 特殊教育研究所（系） 肖  非 张树东   邓  猛 

11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赵志群 周慧梅 

12 高等教育研究所 钟秉林 洪成文（常务副所长）  李  奇 

13 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 辛  涛 韦小满 

14 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 王工斌 傅  纳 

3.1.4 行政部门工作人员 
表 6  教育学部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名单 

行政部门 岗位 姓名 

党政综合办公室 

主任 杨  阳 

副主任 陈  强 

成员 
安国才（2015.4.1 退） 马占祥   丁秋祎   王  娟   胡苗苗

（2015.7.1 进） 

学科建设办公室 
主任 刘  洋 

成员 曾兰芳   张德美 

人事工作办公室 
主任 石兴娣 

成员 陈  艳（2015.6.4 离）  关丽琴（2015.7.1 进） 

外事工作办公室 
主任 武海涛 

成员 金  鑫   苏莎娜（2015.7.1进） 

教学办公室 

主任 黄  欣 

副主任 赵  娜（2015.4.8 任） 

成员 
刘  烨  刘楠楠   李  蕊  常金璐（2015.7.16 离）  姚艳青  李  娟    

肖  潇  钟震宇 

学生工作办公室 

主任 刘  立 

副主任 刘姗姗（2015.4.8 任） 

成员 鲁妩媚   邱化民  任雅才  姚冬萍   钱鹤鹏 

财务室 
主任 罗  丽（2015.8.31 离）   李  宁（2015.9.8 任） 

成员 李彩云   刘芳奇   吕  杰   孟祥玲   袁秀珍 

培训学院 

院长 毛亚庆 

常务副

院长 
鲍传友 

副院长 陈锁明 李霆鸣 张鼎权 

成员 

李现科   刘丽佳   刘  岩   耿志华（2015.4.1 退）   周小燕   

于  娜   张行涛   申  琳   陈紫龙  关慧元   钟 翔   赵 静 

孙明明   黄  炜   冯小敏（2015.7.1 进） 

“明远教育基金”秘书处 秘书 朱晓玲 

校友会 秘书 李穆夏娃（2015.12.1 进） 

3.1.5 党支部书记 
表 7  教育学部在职教工党支部委员名单 

序 支部名称 书记 组委 宣委 

1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党支部 班建武 张莉莉 丁道勇 

2 比较教育研究院党支部 杨明全 滕  珺 高益民 

3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党支部 施克灿 孙  益 孙邦华 

4 教育技术学院党支部 陈  青 吕巾娇 马秀麟 

5 教育管理学院党支部 余  凯 徐志勇 于洪霞 

6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党支部 阚  维 卢立涛 姚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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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师教育研究所党支部 桑国元 周  钧 叶菊艳 

8 教育经济研究所党支部 胡咏梅 成  刚 郑  磊 

9 学前教育研究所党支部 冯婉桢 刘  馨 李晓巍 

10 特殊教育研究所党支部 张树东 程  黎 钱志亮 

11 职业教育研究所党支部 周慧梅 白  滨 庄榕霞 

12 高等教育研究所党支部 杜瑞军 李湘平 方  芳 

13 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党支部 邓林园 马利文 傅  纳 

14 教师培训学院党支部 陈锁明 张鼎权 周小燕 

15 编辑部党支部 吴  娱 李  涛 张瑞芳 

16 行政一支部 杨  阳 曾兰芳 王  娟 

17 行政二支部 任雅才 肖  潇 邱化民 

表 8  教育学部离退休教师支部委员名单 

序 支部名称 书记 副书记 

1 原教育系离退休支部 高鸿源 刘淑兰 

2 原比较教育研究所支部 李明秀 
 

3 原教科所支部 齐建国  

4 原教育技术学院退休支部 潘  枫  

5 原教育管理学院支部 庄梅初  

3.1.6 学部学术委员会 
主  席：张斌贤 

副主席：余胜泉 

秘  书：刘  洋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  丽  邓  猛  杜育红  和  震  洪成文  胡定荣 

刘宝存  刘  焱  毛亚庆  檀传宝  王  磊  辛  涛 

余胜泉  张斌贤  朱旭东 
3.1.7 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  席：刘美凤 

副主席：朱旭东 

秘  书：黄  欣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傅  纳  高益民  李春密  刘美凤  刘  馨  施克灿 

宋  萑  韦小满  吴  娟  姚  云  余  凯  曾晓东 

张春莉  张莉莉  张树东  周慧梅  朱旭东 
3.1.8 学部人事工作委员会 

主  席：王英杰 

副主席：石中英 

秘  书：石兴娣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鲍传友  杜育红  郭法奇  洪成文  洪秀敏  康永久 

        李家永  李  琼  刘宝存  庞丽娟  石中英  王本陆 

王工斌  王英杰  武法提  肖  非  辛  涛  余胜泉   

赵志群 
3.1.9 学部外事工作小组 

组  长：洪成文 

副组长：李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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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姓名按音序排列） 

杜育红  姜星海  阚  维  李  琼  王晓辉  王懿颖   

肖  甦  余胜泉  张莉莉  赵志群 
3.1.10 学部宣传工作小组 

组  长：李雪莲 

副组长：李家永  孙邦华 

成  员：（姓名按音序排列） 

陈  强  高益民  阚  维  刘  立  马占祥  潘  枫   

任雅才  石兴娣  沈  立  王  娟  吴  娱  余胜泉   

张京彬  朱旭东  朱志勇 
3.1.11 学部学生工作委员会 

主  席：楚江亭 

副主席：朱旭东 

秘  书：刘  立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楚江亭  冯婉桢  傅  纳  黄  欣  阚  维  刘  立   

刘姗姗  吕巾娇  马思源  施克灿  滕  珺  田  甜   

王  铄  余清臣  赵  琼  张树东  朱旭东  曾晓东 
3.1.12 学位评定委员会 

主  席：郑新蓉 

副主席：李家永 

委  员：（姓名按音序排列） 

杜育红  洪成文  刘  焱  刘宝存  毛亚庆  庞丽娟   

韦小满  肖  非  赵志群  徐  勇  余雅风 

秘  书：黄  欣 
3.1.13 招生委员会 

主  席：石中英、李家永 

副主席：朱旭东、郑新蓉 

秘  书：黄  欣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鲍传友  楚江亭  杜育红  郭法奇  洪成文  洪秀敏 

康永久  李  琼  刘宝存  王本陆  王工斌  武法提 

肖  非  辛  涛  赵志群 
3.1.14 人事工作动态 

3.1.14.1 人事工作概况 

至 2015 年 12 月底，在编在岗教职工和部聘人员共 287 人，其中，教学科研人员 216 人，

教授占 41%，副教授占 36%；现有资深教授 1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人，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入选者 2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教育部跨世纪优秀

人才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3 人；92%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其中，博士学位在境外大

学获得的占 18.2%。 

3.1.14.2 新入职教师 

2015年，新入职教师 4人，见下表： 

表 9  2015 年新入职教师 

学术机构 姓名 国籍 性别 年龄 博士毕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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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黄  宇 中国 男 42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Lorin Geoffrey Yochim 加拿大 男 45 阿尔伯塔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 Kirk Franklin Perris 加拿大 男 39 多伦多大学 

学前教育研究所 杜继纲 中国 男 46 北京师范大学 

2015年，新入职编审 1人： 

    《比较教育研究》编辑部：鲍东明 

2015年，新入职行政人员 5人： 

党政综合办公室：胡苗苗 

人事办公室：关丽琴   

外事办公室：苏莎娜 

培训学院：冯小敏 

校友会：李穆夏娃 

3.1.14.3 调离和离职人员 
表 10  调离和离职人员 

类别 原单位 姓名 备注 

教师 教师教育研究所 Laura Blythe Liu 回国 

编辑人员 《中国教师》编辑部 林  静 调离 

行政人员 

人事办公室 陈  艳 调离 

教学办公室 常金璐 调离 

3.1.14.4 退休教职工 

退休 6人（姓名按音序排列）：安国才、蔡园、耿志华、刘慧珍、潘枫、王晓辉 

3.1.14.5 晋升职称人员 

晋升正高职称 5人（姓名按音序排列）： 

陈建翔、董艳、李兴洲、孙进、王晨、周钧 

晋升副高职称 6人（姓名按音序排列）： 

班建武、杜瑞军、徐志勇、赵国庆、郑磊、周慧梅 

3.1.14.6 获聘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员 

2015年，获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员 2人：武杰、相红英 

表 11  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员名单 

序 单位 姓名 聘任时间 

1 北师大一附中 武  杰 2015 

2 北师大二附中 相红英 2015 

3 北师大一附中 马桂君 2014 

4 北师大实验中学 李  艳 2014 

5 北师大二附中 祖  平 2014 

6 北师大一附中 梁原草 2013 

7 北师大实验中学 李晓辉 2013 

8 北师大二附中 王  华 2013 

9 北师大一附中 邓  虹 2012 

10 北师大一附中 李  静 2012 

11 北师大实验中学 姚玉平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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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师大实验中学 王宏伟 2012 

13 北师大二附中 何  杰 2012 

14 北师大二附中 刘启宪 2012 

15 北师大二附中 曾  路 2012 

16 北师大一附中 王莉萍 2011 

17 北师大一附中 刘松伟 2011 

18 北师大实验中学 陈国才 2011 

19 北师大二附中 金宝铮 2011 

20 北师大二附中 阮国杰 2011 

21 北师大实验幼儿园 黄  珊 2011 

22 西城区教委 田京生 2011 

23 北京四中 刘长铭 2011 

24 北师大一附中 顾咏梅 2010 

25 北师大一附中 李  敏 2010 

26 北师大实验中学 林祖荣 2010 

27 北师大实验中学 张建国 2010 

28 北师大实验中学 蔡晓东 2010 

29 北师大二附中 曹保义 2010 

30 北师大二附中 彭梦华 2010 

31 北师大二附中 李永康 2010 

32 北师大实验小学 吴建民 2010 

3.1.14.7 教职工年度考核情况 

参加考核人员 265 人，全部通过考核。 

3.1.14.8 教职工续聘情况 

参加续聘考核 46人。42人续聘，2人缓聘,1 人降聘。 

3.1.14.9 学部层面人事任免 

经 2015 年 1 月 19 日第 233 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聘任王磊同志为教育学部

部长助理，负责统筹联系学科教育学团队及学科建设相关工作。聘期为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1月。 

经 2015 年 3 月 16 日第 236 次教育学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任命刘姗姗同志

为教育学部学生办公室副主任、赵娜同志为教育学部教学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 1年（自 2015

年 4月至 2016年 4月），任期 4年（自 2015 年 4月至 2019年 4月）。 

经 2015年 4月 27 日第 242 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任命学前教育研究所（系）

聘任杜继纲同志为学前教育研究所（系）副所长。 

经 2015年 9月 7日第 254 次教育学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聘任刘强同志为教

育学部部长助理，协助分管外事工作；聘任李宁同志为学部财务室主任。以上人员聘期 4 年。 

经 2015 年 9 月 21 日第 256 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聘任施克灿同志为教育历

史与文化研究院院长，聘任王晨同志、孙邦华同志为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以上人员

的聘期为 2015年 9月至 2019年 9月。 

3.2.  学术机构 
3.2.1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术机构，拥有教育学原理和教育政策

学与教育法学两个专业，其中教育学原理为国家重点学科、国家“211”工程和“985 工程”重

点建设学科，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教育哲学与基本理论、教育政治学与教育法学、教育社会学与

教育人类学、德育原理（含公民与道德教育）、家庭教育、传媒教育等。人才培养涵盖本科生（教

育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三个层次，也是我国最早设立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单位之一。教

育政策学与教育法学专业为北京师范大学自主设立的二级学科，目前的研究领域包括教育政策

学、教育法学与农村教育三个方向。目前研究院有教师 20 人，其中教授 12 人（含 1 位国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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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副教授 5人，讲师 3人（含 1位国际教师）。 

院长：康永久 

副院长：余清臣  丁道勇 

2015年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在教育学专业本科生中试行四年一贯制的实践体系改革，并

调整了课程方案；在研究生中试行主辅导师制，并从“教育理论人才培养综合改革项目”中利

用相应经费给予了相关支持，同时也配合学部调整了研究生课程方案；博士生招生中试行同一

专业方向联合面试，按学生在专业大排队中的成绩招生；对博士生课程方案也做了调整，教育

学原理专业恢复“教育基本理论前沿研究”，增设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教育政策与法律前沿

研究”；编写教育学原理学科史；编写 2015 年教育学年鉴；各学科专业与方向开始了兼职教授

的联系工作；与安徽合肥一六八教育集团开始了合作洽谈；年末组建了研究院院务助理组，安

排院务助理值班室。 

表 12  2015 年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师名单 

序 职称 姓名（音序） 

1 

正高 

康永久 

2 刘复兴 

3 石中英 

4 檀传宝 

5 王  啸 

6 肖贵祥 

7 尹  力 

8 余雅风 

9 袁桂林 

10 张莉莉 

11 郑新蓉 

12 Paul Willis 

13 

副高 

陈建翔 

14 杜  亮 

15 魏曼华 

16 余清臣 

17 班建武 

18 Greg Misiaszek 

19 丁道勇 

20 刘水云 

表 13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教育教学、指导学生情况 

序 教师 授课课程 指导学生名单（含本科生、博士后） 
优秀开题报

告或论文 
教学奖励 

1 班建武 

教育学原理、德育

原理、教师伦理学

专题 

硕士：杨雅红、谷彦慧、彭波、周毅、

崔玉玲； 

本科生：张莹(已毕业)、孙远修（已

毕业） 

彭波优秀开

题报告 

本科生科

研基金优

秀指导教

师 

2 陈建翔 

家庭教育热点问题

研究（研究生）、家

庭教育名著选读

（研究生）。 

硕士生：欧阳美娴（已经毕业）、张

琳（已经毕业）、于子洋、曹继光； 

教育硕士：石红禳、涂晓艳； 

本科生：余越（历史学院 2014级）。 

  

3 丁道勇 

教育学（本科生）、

教育的理论基础

（硕士研究生） 

学术硕士：姜丽华、伊师孟、王馨玥； 

教育硕士：赵林林、王桂欣； 

本科生：霍少波 

  

4 杜  亮 

教育社会学（本科

生）、教育人类学一  

（研究生）、 教育

人类学二（研究生） 

学术硕士：刘艳（2012级）、张坤（2013

级）、王伟剑（2013 级）、何柳（2014

级）； 

本科生：顾懿宁（2013 级）钟晓钰

（2014 级）、张艺（2014 级）、刘馥

刘艳：优秀

硕士论文 

 

王伟剑：优

秀硕士论文

国家奖学

金：王伟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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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2015 级）； 

教育硕士：李均； 

开题报告 

5 康永久 

教育学原理、教育

实习、教育社会学

专题研究 

博士：安超；程猛；李彩虹、吉日嘎

拉； 

学术硕士：魏瑞杰、左晖；杨瑶；徐

文旭 

教育硕士：吴庆平、阳凌宇； 

本科生：胡雪龙、白济榕、任振夏（已

毕业）；黄瑞妮、吕雨欣、温红雨；

杨扬、周林莉、李福金；史薇、许金

星、邓萌；张耀文、黄慧真、李婷婷。 

 

国家奖学

金：胡雪龙 

 

胡雪龙：北

师大优秀

毕业论文、

清华直博 

 

吕雨欣、黄

瑞妮保研 

6 刘复兴 

2015 年秋季学期：

教育政策分析（研

究生）              

2015 年秋季学期：

教育政策学（本科

生） 

学术型硕士：潘冬冬、赵亚君、刘丹； 

学术型博士：高杭、刘惠、张国强、

王旭、陈东升； 

英文国际博士：GOETHALS, LIN（与

刘水云合带）； 

教育专业博士李勇齐、吴庆、刘治刚； 

2014年 9月至 2015年6月访问学者：

王建平、王鹏炜； 

副导师学生：茹国军、张丽、余晓汉。 

  

7 刘水云 
教育政策分析（硕

士生） 

英文国际硕士：ASHRAF, MUHAMMAD 

AZEEM（2013 级）、MASAKI ONUMA（2014

级）； 

英文国际博士：GOETHALS, LIN（2013

级）（与刘复兴合带）； 

学术硕士：赵霞（2015 级）； 

本科生：秦晗（2012级）、王禹昕（2015

级）。 

  

8 石中英 

教育哲学（本科生） 

教育学原理专题

（博士生） 

博士后：司洪昌 李孔文； 

博士：余庆、高洁、刘磊明、黄晓磊 

高教博：侯慧君； 

教育博士：田俊欣、汪正贵、胡振中； 

学术硕士：范云霞、孙猛、张玉荣、

吕佳慧； 

教育硕士：刘璐。 

 

学校奖学

金：高洁

（国家奖

学金）、刘

磊明（一等

奖学金）范

云霞（国家

奖学金）、

张玉荣（一

等） 

孙猛（基本

奖学金） 

吕佳慧（一

等奖学金） 

黄晓磊（新

生奖学金） 

9 檀传宝 

1、教育学前沿讲座

（博士生）； 

2、教育学原理专

题、价值与德育问

题研究（博士生）； 

3、德育原理（硕士

生，林可博士任助

教）； 

4、教师伦理学专题

（本科生，和班建

武老师一起开设）。 

本科生：李思齐； 

硕士生： 田海林、阳梅； 

博士生： 马泽南（教育博士）、刘宇

（教育博士）、孔祥渊、 李乃涛、 崔

春龙、陈国清、胡君进； 

博士后：吕卫华、傅淳华； 

访问学者：张婷、刘俊丽、石美萍。 

开题： 

胡君进、孔

祥渊、 李乃

涛。 

国家奖学

金： 

潘小春、胡

君进、刘争

先、孔祥渊 

学校奖学

金： 

李乃涛（一

等） 

10 尹  力 教育学、教育法学 博士：张丽、余晓汉、杨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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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田欣影、牛慧丹、蔡雅琦； 

本科生：张小雨、苗兴慧、刘蓓蓓。 

11 余清臣 教育学原理（本科）    

12 余雅风 

未成年人法学（本

科）教育法学专题

（硕士） 

博士生：茹国军（2013 级）、母国伟

（2014 级）、姜国平（2015 级）； 

硕士生：杨文颖（2013 级）、谢蓉蓉

（2014 级）、徐城北（2015 级）； 

本科生：王一杰（2013 级）。 

  

13 袁桂林 
教育改革前沿问题

（博士生） 

博士后：陈国华、赵爽（政策院） 

博士：董永贵、闫晓庆、董瑾、 

外国博士：体奥（德国）、刘昕鹏 

硕士：龚道娣、张峰、央金卓嘎、储

伦（蒙古留学生） 

教育硕士：孙逸宁、赵红娟 

本科生：黄波、董福涛、蔡雅琦、胡

安琪 

  

14 

Greg 

William 

Misiaszek 

Ecopedagogy: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Critical 

Theories and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  

Society and 

Education 

Joseph Acquaye 

Ahmed Ghecham 

Suleiman Said Mbarouk  

  

15 

Paul 

Edwin 

Willis 

ETHNOGRAPHY: 

CLASSIC TEXTS AND 

APPROACHES 

ETHNOGRAPHY:WORK 

AND EDUCATION 

SECOND SUPERVISOR: PhD students, 

CHENG Meng & ZHENG Yue 

ADVISING: many MA and PhD 

students on their theses 

LETTERS OF REFERENCE: liaison and 

preparation of LORs for several 

overseas PhD applications 

  

表 14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师生读书会 

序 教学团队 时间 
阅读书目或报告

主题 
主讲人 主要讨论内容 

1 班建武 每周二晚 7-10 点 
中外德育思想流

派 

德育方

向一二

年级硕

士生 

 

2 杜  亮 2015.09-2016.01 

关于中国农村社

会变迁与教育若

干主题阅读 

集体阅

读 

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特别是农村社会

现状与变迁、农村社会人群与教育之

间的关系 

3 康永久 

03.11 
《实践感》前言 

（法）布迪厄 
胡雪龙 

对布迪厄进行简单的介绍，解释核心

概念“实践感”，即习性，是持久的、

可转换的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

构的结构。 

03.18 《实践感》第一章 胡雪龙 对客观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 

03.25 《实践感》第二章 胡雪龙 

对主观主义（现象学）进行分析和批

判 

 

04.01 
《实践感》第三、

四章 
胡雪龙 探讨布迪厄的核心问题 

2015.04.08 

2015.04.11 

《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 
黄瑞妮  

2015.04.18 《儿童的秘密— 吕雨欣 介绍书籍的主要内容。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16 

 

—私密、隐私和

自.我的重新认

识》 

（加拿大）范梅南 

 

2015.05.13 
《神话的力量》第

一章至第四章 
温鸿雨  

2015.05.20 

《神话的力量》第

五章至第八章 

(美)比尔•莫耶斯 

温鸿雨  

2015.09.17 硕士毕业论文 李彩虹  

2015.09.24 博士毕业论文 喻意  

2015.10.08 

《教育为何事无

用的》 

（美）丹尼尔•科

顿姆 

许金星  

2015.10.15 
《孩子的宇宙》 

(日)河合隼雄 
史薇  

2015.10.22 

2015.10.29 

2015.11.05 

《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社会发

生和心理发生的

研究》 

（德）埃利亚斯 

左晖  

2015.11.12 

《文化溯源：东方

与西方的学习理

念》（美）李瑾 

姚岩  

2015.11.19 

2015.11.26 

2015.12.03 

《教育思想的演

进》（法）涂尔干 
吴科杰  

2015.12.10 

《大象之舞——

中国课改：一个教

育记者的思想笔

记》余慧娟 

周林莉  

2015.12.17 

《父性》 

（意大利）鲁格肇

基 

安超  

2015.12.30 

《变化世界中的

音乐教育》 [加拿

大]韦恩•鲍曼 

喻意  

4 刘复兴     

5 刘水云    

(1) 东西方教育政策迁移； 

(2) 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3) 教育政策的文化视角 

(4) 教育研究与教育政策 

(5) 教育政策社会学分析：流动儿童

政策研究 

(6) 教育政策失真研究：民办教育政

策分析 

(7) 教育政策的制度环境 

形式均是集体讨论；所阅数目均为英

文书籍 

6 石中英 每周二晚 7-10 点 

1.张之洞：《劝学

篇》 

2.梁启超《新民

说》； 

3.孙中山：《三民

主义》； 

召集人：

高洁、 

刘磊明 

帮助学生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

导性的思想观念及其社会影响，帮助

学生了解本土思想理论的传统，以图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青年学生中

间普遍存在的言必称希腊的态度和

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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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独秀：《陈独

秀文集》； 

5.蔡元培：《中国

伦理学史》； 

6.毛泽东：《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

《论联合政府》、

《矛盾论》《实践

论》 

7 尹  力 

2015.03.18 

卢梭：《论人类不

平等的起源和基

础》 

张  丽  

2015.04.01 
哈特：《法律的概

念》 
余晓汉  

2015.04.15 
马克斯•韦伯：《学

术与政治》 
赵雅君  

2015.04.29 
哈贝马斯：《合法

性危机》 
谭敏达  

2015.05.13 
米歇尔•福柯：《规

训与惩罚》 
蔡亮亮  

2015.05.27 
朗•富勒：《法律

的道德性》 
牛慧丹  

2015.06.10 
卢梭：《社会契约

论》 
田欣影  

2015.10.09 
约翰•罗尔斯：《正

义论》 
牛慧丹  

2015.10.23 
劳伦斯•却伯：《看

不见的宪法》 
杨志刚  

2015.11.06 
奥利弗•温德尔•

霍姆斯：《普通法》 
蔡雅琦  

2015.11.20 
孟德斯鸠：《论法

的精神》 
田欣影  

8 余雅风 

2015.03.26 
《法理学导论》张

光杰 
谢蓉蓉 

通过对法律的概念、要素、作用等基

础性知识的学习，了解我国的立法体

制与司法原理，对我国推进依法治国

与依法治教的原因与现状等展开了

讨论。 

2015.04.23 

《制度分析——

理论与争议》河连

燮 

 

茹国军 

围绕制度理论的发展、三种新制度主

义理论的含义、观点、发展现状与趋

势和制度分析的争议等主要内容进

行学习并讨论。 

2015.05.14 
《法哲学范畴研

究》张文显 
李文静 

围绕法哲学的基本范畴与核心范畴，

对核心范畴中的权利与义务展开了

讨论，对法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2015.06.18 

《制度与组织 

——思想观念与

物质利益》理查

德.斯科特 

谢蓉蓉 

通过对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制度

的三大要素和制度内容、能动性、传

递者与分析层次进行学习并讨论。 

2015.09.22 
《中国行政法学

原理》陈新民 
茹国军 

围绕行政的含义、基本原则、法律关

系、行政组织法等主要内容进行学

习、讨论；并对我国教育行政机构的

行为进行分析与讨论。 

2015.10.13 
《政治与行政》古

德诺 
杨文颖 

围绕什么是政治、什么是行政、政治

与行政的关系等进行学习、解读并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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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2015.11.17 

《裁量正义》肯尼

斯·卡尔普·戴维

斯  

姜国平 

围绕自由裁量权，对其含义、限定、

建构和制约、特权理论，教育行政自

由裁量权及其控制进行学习并开展

讨论。 

2015.12.22 
《论法的精神》孟

德斯鸠 
徐城北 

通过对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

体这三种政体的含义、原则的论述，

讨论其与政治自由的关系，然后对罗

马继承法、法国市民法和立法方式进

行讨论，综合上述来理解和讨论“法

的精神”。 

9 袁桂林 

2015.04.03 

1.穆罕默德∙尤努
斯的《穷人的银行
家》 

2.毕业生汇报论

文进展 

1 袁 桂
林； 

2.几位

研究生 

讨论了学者的使命与价值应该如何

体现、如何解决贫困等问题。 

2015.04.16 

阿玛蒂亚·森的

《以自由看待发

展》 

张  峰 

讨论了经济快速增长背后许多弱势

群体的命运，如何使经济发展受益更

多的人而非以某些群体的不幸为代

价。 

2015.04.29 开题 闫晓庆 汇报、讨论 

2015.05.18 

1.云南省勐海县
布朗山乡九年制
学校的钟小辉老
师 

2.陈国华 

1.西双
版纳少
数民族
教育 

2.调研

汇报 

陈国华分享了其在青海、甘肃和陕西

对优秀教师调研的经历和收获。 

2015.06.18 
中国文化源头考

察 
袁桂林 

袁老师对易经进行了解释，帮助了解

了易经背后蕴藏的丰富内容。根据个

人对圣经、易经的了解，对东西方文

化的差异进行了感性的认识。 

2015.06.28 开题 陈国华 汇报、讨论 

2015.07.04 
德国教育专题 

 
体  奥 

德国高中教育改革趋势介绍与中德

比较 

2015.09.24 新学期见面  
欢迎新同学，分享新学期学习计划及

假期调研情况 

2015.10.08 
蒙古国学校教育

基本概况 
储  伦 

主要介绍了蒙古国基础教育和高等

教育领域的基本概况，相关的教育革

新及问题 

2015.10.22 教育信息化 体  奥 

通过各种现实个案和文献分析，讨论

了对教育信息化认识的误区，教育信

息化带来的弊端。 

2015.10.29 《经验与教育》 张  峰 

《经验与教育》是杜威后期的一部重

要的代表作。围绕学校与社会、教育

与生活、教育与经，深刻反映了杜威

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于了解和研

究杜威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2015.11.05 
《第 56 号教室的

奇迹》 
孙逸宁 

该书的作者雷夫是一名美国小学教

师，该书主要为雷夫分享其多年一线

教育教学经验。 

2015.11.12 
《丹麦的民众学

校与农村》 
陈国华 

本次读书报告会主要从丹麦民众高

等产生的背景、民众高等学校之父—

—格龙维的思想介绍、民众高等学校

的概况、民众高等学校的特点、民众

高等学校与农民生活、民众高等学校

的变迁与改进等方面对本书做了介

绍。并从三个方面做了思考与讨论：

（1）在“半耕半工”的占农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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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体的背景下，农民教育如何可

能？（2）政府与教育的关系问题；

（3）精神启蒙与职业教育关系的问

题。 

2015.11.19 

《通向城市的阶

梯——20 世纪后

期一个苏北村庄

的教育志》 

闫晓庆 

张玉林的《通向城市的阶梯——20

世纪后期一个苏北村庄的教育志》及

相关论文通过对一个缩影的讲述表

现了农村教育变迁的过程 

2015.12.03 
中外著名教育家

论教学 
袁桂林 

主讲人从原则、设计、过程、方法、

手段等几个角度切入为大家讲解了

中外著名教育家针对教学的观点和

理论 

2015.12.17 
女性主义与公共

政策 
刘昕鹏 

女性主义思潮在社会中蔓延，并最终

表现在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适用过

程中，同时，女性主义也在公共领域

逐渐暴露出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10 张莉莉 

2015.03.07 《斗室星空》夏林

清 

张晓丽 
 

2015.03.28 《现代性的后果》

安东尼·吉登斯  

李少华 
 

2015.04.10 《非暴力沟通》马

歇尔·卢森堡 

笪姝 
 

2015.09.17 《爱弥儿》卢梭 刘舒丹  

2015.10.08 《房间里的大象：

沉默便是同谋》伊

维塔·泽鲁巴维尔  

张晓丽 

 

2015.10.22 《伦理学的邀请：

做个好人》费尔南

多·萨瓦特尔 

段  昭 

 

2015.11.05 《江村经济-中国

农民的生活》费孝

通 

候进仁 

 

2015.11.19 《向前一步：女

性，工作及领导意

志》谢丽尔·桑德

伯格 

Hanna 

 

2015.12.24  《被选中的：哈

佛、耶鲁、普林斯

顿的入学标准秘

史》罗杰姆·卡拉

贝尔 

张晓丽 

 

表 15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参加学术会议与会议论文发表情况 

序 教师 时间 出席学术会议与会议论文情况 

1 班建武 

2015.10.17-18 
参与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第 24届年会（河南师范大学）

并参与研讨。 

2015.11.04-7 
参加在巴西举办的第四十一届国际道德教育年会（AME），

并在分会场上做大会发言。 

2015.12.4-7 
参加在澳大利亚举办的第十届亚太地区道德教育年会

（APNME）并在中国德育专场上做大会发言报告 

2 陈建翔 

2015.02.12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北师大教育学部家庭教育研究中

心共同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为爱启航陪伴成长：中国亲

子教育现状调查报告发布会”。我在本次会上代表主办

方做了主题报告 

2015.05.28-2015.05.31 
赴台参加第二十一届台湾教育社会学论坛，在本次论坛

上作了“道德经与家庭教育发展”的发言 

3 康永久 2015.09.18-20 参加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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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会议论文为“制度研究与教育学” 

2015.11.07 参加北京市教育学会学科专业研究会理事长会议 

2015.11.14-15 参加华中师大教育学教材研讨会 

4 刘复兴 

2015.04.11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教育使命与行动策略专家座谈会

（主题发言） 

2015.05.16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 

2015.07.03 教育一揽子修法高层咨询会（主题发言） 

2015.10.31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第九届年会（大

会报告） 

2015.11.07 
比较教育创刊50周年暨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创新学术研讨

会（主题发言） 

2015.11.14 
第二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特

邀专家） 

5 刘水云 2015.10.31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分会第九届年会  

6 石中英 

2015.04.16-21 

代表学部率团参加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 AERA2015 年年

会，与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举办招待酒会，向与会嘉

宾介绍学部历史、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情况，与到会

的世界各国知名学者、教育学院领导者、北师大校友等

进行交流 

2015.07.13-27 
代表学部率团访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

昆士兰理工大学，就深化院际合作进行讨论和磋商 

2015.10.10-11 

赴东北师大教育学部参加首届批判教育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发表《人民的教育学——关于毛泽东教育思想主要

遗产的再讨论》报告 

2015.10.23-25 

赴江西师范大学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

者分会第 24 届学术年会，年会主题为“教育制度创新的

理论与实践探索” 

2016.11.05-07 

代表学部率团访问日本鸣门教育大学，参加第六回中日

教师教育学术集会，主题为“教师教育质量的保证”，

并做“教师质量的概念分析”主题报告 

2015.11.14-16 

代表学部赴台湾地区暨南国际教育大学出席第三届海峡

两岸世界华人教育领导者论坛，论坛主题为“大学与中

小学伙伴关系发展的策略与实践”，发表《建立更加密

切的伙伴关系——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为例》的主

题报告 

2015.11.18-21 

代表学部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出席国际教育学院网

络（INEI）年会，就如何加强该网络的作用进行交流，

期间与墨尔本大学教育研究院、威斯康辛大学教育学院、

韩国首尔大学教育学院等进行双边会谈，就如何加强院

际交流与合作进行讨论 

2015.12.19 上午 
参加北京大学新年学术论坛，发表《教育质量的概念分

析》报告 

2015.12.19 下午 
参加第二届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发表《建设更加民主

的教育体制机制》报告 

7 檀传宝 

2015.10.17-18 主持、出席全国德育学术年会（2015，河南师范大学） 

2015.11.05-06 
出席国际道德教育学会（AME）年会并演讲（Santos, 

Brazil） 

2015.12.03-06 
出席亚太地区德育网络组织（APNME）德育年会并演讲

（Sydney, Australia） 

8 肖  川 

2015.04.23-25 
在深圳出席并主持全国生命教育 2015 年年会，作了题为

《生命教育：朝向幸福的努力》的主旨演讲 

2015.04.26-05.03 应香港教育学院之邀，考察香港中小学生命教育 

2015.09.24-12.08 
在加拿大多伦多邦德国际教育学院访问、交流，其间到

美国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 

2015.12.10-13 
在浙江温岭出席并主持第四届全国生命教育创新高峰论

坛，作了题为《生命课堂的三个关键元素》的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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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余清臣 2015.10.24-25 
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学术 2015

年会，进行会议安排并主持闭幕式 

10 余雅风 

2015.10.31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 依法治国视野

下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与法律问题研究 

2014.11.28 
台北教育大学 东亚教育论坛——校长评鉴的趋势与挑

战国际研讨会 

11 袁桂林 

2015.01.12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会议。发言提纲：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问题 

2015.03.03 
国务院扶贫办会议，小型座谈会。发言题目如何解决“因

学致贫”问题 

2015.04.10 
参加北京市教育督导会议。发言题目：学校如何开展“诊

断式督导” 

2015.05.28 
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会议，主讲发言“普通高中多

样化发展的国际趋势” 

2015.05.08 
教育部、财政部会议。关于十三五期间教育规划，会议

发言：如何加强农村教育的资源保障 

2015.06.23 
光明日报总部会议，中国教师发展论坛。会议发言：农

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状况 

2015.08.22 
国家扶贫办北京大学会议，会议发言：农村贫困学生资

助项目的成效 

2015.09.18 
公安部交通安全研究所（无锡）会议，会议发言：建立

农村校车系统的安全保障体制 

2015.12.05 
湖北黄冈师范学院高中教育会议。大会发言：促进普通

高中多样化发展 

2015.12.10 
民进中央、教育部会议。关于高中面临的改革问题。会

议发言：如何开展高中特色学校建设 

2015.12.11 
北京市门头沟区学术大讲堂。主讲：对“五中全会”教

育改革精神的理解 

12 张莉莉 

2015.01.31 

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近代学校教育的普及和弱势群

体的文化传承与断绝---基于女性教师访谈”国际研讨

会，发表报告：与女童在一起：对一位非正规教育工作

者的口述史访谈 

2015.05.28-30 
台湾暨南大学参加2015台湾教育社会学论坛，发表论文：

女童迷茫中的追寻：时代浪潮下的偏远地区职高女孩 

2015.09.O9 
参加民进中央“2015·中国教师发展论坛”，大会主题

报告 乡村教育的脊梁：教师培训后的观察与思考 

2015.09.12 
与台湾辅仁大学合办：輔仁大學創校 90 週年社會科學論

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歷史感」 

2015.09.01-05 

参加北师大教科文农教中心组织的国际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Girls’ and Women’s Education 发表报告

Skills development for out-of-school girls 

2015.10.17-18 

数字时代女性领导力：理论与实践。发表论文：我要做

女校长：西部贫困地区女性领导力提升的本土化策略研

究 

2015.09.18-20 

参加福建省福州市举办的第三届海峡两岸教育发展高峰

论坛，发表报告塌陷中的中流砥柱——来自乡村教师培

训的实践思考 

2015.11.13-2015.11.15 

在中国广西南宁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

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暨“文化多样性与教育”国际学术

研讨会，大会主题报告：新疆内地班学生理科学习自我

效能感及影响因素研究。 

2015.11.27 
中英民大彝族年学术论坛，发表报告：建立自信与他信：

四川彝族地区女校长培养策略 

2015.01.06-01.09 

PROGRAM FOR BNU-QUT-UCALGARY DOCTORAL FORUM 

2015Educational Reform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s: 

Australia, China and Canada. 发表报告 Minor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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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Education in China 

13 

Greg 

William 

Misiaszek 

2015.11.14 

Invited Keynote, 2015 International New Education 

Summit, New Education Organization (Zhengzhou, 

China) 

G.W. Misiaszek & L.I. Misiaszek 

Keynote: Interweaving Critical Pedagogy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Reflections on 

Praxis  

2015.11.15 

Invited Panel Presentation: 2015 International New 

Education Summit, New Education Organization 

(Zhengzhou, China) 

G.W. Misiaszek & L.I. Misiaszek 

Presentation: Applyi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Critical Pedagogy in Curriculum: Reflections on 

Praxis  

2015.10.15 

Invited Conference Lecture by the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at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eoul, Korea)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Research 

(ICER)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Ecopedagogy at the 

Intersections: Asian Perspectives in Comparison 

(Session Theme: Future Education Design: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 

2015.08.18 

Environmental Pedagogies through Local and Global 

Lenses: Ecopedagogy,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Freirean Pedagog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 

Annual Meeting, Chicago, Illinois. 

2015.05.11 

Ecopedagogy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CIES) Annual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2015.02.06 

Inherent Connections betwee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Ecopedago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 of Hong Kong (CESHK) Annual 

Conference, Hong Kong.  

2015.01.28-30 

Second UNESCO Forum o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Building peaceful and sustainable 

societies: Preparing for post-2015 (Paris, France) 

Invited Participant; Invited Workshop Coordinator 

(Educat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itizenship) 

表 16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国际合作与交流情况 

序 教师 时间 国际交流与合作情况 

1 班建武 

2015.08.31-09.04 
应邀参访香港教育局历史与地理教育课程处，并参访了多所中小学

的历史教育 

2015.10.19-22 参加悉尼大学 Hugh Starkey 教授在北师大开设的短期课程 

2015.11.04-07 
参加在巴西举办的第四十一届国际道德教育年会（AME），并在分

会场上做大会发言。 

2 康永久 

2015.10.13 
与 Peter Mclaren 教授一行六人举办学术沙龙，石中英教授与张莉

莉教授等参加了沙龙 

2015.10.19 
接待巴西圣保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Bueno 教授，商谈两个单位之间

的合作问题 

3 檀传宝 
2015.06.14 接待日本社会科教育研究协会前任会长、广岛大学教育学研究科池

野范男教授一行到访，就新世纪中国中小学德育课程的新变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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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德育课程的发展趋势，中小学德育教学实践等话题进行了广

泛而深入的交流。 

2015.10.19-14 主持伦敦学院大学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 UCL）Hugh 

Starkey 教授短期课程“Citizenship Educating  in a 

Globalizing World。 

2015.12.06-08 与 Murray Print 教授讨论进一步项目合作研究事宜（Sydney, 

Australia） 

4 余雅风 

2015.10.30 
邀请 University of Dayton 的 Charles J. Russo 教授作题为“科

技、法律与学校：新兴问题”的讲座。 

2015.11.01 

邀请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周志宏教授、University of Dayton 的

Charles J. Russo 教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的 

Bruce Fuller 作第二届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前沿博士论坛嘉

宾点评。 

5 

Greg 

William 

Misiaszek 

 

 

 

2015.12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Department of Leadership in Education; The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Education Committee of Chaoyang District 

Course: Teacher Training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ism for Teachers and Management 

Teacher Level: Primary Level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Course Sections: Critical Pedagog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Teaching and Leadership; Freirean Pedagogy and 

Leadership; Peace Educatio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2015.12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Department of Leadership in Education; The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Education Committee of Chaoyang District 

Course: Teacher Training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ism for Teachers and Management 

Teacher Level: Secondary Level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Course Sections: Critical Pedagog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Teaching and Leadership; Freirean Pedagogy and 

Leadership; Peace Educatio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2015.12.18 Invited Guest Lec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Academic Study Group. 

Critical Theories and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and Some 

Analyses of Socio-Environmental Issues 

2015.11.04 Invited Faculty Seminar by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s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Equity in Higher 

Education (CEEHE) & the Wollotuka Institute. Seminar: 

Ecopedagogy, Citizenship,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Examples of Research 

2015.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Paulo Freire 

Institute, UCLA 

Education Summer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Lectures: Political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Critically 

Deconstructi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edagogies; Introduction to Ecopedagogy: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Pedagogies through Critical and Comparative 

Lenses 

2015.05.13 Chair and Discussant: SIG Highlighted Session: Ecopedagogy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IES) Annual 

Meeting (Waschington, DC, USA) 

2015.05.12 Dissertation Mentor, New Scholars workshop, 2014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focus: economics and education) (Waschington, DC, 

USA) 

2015.02.12 Invited Faculty Lecture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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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y of Education &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CERC) 

Ecopedagogy and Citizenship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Essential Connections between Environmental and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2015.02.11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urse: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aduate students), Lecture: Ecopedagogies and 

Research 

2015 Congress Advisory Board Member, The Council of Europe, 3rd 

Global Education Congress; Zagreb, Croatia (November 26-8, 

2015) 

2015 Scientific Committee Member,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New Developments (END). June 27-9, Porto, 

Portugal 

6 

 

Paul 

Edwin 

Willis 

 Cultural Sociology Centre, Linnaeus University, Sweden. 

Joint research and writing with Professor Mats Trondman on 

contracted Sage book ON HOMOLOGY  

 International Football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UK. Joint research and writing with Professor 

John Hughson of contracted Sage book, ON HOMOLOGY 

 Faculty of Humanities, Chouaib Doukkali University, El 

Jadida, Morocco. Joint research and article writing with 

Professor Mohammed Maarouf on cultural change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Morocco 

 Sociology Depart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USA.  Liaison 

and planning for visits and advising graduate students 

表 17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举办学术沙龙情况 

序 时间 教师姓名 学术沙龙情况 主持人 

1  陈建翔 
上学期两次在本院举办的学术沙龙发表演

讲，内容均为《道德经与教育》。 
 

2 2015.06.16 袁桂林 中外文明源头考察 尹力 

3 2015.10 
Paul Edwin 

Willis 

Wearing Two Hats: The Crossovers of 

Soci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4 2015.10.13 
Peter Mclaren 

康永久 

Critical Pedagogy & Marx 

教师知识的制度维度 
张莉莉 

表 18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教师论文、著作与课题情况 

序 作者 论文、著作与课题 

1 班建武 

1.《“公民”还是“私民”?——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大陆中学生公民德性调查与分析》，

《教育科学》2015 年第 3 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小学教育》全文转载； 

2.《生态公民的内涵及其培育》，《教育学报》，2015 年第 3 期； 

3.《从学校德育的视角审视国家德育课程的定位》，《教育科学研究》，2015 年第 5

期； 

4.《从个案研究看学校文化建设的改进路径》，《中小学德育》2015 年第 2 期。人大复

印资料《中小学教育》全文转载； 

5.《品德课程应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中国教育学刊》2015 年第 1 期； 

6.《培育良好的国家认同感》，《人民教育》，2015 年第 10 期； 

《学校德育问题诊断研究：框架、流程与实务》（专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2 陈建翔 

1.参与两岸学者合著的《家庭教育学》写作，完成约 3 万字； 

2.完成《为爱启航陪伴成长：中国亲子教育现状调查报告》，约 3 万字； 

3.在《中国教师》建“地老天荒的舞会：感悟老庄”栏目，已经发表“感悟老庄，美轮

美奂！”（第 12 期）和“天长地久:老庄看问题的时间尺度”两篇文章（第 1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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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教材、教法》（第 7期）发表“镜像神经元理论视野下的母思维与知识呈现”，

在《大学教育科学》（第 4 期）发表“合道与离道：从道德经看当下道德教育的某些误

区”。 

3 丁道勇 

1.丁道勇：《唤起教师的理论兴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255 页）。

ISBN：978-7-5675-2358-6； 

2.丁道勇、高宏钰、程猛：《日本京都市立高仓小学校参观记》，《中国教师报》，2015

年 6 月 10 日，第 11 版； 

3.丁道勇：《语文课的“内涵价值”》，《中国教师报》，2015 年 4 月 1 日，第 7 版； 

4.丁道勇、周金燕：《PISA 数学有多难：对上海 PISA 成绩的第三种解读》，《中小学

管理》，2015 年第 10 期，第 24-27 页； 

5.丁道勇：《德育理论发展的同质化陷阱》，《全球教育展望》，2015 年第 5 期，第

74-84 页（《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2015 年第 8 期转载，第 42-49 页。）； 

6.丁道勇：《儿童观与教育》，《教育发展研究》，2015 年第 15-16 期，第 26-32 页； 

7.丁道勇：《两种公德教育：基于民国经验的讨论》，《教育发展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11-16 页； 

8.丁道勇：《把握学习的节奏：俞子夷补习算术的原理》，《中小学管理》，2015 年第

4 期，第 52-53 页； 

9.丁道勇：《农业派还是工业派》，《中国校外教育》，2015 年第 3 期，第 9-10 页。 

4 杜  亮 

1.杜亮. 教师分层、社会流动与教育政策的完善:以“特岗教师”为例[J]. 河北师范大

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4 年 01 期； 

2.Du, L. Book Review: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among minority students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Hui.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2014, 9(2): 

280-283； 

3.康永久、丁道勇、杜亮等主编.绿色教育的实践立场：现场中的理论研究[M].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4； 

4.Zheng, X., L.Zhang, & L. Du. Chinese Minority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ERA. Philadelphia, USA； 

杜亮. 展现“中国特色”：跨文化交往、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建构. 台湾教育社会学会

年会. 台北。 

5 康永久 

1.代表作：《教育创新制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2.教育创新能力的社会学，教育学术月刊，2015 年第 1 期； 

3.文化认同的独特性，父母必读，2015 年第 12 期； 

6 刘复兴 

1.刘复兴.大学治理与制度创新的逻辑起点[J].教育研究，2015，11； 

2.刘复兴. 做好与“一带一路”战略相适应的教育政策规划研究[J]. 比较教育研

究,2015,06:8-9； 

3.刘福才,刘复兴.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基本特征[J]. 山东高等教

育,2015,02:25-31+2； 

4.刘复兴等.提高双语教育质量、维护边疆稳定的提案[Z].2015 年全国政协会议民进中

央党派提案； 

5.顾明远，刘复兴主编.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1921—2012)[M].北京：教

育科学出版社，2015 年。 

课题： 

6.2012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研

究”，项目号：12JZDW004； 

http://email.bnu.edu.cn/coremail/XT3/mbox/viewmail.jsp?sid=BAdXywBBKYwpfefvcsBBKDAXJOjpvbsO&fid=3&nav_type=system&page_no=3&fid=3&offset=59&mid=1%3A1tbiAQWHB0z6Q6WWfwAEs5&schedule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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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4 年度教育部社科司课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领域综合改革研究，项目号：

14JDXFW02； 

8.2013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1 年重点项目子课题（项目号：71133002）子课题“教

育资源配置基础理论专题研究” ； 

9.2014 年度教育部法规司委托课题：关于改进和完善教育政策执行机制的研究。 

7 刘水云 

1.Liu, S. (2015).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in China: An Impact Study,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8 (2), 175–195. [SSCI]； 

2.刘水云（2015）.论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 《山东高等教育》，2015 年 3 月； 

3.Liu, S. (2015). Impact of Quality Assurance o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 Literature Review,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9(2)。 

8 石中英 

1.《关于当前我国普通高中教育任务的再认识》，《清华教育研究》2015 年第 1 期； 

2.《树立起创新人才培养的自信心》，《创新人才教育》，2015 年第 1 期； 

3.《教育公平政策终极价值指向反思》，《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 5 期； 

4.《<人民教育>是一部中国本土教育学》，《人民教育》2015 年第 9 期； 

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能是一阵风》，《人民教育》2015 年第 23 期； 

6.《关于中小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几点思考》，《中国教师》2015 年第 1

期； 

7.《全面加强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几点建议》（政策建议），被教育部简

报（高校智库专刊）2015 年第 5 期（总第 32 期）上报； 

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途径、方

法创新研究”（12JZD001）（在研课题）； 

9.北京市教委委托项目“北京市中小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行动研究” （在研

课题）。 

9 檀传宝 

论文： 

1.《美学是未来的教育学》（完整版），（北京）《中国教育科学》2015 年第 1 期。人

大复印资料《教育学》月刊 2015 年第 6 期转载； 

2.《合乎道德的教育与真正幸福的追寻——当代中国教育的伦理思考》，（北京）《课

程教材教法》2015 年第 8 期； 

3.《美学是未来的教育学》（应邀为“改进学校美育”专辑所作之社评），（北京）《人

民教育》2015 年第 15 期； 

4.《做建构教育新生态的早行人》，（广东）《珠海教育》2015 年第 1 期； 

5.《黄济先生的俭德》，（北京）《中国教师》2015 年 1 月下半月刊； 

6.《中国教育的缺失》，（上海）《教育发展研究》2015 年第 6 期。 

著作： 

1.《为幸福而教——教育长短论》（专著，独立完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2.《美学是未来的教育学——德育世界的探询》（专著，独立完成），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5 年版； 

3.《中外德育思想流派》（专著，第一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4.《教师职业道德》（专著，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5. 《Educating “Good”Citizen in a Globalizing World》，（与悉尼大学 Murray Print

教授共同主编），Sense Publishers B.V.，2015。 

10 肖  川 
1.发表论文：《教育：基于信念的事业》，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5.第一期； 

2.著作出版：《教育：让生命更美好》，《学校，凭什么来吸引学生》，《作为理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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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的教师》，《完美的教学》，肖川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四月； 

3.主编：《生命教育一一教师班会活动指导手册》，岳麓书社 2015年 11 月。 

11 尹  力 

1.论文：尹力. 良法视域下中国儿童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 期； 

2.专著： 尹力、吴蔚. 好制度：如何产生和落地？.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 年 1 月版； 

3.教材：尹力主编：《教育法学（第二版）》（“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

划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4 月版。 

12 余清臣 

1.教育理论的话语实践：通达教育实践之路. 教育研究，2015（6）； 

2..影响班规实效性的五个重要问题，班主任，2015（3）； 

3.当代师生交往中教师的行为立场. 班主任，2015（9）； 

4.当代班级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 班主任，2015（10）。 

个人比较看重第 1 篇，这是我个人对实践教育学进行探索的进一步成果。论文主要的创

新在于使用话语实践的思想沟通教育理论与实践。 

学术著作： 

1.余清臣等.现代学校价值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2.余清臣主编. 新课程背景下的学校文化建设案例精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3 余雅风 

1.余雅风：《论教师的教育权》，载于：湛中乐主编《教师权利及其法律保障》，第 3-1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2.余雅风：《禁止有偿补课合法合理》，《中国教育报》，2015-7-7； 

3.余雅风：《美国高校问责制：内涵、演进与启示》，《中国教育法制评论》（13），

2015 年； 

4.余雅风、茹国军：《义务教育阶段“在家教育”立法的现实诉求及框架构想》，《北

京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2 期； 

5.余雅风、劳凯声：《科学认识教师职业特性  构建教师职业法律制度》，《教育研究》，

2015 年，第 12 期； 

6.劳凯声、余雅风主编：《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 13 辑，2015 年。 

14 袁桂林 

1.“两为主”政策原则分析，CSSCI《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51-54 页； 

2.稳住农村教师队伍到底靠什么《中国教育报》2015，2，9； 

3.如何重新唤起农村教育的活力《中国教育报》2015，2，17； 

4.论高中教育机构和培养模式多样化，CSSCI《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 年 2

期 ； 

5.教育扶贫方式须改变《农家书屋》2015-06-05，期刊； 

6.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农村薄弱学校改善《生活教育》2015-04-10； 

7.教育比拼应关注对人的影响，中国教育报，2015-09-17 ； 

8.没有待遇的提高就谈不上尊重，中国教师报，2015-04-08； 

9.农村校长之忧就是我们的关注，中国教育报，2015-05-07【《考试》2015-05-29 转载；

《辽宁教育》2015-07-15 转载】； 

10.如何防止城乡教师交流轮岗制度空转，CSSCI《探索与争鸣》2015.9《新华文摘》全

文转载。 

15 
Greg 

Misiaszek 

1. Misiaszek, G. W. (2015). Ecopedagogy and Citizenship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Essential Connections between Environmental and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to Save the Planet.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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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NU/UCLA)Co-Principal Investigator, Educat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itize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Ecopedagogy. Funded b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in 2014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October 2014-December 2015 (Faculty from 

BNU, Columbia University,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UCLA) 

3. (UNESCO - UCLA)Research Associate, UNESCO Affiliat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 perspectives and promises. Project and proposal 

development.stage.  October 2014-   (with faculty from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BNU, Cornell University, Federal 

University of Paraiba,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aiwan),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UNESCO Mahatma 

Gandh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for Pe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GIEP), 

Université Montesquieu, University of Alberta, UCLA (PI), and Universitat 

de València) 

4. (UHK)In Revisions: Co-Investigator, A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of Developing 

Eco-Pedagogy in Five Metropolitan Areas: Hong Kong, Beijing, Guangzhou, Los 

Angeles, and Houston research study. Proposal Submitted October 2014.  

(with faculty from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I) and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5. (UCLA PFI)Co-Principal Investigator, UCLA, Pedagogies for transforming 

local and global communities: Teaching for soci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within conflict areas, Paulo Freire Institute-UCLA. May 2013-present. 

6.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CEEHE, Wollotuka Institute)Investigative 

Research Invitation,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s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Equity in Higher Education (CEEHE) & the Wollotuka Institute 

7. (Carlos Alberto Torres (Book Series General Editor) )Book Series Prospectus 

(Routledge Publicatio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Equity and Inclusion 

8. (Greg Misiaszek)Book Prospectus (Bloomsbury Publishers): The Global Need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adigm Shift to Ecopedagogy: Teaching for 

Transformative Socio-Environmental Action 

9. (Carlos Alberto Torres (Book Editor) )Book Prospectus (Wiley Publishers): 

Wiley Handbook on Paulo Freire 

16 

Paul 

Edwin 

Willis 

Peer Reviewed 

1. (With Mohammed Maarouf) `The Cultural Switch Gear in the Arab Spring of 

Morocco`,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Popular Culture, in press。 

Popular Journalism 

1. (with Mohammed Maarouf ) "Jinn possession as a form of resistance”,  Morocco 

World News, 9 April 2015 ； 

2. (with " Mohammed Maarouf)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labor 

contract in Morocco", Morocco World News, 18 Ma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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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th Mohammed Maarouf ) "Morocco at the crossroads: The Arab Spring and 

Beyond", The African Bulletin, June 2015； 

4.(with Mohammed Maarouf ) "The cultural switch gear of social change in 

Morocco", Morocco World News, 4 August 2015。 

表 19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科研获奖情况 

教师 时间 科研项目、专著及论文 所获奖项 

檀传宝  
《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历

史变迁与中国公民教育的选择》 

获得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二等奖（2015）。 

表 20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5 年社会服务情况 

序 教师 社会服务 备注 

1 陈建翔 
参与筹建“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家长与教师合作管理

委员会”，任该委员会副主任。 
 

2 康永久 

1.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理事； 

2.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3.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育社会学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 

4.北京市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主任委员； 

5.教育学社指导教师； 

6.教育学年鉴、教育学原理学科史编写。 

 

3 刘复兴 

1.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副理事长； 

2.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师范类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 

 

4 杜  亮 

1.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育社会学学术委员会理事； 

2.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3.中国人类学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4.《Teaching Education》编委、特邀审稿； 

5.《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Widening Participation》

编委； 

6.《教育学报》特邀审稿； 

7.2015.5 主持接待学部荣誉教授 Allan Luke 教授一行来访。 

 

5 刘水云 
1.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小组长； 

2.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分会副秘书长。 
 

6 石中英 

1.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教育学）成员； 

2.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3.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分会理事长； 

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师范教育分会秘书长 

5.《教育学报》主编。 

 

7 袁桂林 基础教育改革与督导工作创新。 

应全国教师网

联吴海燕老师

邀请，为全国督

导人员上课 

8 

Greg 

Misiaszek 

 

1.Editorial Board,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SSCI 

Journal)； 

2.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 World Counci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ies (WCCES)； 

3.Publications Committee, Executive Editorial Board 

Member (ex-officio), World Counci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ies (WCCES)； 

4.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member,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UNESCO Chair in Global Learning 

and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2015-2020； 

5."Assistant Director Paulo Freire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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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dvisory Board memb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Master of Arts in Educ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Global Era degree program (ESJG), 

2014-； 

7.Editorial Board,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JCED)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 of Hong Kong (CESHK)), October 2015 

– ； 

8.Reviewer,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9.Review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10.Reviewer, 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11.Reviewe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Journal； 

12.Reviewer, Education as Change: Journal of Curriculum 

Research； 

13.Reviewer,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4.Reviewer, UNESCO Prospects； 

15.Reviewer, 2015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CIES) Annual Meeting: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Education SIG, Higher Education SIG； 

16.Reviewer, 2015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 Annual Meeting: Division G – Social 

Context of Educatio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IG; Paulo Freire, Critical Pedagogy, and 

Emancipation SIG。 

9 
Paul Edwin 

Willis 

1.Founding Editor and continuing Senior edi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peer reviewed journal, ETHNOGRAPHY 

2.Editorial meetings and liaison with co-editors of 

ETHNOGRAPHY in the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Departments of Amsterdam University 

3.Academic Planning of INTERNATIONAL FORUM: 

`Institutions and New Formations of Culture: 

Observations and Dialogue` 

4.Coordination with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nd joint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FORUM: ̀ Institutions and New Formations of 

Culture: Observations and Dialogue` 

5.Liaison with international centres of excellence 

around the world in planning and invit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FORM: ̀ Institutions and New Formations of 

Culture: Observations and Dialogue` 

 

3.2.2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创立于 1961 年，是中国成立最早和影响最大的比较教育研究机构，

也是全国唯一的比较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点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地主任：

刘宝存）和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学术带头人为顾明远教授和王英杰教授，主要研

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比较、基础教育比较、教育政策与管理比较、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比较教

育方法论等。在顾明远教授、王英杰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教育家的带领下，坚持以探索教育发

展规律、服务国家教育改革实践、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促进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为宗旨，

不断推进学术研究、政策咨询服务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现已发展成为我国国际与比较教育领

域重要的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为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和我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了杰出

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近年来，随着学科领域的拓展，国际教育已经成为比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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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院  长：刘宝存 

副院长：高益民   滕珺 

表 21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序 职称 姓名 

1 

正高 

高益民 

2 谷贤林 

3 顾明远 

4 刘宝存 

5 林  杰 

6 马健生 

7 孙  进 

8 王  璐 

9 王晓辉 

10 王英杰 

11 吴忠魁 

12 肖  甦 

13 

副高 

黄  宇 

14 姜英敏 

15 李家永 

16 刘  敏 

17 刘  强 

18 滕  珺 

19 杨明全 

20 Lauren Ila MISIASZEK 

21 讲师 Lorin Yochim 

表 22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 年新立项课题情况 

序 项目编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来源 级别 

1  企事业 
北京教科院丰台实验小学学校
文化创建 

高益民 
北京市教科院
丰台实验小学 

企 事
业 

2  

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专
项资金资助项

目 

主要国家教育智库比较研究 谷贤林 北京师范大学 校级 

3 
教基一司函
[2015]38 号 

省部级 
发达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专题
调研 

刘宝存 
教育部基础教
育一司 

省 部
级 

4 VGA150001 国家重大 
“一带一路”战略中扩大教育
开放研究 

刘宝存 
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办 

省 部
级 

5 2015Y0201 省部级 
世界各国一流大学建设的比较
研究 

刘宝存 
中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省 部
级 

6 
京财教育指
[2015]14 号 

横向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引进外国优
秀培训团队 -国际教育名师
“对话北京” 

刘宝存 北京市教委 
企 事
业 

7  校级 
中法两国基础教育质量保障及
评价政策研究 

刘  敏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联合项目 

校级 

8  国际项目 
中法芬基础教育质量保障体制
建设研究 

刘  敏 
芬兰图尔库大
学 

校级 

9  法国教育部 
中法基础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比较研究 

刘  敏 
徐光启科研基
金 

国 际
合 作
项目 

10 2015GJJL001 校级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ompetences Cultivation of 
Chinese Postgraduat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刘  强 北京师范大学 校级 

11 2015GJXM001 校级 

An Experimental Research 
about Introduction of 
Self-Organized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Chinese 

刘  强 北京师范大学 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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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Schools 

12 2015ZWZZ004 校级 
后 4%时代教育财政：国际经验
与中国借鉴 

刘  强 北京师范大学 校级 

13 15JJD880004 
教育部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项目 

大学教师职业伦理和行为规范
的国际比较研究 

林  杰 
教育部社会科
学司 

省 部
级 

14 15JJD880003 
教育部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项目 

学校改进模式与策略比较研究 马健生 
教育部社会科
学司 

省 部
级 

15 BDA150022 
国家社科基金
十二五规划一

般课题 

管办评分离下社会第三方参与
教育评价的机制与模式比较研
究 

王  璐 
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办 

省 部
级 

16 C-2015Y0201 省部级 
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
比较研究 

王  璐 
中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省 部
级 

17 

Private 
funding: 
ZiGen 
Associatio
n 

国际合作项目 

China Zigen Rural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girls sexual 
health and securit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training program 
development 

Laure
n Ila 
MISIA
SZEK 

UNESCO 
Internationa
l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re for 
Rural 
Education 

国 际
合 作
项目 

表 23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 年奖项 

序 姓名 类别 
成果

形式 
成果名称 

奖励名称及获奖

时间 
排序 颁奖单位 颁奖时间 

1 顾明远 省部级 专著 
中国教育大百科
全书 

教育部第七届高

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一等奖 教育部 2015.12 

2 刘宝存 省部级 论文 
“ 成 人 的
PISA”：OECD 成
人技能调查研究 

山东省高等学校

优秀科研成果奖 
三等奖 

山东省高等
学校优秀科
研成果奖 

2015.09 

3 刘宝存 省部级 著作 

为 未 来 培 养 领
袖：美国研究型
大学本科生教育
重建 

明远教育奖（研

究类） 
 

明远教育基
金会奖 2015.09 

4 刘  敏 市级   
民盟北京市委宣

传工作优秀个人 
 北京市民盟 2015.09 

5 滕  珺 校级  

2015 年北京师范
大学“通鼎青年
教师奖（研究生
教学奖）”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
学 2015.12 

表 24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 年“国际教育大讲堂”系列讲座 

序 时间 讲座题目 姓名 国家 工作单位与职称职务 

1 04.02 
定量方法在教育研究

中的应用 
白海岩 美国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教育与人文科

学系定量研究方法学副教授 

2 04.23 

印度毕业生国内与国

外就业比较：基于促进

教育外部效能与经济

发展的人才流动视角 

Binod Khadria 印度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社会

科学学院教授 

3 05.14 

高 等 教 育 与 就 业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work 

Ulrich Teichler 德国 德国卡塞尔大学教授 

4 05.20 
全球化浪潮对教育国

际化的挑战及应对 

Linda Serra 

Hagedorn 
美国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教授 

5 06.04 
OECD 政策评估对成员

国高等教育治理的影
Johanna Kallo 芬兰 芬兰图尔库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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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以芬兰为例 

6 06.08 
美国评价学术论文的

标准和规范 
林  静 美国 

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教育政策学教

授 

7 06.11 

别国的教育和我们的

教育 ——批判取向与

文化视野下的比较教

育研究 

杨明全 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

院副教授 

8 06.15 

隐藏在醒目处 ——世

界各地教科书中的性

别偏见 

Rae Lesser 

Blumberg 
美国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9 09.08 

大屠杀教育与世界大

同主义：基于国际化视

角 

Zehavit Gross 以色列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 Bar-Ilan 

University）教育学院教授 

10 09.17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
题报告与论文写作 朱旭东 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学

术论文写作指导与研究中心主任 

11 10.15 

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到 2015 年后全球可

持续发展目标：教育与

移民的关联 

Binod Khadria 印度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社会

科学学院教授 

12 
10.18

上午 

如何培养学生面向 21

世纪的素质 

Andreas 

Schleicher 
德国 

国际经合组织（OECD）教育技能司

副司长、秘书长特别顾问、PISA 项

目负责人 

13 
10.18

下午 

四国专家共话如何做

一个好教师 

Oleg Gubin， 

Karanam 

Pushpanadham， 

Charl Wolhuter， 

Lorin Yochim 

俄罗斯 

印度 

南非 

加拿大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教授，印度巴罗

达大学 (THE M.S.UNIVERSITY OF 

BARODA) 教 授 ， 南 非 西 北 大 学

(North-West University)教育学

院教授，加拿大艾尔伯塔大学教育

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

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 

14 10.22 

印度教师教育改革：以

教师培训课程改革为

例 

R.G.Kothari， 

K.Pushpanadham 
印度 

印度巴罗达萨亚吉王公大学（the 

M.S. University of Baroda）教育

与心理学院教授 

15 11.26 

重访加拿大多元文化

主义：理论、政策和讨

论 

郭世宝 加拿大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授 

16 11.30 

观北美成人教育的研

究视角，谈成人教育研

究的新兴题材 

孙  琦 美国 美国怀俄明大学教授 

17 12.02 

如何写出能在西方学

术 杂 志 上 发 表 的 论

文？ 

孙  琦 美国 美国怀俄明大学教授 

18 12.29 

世界社会中的权力、冲

突与变革：以国际学生

成绩评估为案例 

Oren 

Pizmony-levy 
美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教授 

表 25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 年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情况 

序 姓名 日期 
会议

类别 
会议名称 举办单位 

1 鲍东明 06.13 国内 中国基础教育问题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 

2 鲍东明 11.27-29 国内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理论刊物分会学术年会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

理论刊物分会、上

海市教科院 

3 鲍东明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北京师范大学 

4 鲍东明 12.19-20 国内 第七届全国基础教育“未来教育家成长论 天津市教委、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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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 教师报 

5 高益民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北京师范大学 

6 顾明远 09.03 国内 《中国教育大系》首发出版座谈会 北京师范大学 

7 顾明远 09.20 国内 “互联网+国学教育”学术研讨会 
北京大学、中华书

局 

8 顾明远 09.25 国内 “中国鲁迅立人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 
中国鲁迅立人教育

研究会 

9 顾明远 10.17 国内 2015 在线教育与未来学习峰会 

《教育》杂志、国

家数字化学习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10 顾明远 10.23 国内 
中芬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质量保障体系研

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 

11 顾明远 10.30 国内 第二届“明远教育奖”颁奖典礼 北京师范大学 

12 顾明远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与比较教育研究

院、《比较教育研

究》编辑部 

13 顾明远 11.21 国内 北师大燕化附中成立三十周年 北师大燕化附中 

14 顾明远 12.02 国内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第一组会议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

会 

15 顾明远 12.04 国内 
哲社重大课题“百年教材研究”报告会和专

家评估 
人教社 

16 顾明远 12.06 国内 《教育大辞典》第三版修订编委会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17 顾明远 12.09 国内 教育信息化助推城乡学校共成长座谈会 郑州市第二中学 

18 顾明远 12.10 国内 
首届河南省中小学校长国际智慧教育研讨

会 

河南省教育厅主

办、郑州市教育局、

河南省教育干部培

训中心协办、郑州

市第二中学承办 

19 顾明远 12.11 国内 
《中国新闻周刊》主办的“2015 感动中国

人物”颁奖 
《中国新闻周刊》 

20 顾明远 12.13 国内 防治青少年艾滋病工作座谈会 

中国青少年艾滋病

防治教育工程（“青

爱工程”）办公室、

中华儿慈会、中国

教育学会、中国性

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等 

21 顾明远 12.16 国内 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成立 15 周年 
教育部中小学校长

培训中心 

22 顾明远 12.16 国内 北师大教育学部二级党校成立大会 北师大教育学部 

23 顾明远 12.18 国内 
陈经纶中学嘉铭分校举办的九年一贯制研

讨会 

陈经纶中学嘉铭分

校 

24 顾明远 12.26 国内 
中国教育报举办的第四届创新教育奖颁奖

仪式 
中国教育报 

25 顾明远 12.26 国内 敬德书院“乡村教师与乡土文明”会讲 中国教师报 

26 姜英敏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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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林  杰 07.11-07.12 国际 高等学校人力资源与薪酬管理国际研讨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薪酬管理研究会，

北京外国语大学 

28 林  杰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北京师范大学 

29 林  杰 07.18 国内 
2015 年高等教育管理前沿课题研究与方法

规范青年学者论坛 
江苏大学 

30 刘宝存 05.16 国内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状与未来 华南师范大学 

31 刘宝存 07.18-19 国内 “一带一路”与教育国际化高端论坛 北京工业大学 

32 刘宝存 07.24 国内 教育理论期刊发展研讨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 

33 刘宝存 07.15 国内 教育政策形势分析会 北京师范大学 

34 刘宝存 09.27 国际 
第五届促进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扫盲后教

育与技能开发国际研讨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农村教育研究

与培训中心 

35 刘宝存 04.11 国内 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研究座谈会 北京师范大学 

36 刘宝存 06.12 国际 中法教育创新中心第二次工作会议 北京师范大学 

37 刘宝存 07.11 国内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基地理事会会议 上海师范大学 

38 刘宝存 03.20 国内 “一带一路”战略与教育对外开放座谈会 北京师范大学 

39 刘宝存 01.10 国内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十三

五”发展编制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 

40 刘宝存 10.17-18 国际 金砖国家大学校长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41 刘宝存 10.19-22 国际 
欧盟伊拉斯谟硕士项目“高等教育研究与创

新”（MARIHE）联盟工作会议 
北京师范大学 

42 刘宝存 11.01 国内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教育学科编

委会第二次会议 
北京师范大学 

43 刘宝存 09.27 国际 
第五届促进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扫盲后教

育与技能开发国际研讨会 
济宁市教育局 

44 刘宝存 11.06 国内 2015 中外合作办学微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45 刘宝存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北京师范大学 

46 刘宝存 10.23 国际 
中芬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质量保障体系研

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 

47 刘宝存 12.05 国内 《教育大辞典（第三版）》编纂启动会议 北京师范大学 

48 刘宝存 12.13-14 国内 2015 年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会 北京语言大学 

49 刘宝存 12.19 国内 
少数民族高考录取优惠政策的变化及其引

发的争论调研座谈会 
中央民族大学 

50 刘宝存 12.12 国内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教育专业委员

会学术委员会会议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

学会国际教育专业

委员会 

51 刘宝存 12.27-28 国内 2015 国外教育政策研判会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华东师范

大学 

52 刘  敏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北京师范大学 

53 刘  敏 10.30 国内 第二届“明远教育奖”颁奖典礼 北京师范大学 

54 刘  强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北京师范大学 

55 马健生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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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56 滕  珺 03.26 国内 

北京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 2014 年年会

暨“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基础教育改革最佳实

践研讨会” 

北京市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协会 

57 滕  珺 04.24 国内 樱花园实验学校生涯体验课程学术沙龙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58 滕  珺 05.29 国际 
When North Meets East: Learning Garden 

of Sino-Finnish Education Dialogue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59 滕  珺 07.06 国内 台湾创价学会大学生暑期交流会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60 滕  珺 07.08-10 国内 2015 中国学前教育（大连）论坛 
中国教师报、大连

金普新区管委会 

61 滕  珺 10.19 国内 支持乡村教师西部行大型公益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家书院、中国教师

报、明远教育基金 

62 滕  珺 10.24 国际 

2015 年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中学校长国际论

坛——在制度创新基础上实现中学教育的

可持续发展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中学教育国际

交流分会 

63 滕  珺 10.30 国内 第二届“明远教育奖”颁奖典礼 北京师范大学 

64 滕  珺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65 滕  珺 11.28 国内 
2015 年度中国教育学会年会“21 世纪核心

技能与学校实践：国际视角” 

中国教育学会比较

教育分会 

66 滕  珺 11.30 国际 文晖奖颁奖——《仁川宣言》与中国行动 
中国教育学会比较

教育分会 

67 滕  珺 12.18 国际 2030 年教育发展议程国际研讨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国委员会 

68 滕  珺 12.19 国内 
课程改革与核心素养——重庆市教育学会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015 年学术年会 

重庆市教育学会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 

69 滕  珺 12.20 国内 重庆市首届教师论坛 重庆市教育学会 

70 滕  珺 12.24 国内 中国与南南教育合作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71 滕  珺 12.26 国内 敬德会讲——乡村文明与乡村教师 中国教师报 

72 王  璐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北京师范大学 

73 王晓辉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北京师范大学 

74 王英杰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北京师范大学 

75 王英杰 10.30 国内 第二届“明远教育奖”颁奖典礼 北京师范大学 

76 王英杰 12.27 国内 2015 年国际教育研判会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 

77 王英杰 12.29 国际 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行局视频会议 WCCES 

78 肖  甦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北京师范大学 

79 肖  甦 12.10 国际 第七届俄罗斯东欧中亚与世界高层论坛 
社科院俄罗斯东欧

中亚所 

80 肖  甦 10.30 国内 第二届“明远教育奖”颁奖典礼 北京师范大学 

81 杨明全 10.19-21 国内 “双有”主题教育论坛 全国儿童中心 

82 杨明全 10.24 国内 第二届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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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杨明全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 

84 杨明全 11.07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北京师范大学 

85 杨明全 12.12 国内 中美课堂教学比较论坛 
安徽合肥包河区教

体局 

86 
Lauren Ila 

MISIASZEK 
11 月 国内 

New Education Association ’ s 

International Summit on New Education 

New Education 

Association 

表 26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 年教师出境进行学术交流情况 

序 姓名 起止时间 
国别 

地区 
学校/单位 出国任务 

1 高益民 2015.02.24 日本 
东亚共同体评

议会 

参加“面向中日关系深化与扩大的

民间交流” 

2 高益民 2015.01.26 日本 
日本冈崎市立

小豆坂小学 
校本教研交流 

3 高益民 2015.02.06 日本 
刈谷市立朝日

小学 
校本教研交流 

4 高益民 2015.02.10 日本 

名古屋大学教

育学部附属中

学 

课程改革交流 

5 高益民 2015.02.18 日本 
东浦町立卯里

小学 
校本教研交流 

6 高益民 2015.02.04 日本 东北大学 中国高校的内部质量保障 

7 高益民 2015.02.10 日本 名古屋大学 中国高校的内部质量保障 

8 高益民 2015.02.17 日本 东洋大学 中国高校的内部质量保障 

9 高益民 2015.05.16-18 日本 德岛文理学园 参加该校建校 120 周年庆典 

10 高益民 2015.08.27-08.31 日本 名古屋大学 商讨两校教育学部合作事宜 

11 高益民 2015.08.19 美国 美国亚洲协会 探讨中美学生交流事宜 

12 高益民 2015.11.12-17 台湾 台中教育大学 
参加“第二届两岸四地比较教育论

坛” 

13 顾明远 05.25-28 芬兰 

坦贝雷大学及

其附属学校、职

业技术学院 

参观访问 

14 顾明远 05.29 芬兰 
芬兰教育与文

化部 
参观访问 

15 黄  宇 2015.10.24-28 日本 日本环境省 
第 16 届中日韩三国环境教育协作

网络大会暨研讨会 

16 黄  宇 2015.11.14-2016.11.14 日本 北海道大学 国家留学基金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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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刘宝存 2015.01.12-19 澳门 澳门城市大学 
教授博士生课程“全球化与教育的

比较研究” 

18 刘宝存 2015.01.26-30 芬兰 坦佩雷大学 
参加欧盟“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 

伊拉斯谟硕士项目联盟会议 

19 刘宝存 2015.03.07-14 美国 
北美比较教育

学会 

参加“北美比较教育学会 CIES 2015

届年会” 

20 刘宝存 2015.03.25-04.01 
印度、

泰国 

印度南亚大学、

尼赫鲁大学、德

里大学和泰国

朱拉隆功大学 

交流 

21 刘宝存 2015.05.04-09 墨西哥 
墨西哥自治大

学 

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委

会会议 

22 刘宝存 2015.10.26-29 韩国 
APEC 教育合作

研究院 

APEC 未来教育联盟指导委员会会

议等会议 

23 刘  敏 2015.01.27-2015.02.05 

法国、

德国、

葡萄牙 

法国教育部、巴

黎政治学院、法

国斯特拉斯堡

大学、特利尔教

育局、里斯本大

学、科英布拉大

学 

访问 

24 刘  强 2015.05.14-17 菲律宾 

亚太经合组织

第 37 届人力资

源发展工作小

组（APEC HRDWG）

会议 

就列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中的、2014 年

新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高等教育

研究中心 (APEC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的最新工作进

展进行大会汇报 

25 刘  强 2015.03.03-04 越南 
澳大利亚外交

与贸易部 

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地区促进跨境

高等教育领域高校流动研究项目”

研讨会，做题为“中国中外合作办

学：新趋势和新方向”的演讲 

26 刘  强 2015.02.27-28 印度 
印度新德里大

学 

参加“转型中的高等教育：来自印

度和中国的经验”国际研讨会。会

上，做了题为“中国高等教育财政

演变：历史演变、现状和发展趋势”

和“学生家庭经济背景和入学机会

之间的影响关系”两场主题演讲 

27 刘  强 2015.03.16-18 
澳大利

亚 

QS 公司和新南

威尔士大学 

参加“第一届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国际研讨会” 

28 刘  强 2015.06.23-07.05 奥地利 
克莱姆斯多瑙

大学 

受欧盟伊拉斯谟项目资助，赴奥地

利克莱姆斯多瑙大学进行为期两周

的访学 

29 刘  强 2015.09.03-05 俄罗斯 

俄罗斯教育部、

俄罗斯联邦科

学院以及远东

联邦大学 

做了题为“中国社会资本流动与高

等教育入学机会关系的实证研究

（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Equal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的

主旨演讲 

30 刘  强 2015.10.05-06 
澳大利

亚 

亚太经合组织

教育网络 

受教育部委托，赴澳大利亚参加由

亚太经合组织举办的有关高等教育

数据收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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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刘  强 2015.12.01-05 英国 
Regent 

University 

做题为“关于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的

一些思考” 

32 孙  进 2015.02.23-02.27 德国 
德国杜伊斯堡-

埃森大学 
跨文化学习/跨文化交流 

33 孙  进  德国 
德国应用科学

大学 
访问学者 

34 滕  珺 2015.03.08.-13 美国 
北美比较教育

学会 

参加会议，并发言 1、Domestic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ts 

Challeng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2、China’s role as 

an emergent dono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id: 

Case in Africa 

35 滕  珺 2015.05.09-06.11 芬兰 坦佩雷大学 

作为伊拉斯莫学者，与坦佩雷大学

商讨下一轮伊拉斯莫项目的实施方

案，同时组织为期一周顾明远先生

芬兰教育正式访问 

36 王晓辉 2015.05.25-05.30 法国 
法国国际教育

研究中心 
中国高等教育的机构与文凭 

37 王英杰 2005.11.04-11.06 澳门 
澳门特区政府

教育与青年司 

参加澳门首届卓越教师评审专家小

组 

38 王英杰 2015.11.12-11.17 台湾 台中教育大学 两岸四地比较教育论坛 

39 

Lauren 

Ila 

MISIASZEK 

2015.10.13-11.19 韩国 韩国 
参 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Research 

40 

Lauren 

Ila 

MISIASZEK 

2015.10.28- 11.08 
澳大利

亚 
澳大利亚 

参加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Equity in Higher Education 

(CEEHE) Seminar 

41 

Lauren 

Ila 

MISIASZEK 

2015.04.15-04.19 美国 美国 

参加 AERA Annual Meeting，主旨

发 言 Developing a 

Cross-Trajectory, 

Geographically Diverse, and 

Interdisciplinary Network on 

Gender, Social Justice and 

Praxis 

42 

Lauren 

Ila 

MISIASZEK 

2015.03.09-03.13 美国 美国 

参加 CIES Annual Meeting，并主

旨 发 言 “ Masculinities and 

ideological identities in 

online and entrepreneurial 

higher education contexts: 

imagining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around these themes 

43 

Lauren 

Ila 

MISIASZEK 

2015.01.26-02.01 法国 法国 

参 加 Second UNESCO Forum o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并主旨发言 Building peaceful 
and sustainable societies: 
preparing for post-2015 

表 27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 年境外来访学者情况 

序 时间 来宾姓名 人数 
国别/地

区 

来宾所在学校/单

位 

来宾来华目的及主要

活动 

1 09.07-09 
羽田贵史、石井光夫、
杉本和弘 

3 日本 东北大学 
本科通识教育改革研
究 

2 10.15-10.29 石原功子、石原进 2 日本 退休教师 小学数学教学 

3 10.26 松塚由佳里 1 日本 一桥大学 
交流调优项目与商讨
两机构交流事 

4 04.02 白海岩 1 美国 中佛罗里达大学 
定量研究方法在教育
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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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4.17-04.30 
石原功子、石原进、
原田久子 

3 日本 退休教师 小学数学与语文教学 

6 07.02 酒井秀一等 3 日本 国际创价学出版部 
商讨翻译出版学术对
话录事宜 

7 07.06 吕慧甄等 20 台湾 台湾创价学会 大学生暑期交流 

8 10.30 小川佳万等 2 日本 广岛大学 高中与大学的接续 

9 09.20-25 Anders Szcspanski 1 瑞典 林雪平大学 
讲学：户外环境教育
的理论与实践 

10 03.28-04.20 英国大学生 30 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 合作项目 

11 04.13-26 蔡瑜琢 1 芬兰 坦佩雷大学 讲学、访问 

12 04.23-24 Binod Khadria 1 印度 尼赫鲁大学 讲学、访问 

13 05.14-15 Urich Teichler 1 德国 卡塞尔大学 讲学、访问 

14 05.19-21 
Linda Serra 
Hagedorn 

1 美国 爱荷华州立大学 讲学、访问 

15 05.21-23 Vina Chinpah 1 瑞典 斯德哥尔摩大学 访问 

16 05.22-23 Ruth Hayhoe 1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 访问 

17 05.22-26 Mei Lan Frame 1 美国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编辑部 

访问 

18 06.02 查  强 1 加拿大 约克大学 访问 

19 06.04 Ms. Jaana Leppa 4 芬兰 
Valkeakoski 
Tietotie High 
School 

访问、学习 

20 06.08 林  静 1 美国 马里兰大学 讲学、访问 

21 06.14-16 Rae LesserBlumberg 1 美国 弗吉尼亚大学 讲学、访问 

22 06.15-17 Elizebeth Hughs 16 美国 佐治亚大学 访问、学习 

23 06.22-24 
Eduardo Velez 
Bustillo 

1 美国 世界银行 讲学、访问 

24 07.16 满燕云 3 美国 印第安纳大学 访问 

25 08.23-27 蔡瑜琢 1 芬兰 坦佩雷大学 讲学、访问 

26 08.23-27 Miettunen Jukka 1 芬兰 
Yli-Ii 
Comprehensive 
School 

讲学、访问 

27 09.08 Zehavit Gross 2 以色列 
Bar-Ilan 
University 

讲学、访问 

28 09.18-20 张桂莉 1 美国 东卡罗莱娜大学 讲学、访问 

29 09.18-20 Todd Roberts 1 美国 
NORTH CAROLINA 
SCHOO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讲学、访问 

30 10.19-23 Frank Ziegele 1 德国 
奥斯纳布吕克应用
科学大学 

访问、会议 

31 10.19-23 Attila Pausits 2 奥地利 
多瑙河克雷姆斯大
学 

访问、会议 

32 10.19-23 Seppo Holtta 4 芬兰 坦佩雷大学 访问、会议 

33 10.16-19 Andreas SCHLEICHER 1 德国 OECD 访问、会议 

34 10.15-19 Binod Khadria 1 印度 尼赫鲁大学 访问、会议 

35 10.16-20 
Charste Coetzee 
Wolhuter 

1 南非 
North-West 
University 

访问、会议 

36 10.16-20 Aarti Srivastava 1 印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访问、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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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0.16-20 Oleg Gubin 1 俄罗斯 莫斯科大学 访问、会议 

38 10.16-20 Oksana Kostuchenko 1 俄罗斯 莫斯科大学 访问、会议 

39 10.16-20 Jandhyala B G Tilak 1 印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访问、会议 

40 10.16-20 Sudhanshu Bhushan 1 印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访问、会议 

41 10.16-20 
Karanam 
Pushpanadham 

1 印度 
The 
M.S.University 
Of Baroda 

访问、会议 

42 10.16-20 
Rameshchandra 
Kothari 

1 印度 
The 
M.S.University 
Of Baroda 

访问、会议 

43 11.06 Nurwinda Fitri 40 印尼 
State University 
of Medan 

访问 

44 11.13 Shawn Reynolds 2 美国 印第安纳大学 访问 

45 11.21-27 Allan Pitman 2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讲学、访问 

46 11.26-12.04 孙  琦 1 美国 怀俄明大学 讲学、访问 

47 11.25-27 郭世宝 1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Calgary 

讲学、访问 

48 
05.13 －
05.15 

Ulrich Teichler 1 德国 卡塞尔大学 
讲 学 ：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work 

49 05.12-06.18 Romuald Normand 1 法国 斯特拉斯堡大学 交流 

50 05.13-05.18 
Paul-Antoine 
Hervieux 

1 法国 斯特拉斯堡大学 
中法教育创新中心合
作签约 

51 05.14-05.18 Didier VIN-DATICHE 1 法国 教育部 
中法教育创新中心合
作签约 

52 06.01-06.06 Johanna Kallo 1 芬兰 图尔库大学 

讲学：OECD 政策评估
对成员国高等教育治
理的影响：以芬兰为
例 

53 06.07-06.13 Dominique SASSI 1 法国 阿尔萨斯学区 参加会议 

54 06.07-06.13 Patrice LEMOINE 1 法国 阿尔萨斯学区 参加会议 

55 06.07-06.13 Salomé DEBOOS 1 法国 斯特拉斯堡大学 参加会议 

56 06.07-06.10 Fre d́e ŕic Oge é 1 法国 巴黎第七大学 

讲 学 ： William 
Hogarth and 
Laurence Sterne: 
Modern Identity and 
Portraiture in 
Enlightenment 
England, 1700-1770 

57 06.12-06.18 Risto Rinne 1 芬兰 图尔库大学 参加会议 

58 06.10 
Olli Suominen ；
Xingguo ZHOU 

2 
芬兰/中
国 

芬兰图尔库大学 交流、参加会议 

59 09.07-09 
羽田贵史、石井光夫、
杉本和弘 

3 日本 东北大学 
本科通识教育改革研
究 

60 10.15-10.29 石原功子、石原进 2 日本 退休教师 小学数学教学 

61 10.26 松塚由佳里 1 日本 一桥大学 
交流调优项目与商讨
两机构交流事 

62 04.02 白海岩 1 美国 中佛罗里达大学 
定量研究方法在教育
研究中的应用 

63 04.17-04.30 
石原功子、石原进、
原田久子 

3 日本 退休教师 小学数学与语文教学 

64 07.02 酒井秀一等 3 日本 国际创价学出版部 商讨翻译出版学术对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42 

 

话录事宜 

65 07.06 吕慧甄等 20 台湾 台湾创价学会 大学生暑期交流 

66 10.30 小川佳万等 2 日本 广岛大学 高中与大学的接续 

67 09.20-25 Anders Szcspanski 1 瑞典 林雪平大学 
讲学：户外环境教育
的理论与实践 

68 03.28-04.20 英国大学生 30 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 合作项目 

69 04.13-26 蔡瑜琢 1 芬兰 坦佩雷大学 讲学、访问 

70 04.23-24 Binod Khadria 1 印度 尼赫鲁大学 讲学、访问 

71 05.14-15 Urich Teichler 1 德国 卡塞尔大学 讲学、访问 

72 05.19-21 
Linda Serra 
Hagedorn 

1 美国 爱荷华州立大学 讲学、访问 

73 05.21-23 Vina Chinpah 1 瑞典 斯德哥尔摩大学 访问 

74 05.22-23 Ruth Hayhoe 1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 访问 

表 28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 年举办的国内国际会议情况 

序 日期 
会议 

类别 
会议名称 

国内

人数 

国外 

人数 
论文数 

参加会议国家及

地区 

1 01.10 国内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十三五”发展编制研
讨会 

40 
   

2 03.02 国内 
“一带一路”战略与教育对外
开放座谈会 

20 
   

3 04.11 国内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研
究座谈会 

30 
   

4 05.07-08 国际 中日国际理解教育研讨会 20 8 
 

中国、日本 

5 05.29 国际 

When North Meets East: 
Learning Garden of 
Sino-Finnish Education 
Dialogue 

40 80  芬兰、中国 

6 06.12 国际 
中法教育创新中心第二次工作
会议 

30    

7 10.09 国际 
中芬教师培训与交流质量保障
体系研讨会 

50 10 5 中国、芬兰 

8 10.19-22 国际 
欧盟伊拉斯谟硕士项目“高等
教育研究与创新”（MARIHE）联
盟工作会议 

10 8  
德国、奥地利、法
国、中国等 

9 11.01 国内 
《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
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比较教育
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 

100    

10 12.24 国际 中国与南南教育合作研讨会 20 17 17  

表 29  国际比较与教育研究院教师 2015 年论文发表情况 

序 姓名 排序 成果类别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发表刊号 

1 高益民 2 期刊论文 
批判话语分析在大学章程文本中
的应用研究——以新加坡国立大
学章程为例 

中国高教研究 11 

2 高益民 2 期刊论文 
分化还是分层——英格兰高等教
育分类管理中的新矛盾 

比较教育研究 8 

3 高益民 1 期刊论文 

中国面向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留学
生派遣政策（『中国における大学
の高度化に向けた留学生政策―
博士課程大学院生派遣事業を中
心に―』） 

名古屋高等教育
研究 

第 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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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益民 1 期刊论文 
让儿童享有充分的自由探索空间
——从日本科学家频获诺贝尔奖
谈起 

中小学管理 1 

5 高益民 2 期刊论文 英格兰基础教育治理范式评析 外国中小学教育 5 

6 高益民 1 期刊论文 
中国大学中的校长培训（中国の
大学における校長研修―北京師
範大学の取り組みを中心に―） 

「東アジア的教
師」の今 

 

7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世界主要国家民族教育政策的基
本趋势 

外国教育研究 8 

8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核心素养:课程改革的原动力 人民教育 13 

9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理解教育 教育学报 4 

10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既做经师更做人师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1 

11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负责任的国家需要办好“负责任
的教育” 

人民论坛 4 

12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大学理性的本质在于求真育人
——《大学理性研究》读后 

教育学报 1 

13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中国教育路在何方——教育漫谈 课程.教材.教法 3 

14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重塑大学文化 中国大学教学 2 

15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把课改落实到课堂上 中小学教材教学 1 

16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一带一路”与比较教育的使命 比较教育研究 6 

17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的挑战与使
命 

比较教育研究 4 

18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依法治教 中国教师 9 

19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父母与孩子交朋友,教育就成功一
大半 

考试 29 

20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教育改革要改什么? 基础教育课程 1 

21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学生成长在活动中——我提倡“活
动教育” 

基础教育论坛 2 

22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在解疑明理中前行 教师 1 

23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父母与孩子交朋友,教育就成功一
大半 

考试 1 

24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斯人已去,友谊永存 中国教师 2 

25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要用制度促进教育改革 教育 6 

26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教育改革关键在观念改变 
新课程教学(电子
版) 

1 

27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卷首语 中国教师 3 

28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卷首语 中国教师 8 

29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回忆菁华小足球队—考察校园足
球有感 

中国教师 8 

30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教育改革发展需要双轮驱动 成才之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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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百载砥砺,创新育人 上海教育 28 

32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教育改革发展需要双轮驱动 考试 34 

33 顾明远 1 卷首语 卷首语 中国教师 18 

34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父母与孩子交朋友,教育就成功一
大半 

考试 29 

35 顾明远 1 期刊论文 依法治教,消除教育治理不均衡 教书育人 20 

36 黄  宇 1 期刊论文 
民国中期《复兴地理教科书》简
析 

地理教学 03 

37 黄  宇 1 期刊论文 地理高考中的问题解决 地理教学 14 

38 黄  宇 1 期刊论文 
基于 SWOT 分析富锦湿地环境教
育实施策略的研究[ 

中学地理教学参
考 

14 

39 黄  宇 1 期刊论文 例说新课标地理高考的应考对策 地理教学 24 

40 姜英敏 1 期刊论文 
斋藤喜博“互动教学论”及其实践
意义 

比较教育研究 11 

41 姜英敏 1 期刊论文 
韩国国家创新体系下的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郑州师范教育 9 

42 姜英敏 1 期刊论文 
从 “ 和而不同 ” 到 “‘ 异己 ’ 间共
生”——全球化时代国际理解教育
模式的新探索 

比较教育研究 12 

43 姜英敏 1 期刊论文 
新时期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
与问题 

全球教育研究(韩
文版) 

12 

44 林  杰 1 期刊论文 
美国大学校园反性骚扰的政策与
个案研究 

高校教育管理 2 

45 林  杰 1 期刊论文 
美国高等教育性骚扰的法案及判
例 

比较教育研究 3 

46 林  杰 1 期刊论文 
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学术自由判例
的影响 

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 

1 

47 刘宝存 1 期刊论文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教育领域优先
发展议题及其展望 

比较教育研究 3 

48 刘宝存 1 期刊论文 
PISA 教育成功国家和地区的基本
经验 

比较教育研究 6 

49 刘宝存 2 期刊论文 
美国少数族群问题和少数族群教
育政策的发展 

外国教育研究 8 

50 刘宝存 2 期刊论文 
法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及
其特征 

高等教育研究 4 

51 刘宝存 1 期刊论文 大学仅靠政府拨款是不够的 中国教育报 3 

52 刘宝存 1 期刊论文 探美国教育史辉格派的“欢呼” 
中国出版传媒商
报 

9 

53 刘宝存 1 期刊论文 
大数据时代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
转型 

比较教育研究 10 

54 刘宝存 1 期刊论文 
“一带一路”中教育的使命与行动
策略 

神州学人 10 

55 刘宝存 1 期刊论文 要加强民族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 民族教育研究 12 

56 刘宝存 2 期刊论文 
法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及
实践——以巴黎-萨克雷大学为例 

《清华大学教育
研究》 

11 

57 刘宝存 1 期刊论文 
A Review of Enrollment System 
Reforms and Prospects for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Higher Education 
Admission Policy: 
A Reader.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58 刘  敏 1 期刊论文 
简析香港初中教育及升学办法改
革 

教育研究与实验 1 

59 刘  敏 1 期刊论文 
韩国高中教育改革——以首尔为
例 

外国中小学教育 3 

60 刘  敏 1 期刊论文 
法国巴黎高师研究生教育特点浅
析 

外国教育研究 5 

61 刘  敏 2 期刊论文 
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中的若干重要
问题 

比较教育研究 37 

62 刘  敏 1 期刊论文 
浅析法国自闭症国家政策及教育
策略 

比较教育研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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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刘  敏 1 期刊论文 看法国家长如何参与学校教育 辽宁教育 4 

64 刘  敏 1 期刊论文 
加拿大全国性学业成就评价项目
的框架、特点及启示 

教育测量与评价 6 

65 刘  强 1 期刊论文 
我国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能力培养调查：理想与现实 

比较教育研究 11 

66 刘  强 1 期刊论文 
变革中的大学学科排名--QS 世界
大学学科排名最新进展与反思 

比较教育研究 12 

67 刘  敏 1 期刊论文 
浅析法国自闭症国家政策及教育
策略 

比较教育研究 9 

68 马健生 1 期刊论文 
探寻康德尔比较教育思想的根基
与灵魂——康德尔自由教育思想
的再发现 

比较教育研究 4 

69 马健生 1 期刊论文 
规范·绩效·多元·卓越——伯克利
加州大学研究生课程评估体系的
核心 

外国教育研究 5 

70 马健生 1 期刊论文 
专业学位教育中学术能力培养的
错位问题检视 

教育研究 7 

71 孙  进 1 期刊论文 德国高中的哲学课教什么？ 人民教育 21 

72 孙  进 1 期刊论文 
学科自信心与满意度——中国比
较教育学科成员的现状调查 

比较教育研究 11 

73 孙  进 1 期刊论文 留德学人众议“一带一路” 神州学人 10 

74 孙  进 2 期刊论文 
培育未来的科技英才——国外科
学高中的培养模式与启示 

外国中小学教育 6 

75 滕  珺 2 期刊论文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理解教育 教育学报 4 

76 滕  珺 1 期刊论文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of 
Education  the Eternal Theme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Memory of 
Professor John Goodlad and His 
Educational Era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0(2) 

77 滕  珺 1 期刊论文 

中国比较教育视域下“教育国际
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
《比较教育研究》1987~2014 年发
表成果的内容分析 

比较教育研究 5 

78 滕  珺 1 期刊论文 
教育是人类最幸福的事业——访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
生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1 

79 滕  珺 1 期刊论文 
涌动的潮流：当代世界教学改革
动态——陶西平先生专访 

比较教育研究 1 

80 滕  珺 1 期刊论文 为师如“顾” 人民教育 5 
81 滕  珺 1 期刊论文 21 世纪十大核心素养 中国教师 1 

82 滕  珺 1 期刊论文 
大数据与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
的新相对优势 

比较教育研究 11 

83 王  璐 1 期刊论文 
国际视野下督学责任区制度发展
与模式研究-基于对湖南省的调研 

比较教育研究 11 

84 王晓辉 1 期刊论文 法国大学治理与大学章程 现代大学教育 7 

85 王晓辉 1 期刊论文 
重建共和国学校——法国当前基
础教育改革 

比较教育研究 4 

86 王英杰 1 期刊论文 试论比较教育在中国的学科地位 比较教育研究 9 

87 王英杰 1 期刊论文 
美国大学中的院长：制度、文化
和责任 

比较教育研究 2 

88 肖  甦 1 期刊论文 
新世纪俄罗斯青年创新人才培养
政策分析 

比较教育研究 9 

89 肖  甦 2 期刊论文 
人才战略下俄罗斯的高等教育改
革举措 

煤炭高等教育 5 

90 杨明全 1 期刊论文 
批判课程理论的知识谱系与当代
课题 

全球教育展望 4 

91 杨明全 1 期刊论文 
“七艺”考略：西方古典课程的传统
与流变 

全球教育展望 7 

92 杨明全 2 期刊论文 
校本教研：校本课程开发的有效
途径 

当代教育科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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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杨明全 1 期刊论文 
试论比较教育学科知识的谱系化
发展——兼论比较课程与教学论
学科建设 

比较教育研究 9 

94 
Lauren Ila 
MISIASZEK 

1 期刊论文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theory in 
Carlos Alberto Torres’ First Freir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5 

95 
Lauren Ila 
MISIASZEK 

1 期刊论文 

You’re Not Able to Breathe’: 
Conceptualizing the 
intersectionality of early career, 
gender, and crisis.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SSCI） 

20 

96 
Lauren Ila 
MISIASZEK 

1 期刊论文 

Online education as 'vanguard' 
education: an expert critical 
educator navigates ‘less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paces in the US 

Gender and 
Education（SSCI） 

27 

97 高益民 1 报纸文章 迈向现代教育 中华读书报 2015.03.11 
98 顾明远 1 报纸文章 教育现代化离不开依法治教 光明日报 2015.03.08 
99 顾明远 1 报纸文章 教育改革关键在观念改变 中国教育报 2015.01.30 
100 顾明远 1 报纸文章 多多关注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中国教师报 2015.01.14 
101 顾明远 1 报纸文章 依法治教，消除教育治理不均衡 中国教育报 2015.04.02 
102 顾明远 1 报纸文章 教书育人在细微处 中国教师报 2015.03.04 
103 顾明远 1 报纸文章 还体育以本原 中国体育报 2015.04.03 

104 顾明远 1 报纸文章 
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百姓得
实惠 

中国教育报 2015.04.28 

105 顾明远 1 报纸文章 人人都需要学习的教育学 光明日报 2015.04.28 
106 顾明远 1 报纸文章 教育改革发展需要双轮驱动 人民日报 2015.05.14 
107 顾明远 1 报纸文章 教育的境界与智慧 中华读书报 2015.07.22 
108 顾明远 1 报纸文章 幼儿教师要研究儿童 中国教师报 2015.07.22 
109 顾明远 1 报纸文章 全社会来共同治理“教育污染” 中国教育报 2015.09.15 

110 顾明远 1 报纸文章 
为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实师资
保障 

中国教育报 2015.12.08 

111 姜英敏 1 报纸文章 中, 새교사직급제도촉각 
한국교육신문          
(韩国教育报) 

2015.09.21 

112 姜英敏 1 报纸文章 毒교복' 막아라“ 
한국교육신문(韩
国教育报) 

2015.07.06 

113 姜英敏 1 报纸文章 
中 , 
이동식수업으로평준화교육보완 

한국교육신문          
(韩国教育报) 

2015.06.01 

114 姜英敏 1 报纸文章 10년축구특색하교 5만개건설 
한국교육신문          
(韩国教育报) 

2015.04.13 

115 姜英敏 1 报纸文章 
中 입시명문고, 
화장실이용시간까지제재 

한국교육신문          
(韩国教育报) 

2015.03.23 

116 姜英敏 1 报纸文章 
도제식직업교육 ‘현대학도제’
시행 

한국교육신문          
(韩国教育报) 

2015.02.16 

117 姜英敏 1 报纸文章 초·중무시험배정입학제확대 
한국교육신문          
(韩国教育报) 

2015.01.12 

118 刘宝存 1 报纸文章 
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什么样
—评蓝晓霞《美国产学研协同创
新机制研究》 

中国教育报 2015.03.10 

119 刘宝存 1 报纸文章 重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人民日报 2015.12.15 
120 孙  进 1 报纸文章 中国人为何偏爱神化德国？ 环球时报 2015.01.04 

121 孙  进 1 报纸文章 
“反伊斯兰化”运动在德国有多
少民意支持 

中国青年报 2015.01.21 

122 孙  进 1 报纸文章 中西方教育方式究竟孰优孰劣？ 新京报 2015.08.06 

123 孙  进 1 报纸文章 
德国人知道中国在二战中的历史
和贡献吗? 

中国青年报 2015.08.25 

124 孙  进 1 报纸文章 德国人真的欢迎难民吗？ 新京报 2015.09.09 
125 孙  进 1 报纸文章 德国做了好人，却让欧盟很难办 环球时报 2015.09.14 
126 孙  进 1 报纸文章 德国难民危机的前因与后果 中国青年报 2015.09.16 
127 滕  珺 1 报纸文章 国际组织人才的十大核心素养 中国教育报 2015.01.30 

128 滕  珺 1 报纸文章 
2015 后国际教育发展的 5 大关键
词 

中国教师报 2015.02.04 

129 滕  珺 1 报纸文章 未来国际教育怎么发展 中国教育报 2015.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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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滕  珺 1 报纸文章 
教育是全人类共同核心利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 70周年提
出教育新理念 

中国教师报 2015.11.22 

131 王  璐 1 报纸文章 管办评分离下如何"评" 中国教师报 2015.08.19 
132 杨明全 1 报纸文章 教师课堂生活新常态 中国教师报 2015.08.05 

表 30  国际比较与教育研究院教师 2015 年咨询报告提交情况 

序 姓名 
排

序 
咨询报告题目 

接收/采纳 

单位 

提交 

时间 

采纳/批示 

时间 

1 鲍东明 1  
“一带一路”教育专项规划建
议稿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
司 

2015.03 2015.05 

2 鲍东明 1 
关于丝绸之路核心区（新疆）
面向中亚地区国家开展教育
交流与合作情况调研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
政策研究院、民进中央 

2015.11   

3 顾明远 1  
上海、无锡深化素质教育调研
报告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 2015.06 2015.09 

4 顾明远 1  
上海、无锡深化素质教育调研
报告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 2015.08 2015.09 

5 谷贤林 1  美国高校教学管理及其启示 教育部社科司 2015.04 2015.05 

6 姜英敏 1  韩国高校教学管理及其启示 教育部社科司 2015.04 2015.05 

7 林  杰 1  越南高校教学管理及其启示 教育部社科司 2015.04 2015.05 

8 刘宝存 1 哈佛大学教师行为规范研究 教育部社科司 2015.04 2015.05 

9 刘宝存 1 
巴西教育制度、发展现状与重
大政策走向 

教育部社科司 2015.10 2015.11 

10 刘  敏 1  法国高校教学管理及其启示 教育部社科司 2015.04 2015.05 

11 刘  强 1  
澳大利亚高校教学管理及其
启示 

教育部社科司 2015.04 2015.05 

12 刘  强 1 
关于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
放若干意见（建议稿）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
司 

2015.06 2015.09 

13 马健生 1  
新加坡高校教学管理及其启
示 

教育部社科司 2015.04 2015.05 

14 孙  进 1  德国高校教学管理及其启示 教育部社科司 2015.04 2015.05 

15 滕  珺 1  
哥伦比亚大学教师行为规范
研究 

教育部社科司 2015.04 2015.05 

16 滕  珺 1  
关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的几点建议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 2015.09 2015.09 

17 王  璐 1  
南非教育制度、发展现状与重
大政策走向 

教育部社科司 2015.10 2015.11 

18 肖  甦 1  
俄罗斯高校教学管理及其启
示 

教育部社科司 2015.4 2015.5 

19 肖  甦 1  
俄罗斯教育制度、发展现状与
重大政策走向 

教育部社科司 2015.10 2015.11 

20 杨明全 1  
印度教育制度、发展现状与重
大政策走向 

教育部社科司 2015.10 2015.11 

表 31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5 年出版的著作 

序 
作者 

姓名 
著作名称 

作者 

排序 
出版单位 

出版 

日期 
书号 类别 

1 顾明远 
中国教育大系（第三
版） 

1 
湖北教育出
版社 

2015.08 ISBN978-7-556-40809-2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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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顾明远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
会 主 义 教 育
（1921-2012） 

1 
教育科学出
版社 

2015.05 ISBN978-7-504-19306-3 编著 

3 刘  敏 
法国大学治理模式
与自治改革研究 

1 
北京师范大
学 

2015.03 ISBN978-7-303-16053-2 专著 

4 集  体 
国际教育政策与发
展趋势年度报告 

4 
北京师范大
学 

2015.03 ISBN978-7-303-18326-5 合著 

5 姜英敏 

国際理解教育ハン
ドブックーグロー
バルシティズンシ
ップを育む 

2 明石書店 2015.06 ISBN978-4-750-34205-4 编著 

6 肖  甦 做人的故事 2 
人民教育出
版社 

2015.06 ISBN978-7-107-23776-8 译著 

7 马健生 
教育研究：定量、定
性和混合方法 

1 
重庆大学出
版社 

2015.09 ISBN978-7-5624-9020-3 译著 

8 王  璐 
均衡与优质:教育质
量与公平 

1 
山东教育出
版社 

2015.11 ISBN978-7-5328-9154-2 编著 

9 孙  进 
定位与发展：比较教
育的理论、方法与范
式 

1 
山东教育出
版社 

2015.11 ISBN978-7-5328-9162-7 编著 

10 
姜英敏 
高益民 

博学与慎思：当代教
育思想与理论 

1 
山东教育出
版社 

2015.11 ISBN978-7-5328-9161-0 编著 

11 林  杰 
问责与改进：高等教
育评估与质量保障 

1 
山东教育出
版社 

2015.11 ISBN978-7-5328-9158-0 编著 

12 
刘宝存 
刘  强 

光荣与梦想：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 

1 
山东教育出
版社 

2015.11 ISBN978-7-5328-9159-7 编著 

13 
王晓辉 
刘  敏 

理念与制度：现代大
学治理 

1 
山东教育出
版社 

2015.11 ISBN978-7-5328-9160-3 编著 

14 马健生 
创新与创业：21 世
纪教育的新常态 

1 
山东教育出
版社 

2015.11 ISBN978-7-5328-9157-3 编著 

15 滕  珺 
流动与融合：教育国
际化的世界图景 

1 
山东教育出
版社 

2015.11 ISBN978-7-5328-9156-6 编著 

16 肖  甦 
转型与提升：教师教
育的改革与发展 

1 
山东教育出
版社 

2015.11 ISBN978-7-5328-9153-5 编著 

17 张瑞芳 
质量与权益：教师管
理政策与实践 

1 
山东教育出
版社 

2015.11 ISBN978-7-5328-9151-1 编著 

18 杨明全 
传承与建构：课程与
教学理论探索 

1 
山东教育出
版社 

2015.11 ISBN978-7-5328-9152-8 编著 

19 曾晓洁 
效率与公平：择校的
理论、政策与实践 

1 
山东教育出
版社 

2015.11 ISBN978-7-5328-9155-9 编著 

3.2.3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是以教育史二级学科为依托建设的人才培养和研究机构。教育史学

科为博士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学科。教育史学科设有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个专业。重点研

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大学）史、教育学术（思想）史、中外教育关系史、蒙学教育史、学校教

育史、美国教育史、教育史学等。 

院  长：郭法奇 

副院长：徐  勇   王  晨 

表 32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序 职称 姓名 

1 正高 郭法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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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子江 

3 孙邦华 

4 施克灿 

5 徐  勇 

6 于述胜 

7 张斌贤 

8 
副高 

 

乔卫平 

9 王  晨 

10 孙  益 

11 985 客座研究员 李弘祺 

 

教学工作方面 

出版教材两部：郭法奇：《外国学前教育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7；张斌贤：《外国教

育史（第 2版）》，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 5月，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及规划教材。 

邀请芝加哥罗耀拉大学比较教育中心主任北美国际与比较教育学会主席 Noah Sober副教授

讲座、邀请密西根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Edward St. John 讲授研究生课程《可行动研究

和教育政策》。 

科研工作方面 

表 33  科研项目共八项 

序 课题名称 主持人 课题类别 经费（万元） 

1 《先秦儒家“意义——感通”的教化哲学研究》 于述胜 
国家社科基金哲学

类重点项目 
35 

2 《迎接工业化的挑战：美国职业教育运动研究》 张斌贤 
国家社科基金哲学

类重点项目 
20 

3 《教育与美国社会改革（1890-1920 年）》 张斌贤 
北京市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 
30 

4 《美国教育思想史》 张斌贤 

万人计划全国文化

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自主选题项目 

50 

5 《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杜威的批判与构建》 郭法奇 
教育部规划基金课

题 
10 

6 《美国研究型大学章程研究》 李子江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教育部重点

课题 

3 

7 
《教授教育学术，养成专门人才——20 世纪 20

年代教育研究科述论》 
施克灿 

北师大社科类自主

科研基金项目 
15 

8 《东四社区家训堂课题研究》 徐  勇 
中共东城区委宣传

部委托项目 
22 

表 34  科研成果共 29 项 

序 论文名称 作者 期刊名称/出版社 期 

1 
《生生：天地之德，人生之的---先秦儒、

道思想中的意义世界通诠》 
于述胜 《教育学报》 2015.06 

2 《近年来中国教育史研究学术进展述评》 

娄岙菲 

包丹丹 

于述胜 

《教育研究》 2015.09 

3 
《艰难的创业:美国高等教育早期历史的

特征与成因》 
张斌贤 《高等教育研究》 2015.11 

4 《艰难历程:史密斯—休斯法的创制》 
张斌贤 

高  玲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02 

5 
《1906~1917 年美国职业教育运动学术

史》 

张斌贤 

高  玲 
《大学教育科学》 2015.02 

6 《西方自由教育传统之演变》 刘春华 《高等教育研究》 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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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贤 

7 《高等学校校史研究的现状、问题与趋势》 
张斌贤 

杜光强 
《大学教育科学》 2015.05 

8 

《教育专业学位新拓展 职业教育发展新

举措——写在增设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

硕士之际》 

钟秉林 

和  震 

张斌贤 

《中国高等教育》 2015.17 

9 
《揭开美国中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十人委

员会报告>发表始末》 

张斌贤 

李曙光 

王慧敏 

《外国教育研究》 2015.01 

10 
《从信息中心到院外集团:美国全国工业

教育促进协会史》， 

张斌贤 

高  玲 
《社会科学战线》 2015.02 

11 《文献综述与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撰写》 
张斌贤 

李曙光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5.01 

12 《追忆黄济先生二三事》 张斌贤 《中国教师》 2015.02 

13 

《勉为其难 善始无终——美国天主教本

笃会圣文森总会院对北京辅仁大学的创办

始末》 

孙邦华 《世界宗教研究》 2015.02 

14 
《近代维新思想家王韬科举考试的心路历

程》 
孙邦华 《江苏社会科学》 2015.02 

15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师改大运动的偏

误与纠正》 

孙邦华 

姜  文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04 

16 
《许仕廉对燕京大学社会学中国化的推

进》 

杨  燕 

孙邦华 
《北京社会科学》 2015.10 

17 
《“定县实验”：定州值得珍视的文化符

号》 
孙邦华 《光明日报》 

2015.12.12 

第 008 版 

18 《人的教育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吗？》 郭法奇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5.01 

19 《现代教育须促进个性发展》 郭法奇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07.02 

20 
《杜威的“探究与创新”教育思想及其现

代检视》 
郭法奇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

学刊》 
2015.03 

21 
《工业民主社会的职业教育——杜威职业

教育观探析》 

李子江 

姜玉杰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报》 
2015.01 

22 《19 世纪末美国学院向大学转型研究》 李子江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05 

23 《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威斯康星理念”》 
孙  益 

武美红 
《北京教育(高教)》 2015.01 

24 《东佳书堂小考》 徐  勇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5.01 

25 《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 
徐  勇 

王立刚 
《中国民族教育》 2015.12 

26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徐  勇 《内蒙古教育》 2015.35 

27 
《从思想本身到思想建构方式——思想史

研究范式演进与教育思想史研究》 
王  晨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

学刊》 
2015.01 

28 
《赫钦斯的“理解”教育观与学习型社会

建构》 

郑秀慧 

王  晨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5.05 

29 《吴式颖口述史》 
吴式颖口述，孙

益、李曙光整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04 

 

学术会议与国际交流方面 

8 月 20-21 日，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国际教育史常设会议北京

工作坊国际会议。会议主题为“十八世纪以来的东亚和‘西方’”，来自中国、德国、英国、美

国、墨西哥、新西兰、韩国、香港等八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机构的 20 多位学者参与了本次研讨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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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0日至 22日，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民国时期中国大学

学科发展史”学术研讨会。本次学术研讨会属于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近代北京

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史”的内容，由本院孙邦华教授发起和组织，汇集了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山西大学、

厦门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井

冈山大学和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等 10 多所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 50 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会

议共收到 26 篇学术论文，28 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就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学科发展史

领域中学科发展演变历程研究、系科建设问题研究和学科综合研究等多个问题进行相互交流，

并共同展望了今后对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学科发展史领域的发展前景。 

1月 16日，徐勇教授前往韩国庆熙大学参加“书院及其他古代教育机构”国际研讨会，除

主持第一场大会报告外，还发表了《传统书院的现代价值》的报告。 

11月 5至 9日，本院教授孙邦华参加在日本鸣门大学举行的第六届中日教师教育学术研讨

会，发表了《20世纪 20-30年代高师改大运动的偏误与校正》的报告。 

5月 23日，徐勇教授前往武汉大学参加第四届全国国学院院长高层论坛，在会上发表了《大

学与基础教育阶段传统文化教育的区别》的报告。 

7 月 13 日，徐勇教授在北京参加民进中央主办的 2015•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

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校教育研讨会，除主持第三小组的讨论外，还发表了《弟子规的意蕴与

意义》的报告。 

8月 20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在

首都师范大学举行，徐勇教授当选为该会会长，施克灿教授当选为副秘书长。 

10 月 10 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六届年会在河南大学举行。在会上，我校众多

的教师和学生发表了学术论文：郭法奇教授发表了《杜威的“探究”教育思想与教师教育》、施

克灿教授发表了《传统教师观的历史沿革及意义》、李子江教授发表了《扩张与转型：内战后美

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选择》、徐勇教授发表了《八股文的意义》，研究生沈一心、王聪颖、杨

帆、王琛、董国材、武雅静、吴婵也发表了论文。理事长张斌贤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秘书长

徐勇教授主持开幕式。 

10月 22日，第九届两岸四地教育史论坛在台北市立大学举行，郭法奇教授、施克灿教授、

徐勇教授前往台北参加了此次论坛，并分别做了学术报告，施克灿教授还主持了第三小组的会

议。 

12 月 12 日，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中心第二届学术年会在海南省海口市华侨中学召

开，主任委员徐勇教授以《传统文化教育：教什么？》为题作了年会主旨报告，并做大会总结

发言。 
3.2.4 教育技术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而且多年来一直保持“教育技术学”国家重

点学科的全国性领先地位。拥有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中心、“移动学习”教育部

-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教育技术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首都学习型社会研究院、教育技术国家

工程中心（学校培育中）、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培育中）等研究平台，教育技术学专业

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 863 计划课题、国家自然和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教育

科学规划项目、省部级重点项目、横向委托项目等 200 多项，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

开发署、国际劳工组织、克莱斯汀娜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微软公司、苹果公司、

Intel等国际性组织项目以及国际合作项目近 30项，跟中国移动、科大讯飞、天闻传媒、博雅

新创、诺亚舟、中海纪元等国内大型企业开展了多项产学研合作，累计项目经费近 1.2 亿元。

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创新成果和关键性技术突破，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研发基地和专家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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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学是在长期的教育积淀中，不断吸收现代教育理论与心理学理论研究成果，在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教育革新实践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门新兴应用型交叉学科，在信息与通信

技术的推动和影响下，已成为现代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历 30多年的建设，教育技术学

科在完成学校学科布局的基础上，立足学科发展前沿，深化学科内涵，使得学科发展方向更加

系统化、前沿化，学科发展具有了鲜明的特色。 

院长：武法提 

副院长：董艳、吴娟、郑勤华 

院长助理：吕巾娇 

表 35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名单（以姓名拼音为序） 

序 职称 姓名 

1 

正高 

陈  丽 

2 崔光佐 

3 何克抗 

4 黄荣怀 

5 李  芒 

6 李  崧 

7 李艳燕 

8 刘  臻 

9 刘美凤 

10 武法提 

11 杨开城 

12 余胜泉 

13 衷克定（返聘） 

14 董  艳 

15 

副高 

冯晓英 

16 傅  骞 

17 江丰光 

18 李  爽 

19 李玉顺 

20 马秀麟 

21 马  宁 

22 王  铟 

23 邬  彤 

24 吴  娟 

25 张进宝 

26 张婧婧 

27 郑  葳 

28 郑勤华 

29 周  颖 

30 赵国庆 

31 

讲师 

工程实验 

蔡  苏 

32 陈  桄 

33 陈  玲 

34 陈  青 

35 李葆萍 

36 谢  浩 

37 姚自明 

38 张京彬 

39 张志祯 

40 赵  宏 

41 郑兰琴 

42 Kirk Franklin Perris 

43 庄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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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朱京曦 

45 

工程实验 

曹良亮 

46 李  鹏 

47 潘枫（返聘） 

48 温孝东 

49 张庆利 

50 行政 吕巾娇 

【专业建设】 

科学与技术教育硕士的培养。为了进一步提升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的教学质量，聘任王铟

老师为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教学委员会主任。5月 21、22 日，第一批科学与技术教育硕士答辩。

22 名学生全部顺利毕业，其中 2 名去香港深造，剩余学生全部就业，分布在科技馆、中小学、

高职学校和公司。8 月 19 日到 22 日，我院承办了中国科协“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培养高校课

程建设研讨班”。12 月 1-2 日邀请台南大学庄宗严、吴颖沺、中国科技馆朱幼文为 2014 级科学

与技术教育硕士开题。 

 

图 1 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培养高校课程建设研讨班 

大类招生中的教育技术。从 2013年开始，教育学部进行大类招生，对于教育技术学专业是

一个重大的挑战，第一年选择教育技术学的学生只有 17 名（总数 120 多名）。从 2014 年开始，

我们为大一新生专门配备了班主任，由我院年富力强的教师担任，在新生中努力宣传，吸引更

多的学生修读教育技术学专业。14 级（30 人）的班主任为吴娟老师，15 级（40 人）的班主任

为赵国庆老师。9 月 13 日，武法提院长、董艳副院长、吴娟副院长和吕巾娇老师为 2014 级本

科生解答专业困惑。 

【实验室建设】 

 建设了科学教育实验室（演播楼 106 房间），用于科学与技术教育学生及教育技术学学生

做科学探索实验。建立了虚拟演播室，购置了一套虚拟演播室设备。 

【实践课程】 

STEM2015国际暑期学校。7月 27日至 7月 31日，教育学部 STEM 创新教学研究中心成功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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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了为期一周的 STEM2015 国际暑期学校。授课教师除了本校教育技术学院的老师外，分别有来

自美国塔夫茨大学、田纳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和专家，课程设置丰富，包含 STEM领域

的理论教学、设计环节和实践活动，内容分别涉及了 STEM 课程整合、美国 STEM 教育的案例介

绍以及 Little bits、Arduino 和 Lego EV3 在教育中的应用。由本校本科生、研究生和少数外

校学生和企业从事教育的人员组成的学员，学习过程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学习。 

创客教育暑期学校。7 月 13 日至 7 月 17 日，创客教育实验室在傅骞老师的带领下成功举

办了为期一周的暑期学校。主要内容是创意电子设计，包含理论教学、设计环节和实践活动。

学员除本校本科生、研究生和少数外校学员外，还有来自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北京四

中等外校老师。学员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完成全程的学习。开源硬件概述、创客教育的理论与实

践——Arduino创意电子制作体验、创意电子积木教学应用介绍、创意电子作品设计与分享。     

【学生实习】 

2015 级本科生见习活动。21 日参观了百度公司、拓思德公司，由吴娟老师带队；22 日参

观了中国移动教育创新中心、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公司，由傅骞老师带队，23日参观了天津

科大讯飞公司，由刘楠楠老师带队。 

全日制专业硕士“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科技场馆方向）”第二批 22 名同学 1 月到上海科

技馆、上海博物馆参观、交流。2014 级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的 22名同学，在不同的实习基地，

开展至少三个月的在岗教育实习：7-10月：中国科技馆、中国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新增实践

基地）、科普研究所（新增实践基地）、东莞科技馆、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2015 年 9

月-2016年 1 月：浙江温州中学。 

表 36  教师获奖清单 

序 奖项名称 获奖人 时间 

1 获“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终身成就奖”荣誉 何克抗 2015.05 

2 2013-2014 学年度校级优质研究生课程特等奖 刘美凤 2015.01 

3 北京师范大学钱瑗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 刘美凤 2015.07 

4 北京高校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文史类 A 组）优秀指导老师奖 刘美凤 2015 

5 《教学设计》本科教学改革示范课 刘美凤 2015 

6 《多媒体技术与网页设计》获本科教学改革示范课 马秀麟 2015 

7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奖 马秀麟 2015.12 

8 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比赛一等奖  2015.12 

9 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  2015.11 

10 教育学部优秀党员 吴  娟 2015.07 

表 37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 2015 年度项目申请清单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主持人 项目经费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知识地图在教师微培训中的实证研究 马  宁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 
智慧教室环境下协作学习的学习行为分析研究 杨开城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 

面向北京市中小学创客教育的教学体系研究——以

创意电子教育为例 
傅  骞  

教育学部自主科研基金项目 
教育国际化在中国：学生的感知、成果与期望——

以北京师范大学用英语教学的研究生学位项目为例 
陈  青 25 

教育学部自主科研基金项目 基于学习分析技术的在线交互质量评价的研究 冯晓英 15 

教育学部自主科研基金项目 学习者在线学习状态分析与可视化工具研发 郑勤华 15 

教育学部自主科研基金项目 新技术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研究——基于美国已有相

关研究的系统分析 
刘美凤 15 

教育学部学科建设综合专项

招标项目 
基于电子书包的创客教育实践研究 傅  骞 10 

教育学部学科建设综合专项

招标项目 

Research on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 Using Mobile 

Augmented Reality and Location Based Services 
蔡  苏 8 

教育学部学科建设综合专项

招标项目 
大数据与教育战略研究中心 张婧婧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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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教师发展基金项目 
基于设计的学习于科学教育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的

课堂教学应用研究 
江丰光  

北师大教师发展基金项目 不同座位型態對學生學習主動性的研究 江丰光  

表 38  教育技术学院课题会议情况 

序 时间 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参会人员 

1 01.09 

教育部-英特尔信息技术专项

科研基金项目“国际教育信息

化发展研究”专题“教育教学

模式创新国际比较”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 

张进宝、黄荣华、Demetrios 

Sampson、Will Ellis、

Kinshuk、余新、樊磊、张燕

江等 

150 人 

2 01.29 

门头沟区跨越式课题移动云

课堂项目 2014-2015 学年总

结交流会 

北京市门头沟教委会

议室 

余胜泉、马宁、任小芳、万丽

丽、门头沟区教委刘亚丽科

长、杨艳科长等 

3 03.21-24 

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二五”规

划项目课题“基于交互式电子

白板多元互动课堂的教学策

略重构”中期研讨会 

广州市绿翠现代实验

学校 

总课题组专家及 30 余所子课

题学校代表教师共 80 余人 

4 04.10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2014 年度

国家重点课题“教育信息化与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s）

战略研究”课题开题会 

北京师范大学 刘贵华、周作宇、高校代表等 

5 04.24 
“东城区平板电脑教学区域

应用研究”课题研讨会 
东城教师研修学院 

东城区教委信息办和李玉顺

博士团队 

6 06.24 

“平板电脑教学应用示范课

例观摩暨‘基于 Pad 的新型教

学方法实验研究’结题研讨

会”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

属小学 
李玉顺副教授团队 

7 06.23 上午 

教育部—英特尔信息技术专

项科研基金项目“国际教育信

息化发展研究”暨教育部哲学

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中国

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成果发

布会 

北京师范大学 黄荣怀、课题团队 

8 09.30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

划重大课题“学生网络生活方

式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结

题鉴定会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

习研究院第一会议室 

郭秀晶、崔光佐、李艳燕、中

央电化教育馆馆长王珠珠、清

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韩锡斌 

表 39  教育技术学院著作教材情况 

序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社 时间 ISBN 号 

1 

New Theory of Children’s Thinking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Kekang He springer 2015  

2 《教育技术学导论》（第二版） 

李  芒 

金  林 

郭俊杰 

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15  

3 《现代教育技术》 李  芒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5  

4 
大学思维训练课程教材《别说你懂思

维导图》 
赵国庆 

人民邮电出

版社 
2015.0 978-7-115-38705-9 

5 小学思维训练教材《思维导图》 赵国庆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5.05 978-7-303-18887-1 

6 小学思维训练教材《八大思维图示法》 赵国庆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5.05 978-7-303-18888-8 

7 《大学计算机应用教程》 
马秀麟 

邬  彤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5.08 978-7-303-19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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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超群 

王  敏 

8 
《数据分析方法及应用》（基于 Excel

和 SPSS 环境） 

马秀麟 

姚自明 

邬  彤 

王  敏 

人民邮电出

版社 
2015.04 978-7-115-39086-8 

9 
《“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

产业发展能力”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张志祯 

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15  

表 40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 2015 年度发表中文论文清单 

序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年，卷（期） 

1 陈丽;冯晓英 
学习理论的发展与网络

课程教学策略创新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1:1-8 

2 

陈丽;别敦荣;高

志敏;石伟平;穆

肃;张秀梅 

开放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专家访谈录 
江苏开放大学学报 2015,03:5-13 

3 陈丽;李秋菊 
广东开放大学学历继续

教育市场研究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15,04:1-8 

4 陈丽;宋洪鹏 

北京普通高中校长眼中

的现代学校治理体系建

设 

中小学管理 2015,03:21-23 

5 

陈丽;万芳怡;李

江;刘汉民;李丹

仪 

世界开放大学考察及广

东开放大学办学理念与

组织架构研究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15,01:12-21 

6 
陈鹏宇;冯晓英;

孙洪涛;陈丽 

在线学习环境中学习行

为对知识建构的影响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8:59-63+84 

7 冯晓英 教学设计的评述及建议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3:43-45 

8 
冯晓英;刘月;陈

显强;朱慧玲 

广东开放大学教学模式

设计研究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15,02:1-9 

9 
冯晓英;史颖;张

传俭;陈丽 

面向个性化学习支持服

务的开放大学学生模型

研究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2:19-25 

10 

高学松;段雪飞;

陈丽;李蕴铷;金

承刚;成军;范小

玲 

3008 例乙型肝炎肝硬化

患者的并发症及死因分

析 

中国肝脏病杂志(电子版) 2015,02:80-83 

11 
何伏刚;郑勤华;

陈丽 

基于联通主义的实训生

成课程开发模式构建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5,05:24-33 

12 
晋林蔚;时芝平;

郑勤华 

网络教育学生满意度的

影响因素研究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2:49-52 

13 李爽;喻忱 
远程学生学习投入评价

量表编制与应用 
开放教育研究 2015,06:62-70+103 

14 李爽;喻忱 
开放大学远程辅导活动

设计与教案撰写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3:18-25 

15 

李爽;喻忱;胡宇

霞;李忠信;乐军;

李鹏程 

广东开放大学学生支持

服务系统设计初探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15,03:1-7 

16 
李爽;张馨邈;刘

超球;王江;吴结 

广东开放大学教师队伍

建设探索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15,04:9-15 

17 
李爽;张艳霞;孙

洪涛 

支持校际协作的教师在

线专业学习社区建设策

略探索——基于国内外

实践的调查与反思 

教师教育研究 2015,04:86-92+99 

18 
李爽;张艳霞;喻

忱 

基于4C/ID模型的自主学

习活动设计及教学应用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5,05:85-93 

19 王志军;陈丽 
国际远程教育教学交互

理论研究脉络及新进展 
开放教育研究 2015,02: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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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王志军;陈丽 

联通主义学习中教学交

互研究的价值与关键问

题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5,05:47-54 

21 王志军;陈丽 
联通主义学习的教学交

互理论模型建构研究 
开放教育研究 2015,05:25-34 

22 吴亚婕;陈丽 
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结构

的分析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2:35-41 

23 
吴亚婕;赵宏;陈

丽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批判

性思维培养教学模式的

实践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5,02:76-86 

24 
吴亚婕;赵宏;李

春英;安素芳 

成人远程学习者批判性

思维水平的现状调查与

思考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4:39-46 

25 
张婧婧;李爽;陈

丽 

国际视角下我国第三代

远程教育教师角色定位

研究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3:26-32 

26 
张婧婧;许玲;郑

勤华 

中国开放教育资源研究

发展脉络探析——社会

网络分析的视角 

电化教育研究 2015,05:64-72 

27 
张婧婧;许玲;郑

勤华;曾爽 

再论开放教育资源:开放

标准与协议的现状及对

策分析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5,04:15-21 

28 
张艳霞;孙洪涛;

李爽;陈丽 

数据表征学习过程及其

应用——学习分析数据

集国际研究综述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9:85-93 

29 
赵宏;陈丽;赵玉

婷 

北京开放大学远程学习

者学习策略运用现状分

析 

中国电化教育 2015,11:77-83 

30 
赵宏;陈丽;赵玉

婷 

基于学习风格的个性化

学习策略指导系统设计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5:67-72 

31 
赵宏;赵玉婷;陈

丽 

北京开放大学远程学习

者学习风格特征及与学

习策略匹配分析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2:26-34+62 

32 
赵文涛;冯晓英;

王志军 

2002-2014 年国际远程教

育领域特尔斐法应用图

景——基于国际远程教

育核心期刊的质性元分

析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5,02:62-70 

33 
郑勤华;陈丽;许

玲 

远程教育的比较优势仍

在?——互联网时代远程

教育成本-效益的实现路

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5,02:107-117 

34 

郑勤华;陈悦;李

光先;胡宇霞;廖

桂丽;宋波 

广东开放大学潜在学习

者调查研究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15,03:8-14 

35 
郑勤华;李秋菊;

陈丽 

中国 MOOCs 教学模式调

查研究 
开放教育研究 2015,06:71-79 

36 

郑勤华;周晨晨;

刘超球;林国雄;

周凌 

广东开放大学课程建设

模式设计研究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15,02:10-16+20 

37 
武法提;黄洛颖;

邹蕊 

基于一体化思想的网络

备课系统设计 
现代教育技术 2015,09:103-109 

38 武法提;牟智佳 

交互式电子教材写作工

具的关键技术与基础技

术框架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4:61-67 

39 牟智佳;武法提 电子书包中基于学习者 电化教育研究 2015,01: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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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个性化学习资源

推荐研究 

40 牟智佳;武法提 
电子教材写作工具的交

互元件设计与功能实现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8:92-98 

41 魏雪峰;崔光佐 

“一对一”认知诊断与干

预的实证研究——以小

学数学“众数”问题为例 

现代教育技术 2015,01:32-38 

42 黄月;崔光佐 
利用认知建模深化解析

小学数学问题 
电化教育研究 2015,02:104-110 

43 
徐恩芹;徐连荣;

崔光佐 

教师远程培训中的学习

倦怠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9:28-33 

44 
徐连荣;谭伟;崔

光佐 

游戏在中学物理探究式

教学中的应用——以“斜

抛运动”为例 

现代教育技术 2015,06:58-64 

45 
包昊罡;康佳;李

艳燕;齐虎春 

基于设计的“协作-探究”

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5,06:70-78 

46 包昊罡;李艳燕 
大数据背景下学习分析

的特点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1:9-13+18 

47 
郑娅峰;黄志南;

徐唱;李艳燕 

国际翻转课堂主题结构

研究及可视化分析 
中国电化教育 2015,10:53-59 

48 

程薇;凡正成;陈

桄;张定文;黄荣

怀 

新兴技术应用于教学的

挑战思考:我们很少正视

我们失败的地方——访

国际资深教育技术学学

者迈克尔·斯佩克特教授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5,06:11-20 

49 
董艳;黄月;孙月

亚;桑国元 

校长信息化教学领导力

的内涵与结构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5,05:55-62 

50 董艳;鲁利娟 

教师 ICT 应用知觉对其

设计创新素质的影响研

究——兼论创新自我效

能感的中介作用 

远程教育杂志 2015,02:80-87 

51 黄月;董艳 

探讨认知心理学实验的

AVG 游戏设计与开发—

—以空白实验法为例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4:91-96 

52 
许如聪;董艳;鲁

利娟 

基于九因子模型的新手

教师 TPACK 知识结构分

析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5,01:98-105 

53 胡永斌;黄荣怀 

精品资源共享课的资源

建设和开放共享现状调

查——信息化促进优质

教育资源共享研究(一) 

电化教育研究 2015,02:65-70 

54 

胡永斌;张定文;

黄荣怀;李馨;赵

云建 

国际教育信息化的现状

与趋势——访新媒体联

盟 CEO 拉里·约翰逊博

士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1:1-5 

55 
黄荣怀;胡永斌;

刘晓琳 

数字教育资源的开放成

熟度模型研究——信息

化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研究(二) 

电化教育研究 2015,03:58-63 

56 

刘晓琳;胡永斌;

黄荣怀;艾雷

森·鲍威尔 

全球视野下美国 K-12 混

合与在线教育的现状与

未来——与 K-12 在线教

育国际联盟副主席艾雷

森·鲍威尔博士的学术对

话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5,01:3-11 

57 王晓晨;江绍祥; 面向智慧教室的中小学 电化教育研究 2015,09: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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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荣怀 课堂互动观察工具研究 

58 
王晓晨;杨娇;陈

桄;黄荣怀 

基于用户体验元素模型

的电子教材设计与应用

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5,10:82-87 

59 李玉顺 

区校协同视角下的“生态

化”数字校园建设与发展

——基于实践反思的数

字校园建设关键问题思

考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15,01:43-44 

60 
李玉顺;焦辰菲;

马沁妍;史鹏越 

一对一教学应用、推进策

略与阶段模型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2:78-83 

61 

李玉顺;史鹏越;

杨莹;辛雪园;桑

宇霞;马沁妍 

平板电脑教学应用及其

在我国的发展 
电化教育研究 2015,06:80-86 

62 
杨开城;许易;何

文涛 

再论教学设计理论与教

学论的关系 
电化教育研究 2015,04:5-8+27 

63 杨开城;张媛媛 
基于 IIS 图分析的教案质

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1:124-130 

64 
李波;杨开城;周

航 

基础教育领域网络虚拟

学习社区的社区粘度研

究 

互联网天地 2015,06:9-15 

65 
张进宝;黄荣怀;

经倩霞 

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

究主要结论 
世界教育信息 2015,14:23-28+50 

66 赵国庆 
“互联网+教育”:机遇挑

战与应对 
中国科技奖励 2015,08:39-41 

67 赵国庆;杨开城 
教育学要揭示什么样的

教育规律? 
现代教育技术 2015,09:25-29 

68 郑兰琴 
教学设计与实施一致性

分析的个案研究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5,03:95-103 

69 
周颖;江绍祥;张

大林 

网络游戏评价模型及指

标权重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5:62-66 

70 何克抗 

智慧教室+课堂教学结构

变革——实现教育信息

化宏伟目标的根本途径 

教育研究 2015,11:76-81+90 

71 

何克抗;余胜泉;

吴娟;马宁;陈玲;

赵兴龙;曹培杰 

通过学校自身的内涵发

展促进“教育结果公平”

的创新举措 

电化教育研究 2015,05:5-16+25 

72 何克抗 

如何认识信息技术对教

育发展具有的革命性影

响 

中国教师 2015,20:25-28. 

73 何克抗 
关于 MOOCS 的“热追

捧”与“冷思考”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7:127-148 

74 
赵可云;何克抗;

赵怀中 

区域农村小学课堂教学

信息化的设计研究——

基于甘肃省宕昌县小学

英语课堂教学信息化的

实践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5,04:50-56 

75 余胜泉 
突破与转型:数字校园及

其智慧化发展趋势 
中小学管理 2015,05:4-8 

76 余胜泉;胡翔 
STEM 教育理念与跨学

科整合模式 
开放教育研究 2015,04:13-22 

77 
余胜泉;万海鹏;

崔京菁 

基于学习元平台的生成

性课程设计与实施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6:7-16 

78 陈敏;余胜泉 

泛在学习环境下感知学

习过程情境的推荐系统

设计 

电化教育研究 2015,04:76-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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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丁国柱;余胜泉 

基于本体学习算法的学

科本体辅助构建研究—

—以学习元平台语文学

科知识本体的构建为例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3:81-89+124 

80 王志军;余胜泉 

教师团队协同教学理念

及其支撑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 

远程教育杂志 2015,01:73-79 

81 吴鹏飞;余胜泉 
语义网教育应用研究新

进展:关联数据视角 
电化教育研究 2015,07:66-72 

82 杨现民;余胜泉 
智慧教育体系架构与关

键支撑技术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1:77-84+130 

83 
万海鹏;李威;余

胜泉 

大规模开放课程的知识

地图分析——以学习元

平台为例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5:30-39 

84 李葆萍 

智慧教室中影响教师创

新教学方法选择的因素

探究 

教师教育研究 2015,03:50-55+35 

85 
李葆萍;傅骞;淮

瑞英;梁安安 

1 对 1 学习环境中的师生

感知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5,11:110-115 

86 钟伟;吴娟;陈露 

基于学习元平台的师生

共读活动之社会网络分

析和内容分析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5,01:52-59 

87 傅  骞 
基于“中国创造”的创客

教育支持生态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5,11:6-12 

88 
王辞晓;傅骞;杨

思思 

创客视野下的创意电子

课程设计研究 
现代教育技术 2015,10:106-112 

89 孙立会;李芒 
日本教育工学理论体系

构建理路及启示 
中国电化教育 2015,09:1-6+16 

90 
蔡旻君;李小涛;

李芒 

教育技术生态观:目的、定

位及意义 
中国电化教育 2015,11:13-17+27 

91 田兰;张志祯 
教师专业眼光的内涵与

发展途径 
当代教师教育 2015,01:35-40 

92 
田兰;张志祯;陈

玉姣 

视频促进师范生微格教

学反思效果研究 
现代教育技术 2015,10:54-60 

93 马思源;王铟 
新加坡华文报纸中的中

国国家形象 
新闻研究导刊 2015,09:198-199 

94 马思源;王铟 
近三年大陆新闻传播领

域框架理论研究综述 
东南传播 2015,06:21-23 

95 刘美凤;吕巾娇 

尹俊华先生口述史——

谈我国教育技术学学科

的开创 

中国电化教育 2015,12:1-6 

96 
张梅琳;刘美凤;

董丽丽 

小学科学课程科学态度

教学的课程目标设计初

探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15,08:107-111 

97 马晓玲;刘美凤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教学系统”专业课程设

置研究 

高教探索 2015,11:70-74 

98 方圆媛;刘美凤 

美国 35 所高校教育技术

系(专业)绩效技术课程内

容研究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5,05:76-83 

99 方圆媛,刘美凤 

美国高校绩效技术人才

培养特色及启示——以

博伊西州立大学组织绩

效与工作场所学习系为

例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5,06:62-69. 

100 董丽丽;吕巾娇; 教育技术领域的基本问 开放教育研究 2015,05: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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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美凤 题与未来走向——

2014-2015 年美国教育传

播与技术学专家视点述

评 

101 
宋畅;李秋菊;陈

悦;刘月;江丰光 

未来学习空间应用效果

评价 —以北京师范大学

未来学习体验中心为例 

开放教育研究 2015,6:39-52 

102 
江丰光、王丹、

林群、曾繁博 

多媒体学习理论视角下

英语多媒体学习资源设

计框架——基于学龄前

儿童英语听说 APP 的实

证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5,12:12-17+25 

103 
马秀麟;邬彤;刘

立超 

计算思维——思维能力

培养与信息技术基础课

教学的融合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15,02:22-25 

104 
马秀麟;吴丽娜;

毛荷 

翻转课堂教学活动的组

织及其教学策略的研究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15-11-05 

105 
马秀麟;岳超群;

蒋珊珊 

大数据时代网络学习资

源组织策略的探索 
现代教育技术 2015,07:82-87 

106 
汪玲玲;陈平;辛

涛;衷克定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认知

诊断计算机化自适应测

验实现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5,02:206-211 

107 衷克定 

论大学计算机课程计算

思维能力培养的人本位

回归 

中国大学教学 2015,07:51-55+84 

108 
孙秋瑞;陈平;鲁

学亮;刘臻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校

校务管理数据决策分析

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5,S1:481-488+508 

109 
刘臻;周靖;赵子

莹 

信息化环境下的大学生

校园行为时空特征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5,06:126-133 

 

【外文论文】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 2015年度发表外文论文清单： 

1.Zhong Keding ,li Nan, A Correlativ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wareness i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Its Impact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Emerging 

Issues in Smart Learning, Springer ISSN 2196-4963 ISSN 2196-4971 (electronic)、ISBN 

978-3-662-44187-9、 ISBN 978-3-662-44188-6 (eBook)、DOI 10.1007/978-3-662-44188-6 

2.Zhang, J., Perris, K., Zheng, Q., Chen, L. (2015), Public Response to “the MOOC 

Movement” in China: Examining the Time Series of Microblogging,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ributed Learning, 16(5), pp. 144 – 160  （SSCI） 

3.Skryabin, M., Zhang, J., Liu, L., Zhang, D. (2015). How the ICT development level 

and usage influence student achievement in read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uters 

& Education, 85, pp. 49-58  （SSCI） 

4.Sun, M., & Chiang, F.-K. (2015). Book review: Active Learning Spaces: New 

Direc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Author: Paul Baepler et 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18 (2), 394-396 (SSCI) Impact Factor: 1,376 

5.Dong, Y., Liang, J. C., Yu, Y. Y., Wu, J. C., & Tsai, C. C. (

2015).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episte

mic beliefs and their judgmental standards of searching for literatur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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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ine: undergraduate versus graduate comparisons.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

ronments, 23(2) 250-266(17).  [SSCI] 

6.Dong, Y., Chai, C.S., Sang G.Y.*, Koh, & Tsai, C.C.(2015), Explori

ng the Profiles and Interplays of Pre-service and In-service Teacher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in Chin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SSCI]  

 

【会议论文】 

1.Zhang, J., Skryabin, M. (2015). Exploring Forum Dynamics in a Chinese MOOC: A 

Longitudinal Probabilistic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Hangzhou, China 

2.Zhang, J. (2015). The Challenge of Engaging in MOOCs: Chinese Student Perceptions 

of Participating in a First Chinese MOOC, 29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Association of Open Universities, Kuala Lumpur, Malaysia 

3.Zhang, J. (2015). Understanding Social Learning in MOOC Forums, BeSeTo Symposium, 

Tri-nation Conference, Soul, South Korea 

4.Zhang, J., Perris, K., Zheng, Q., Chen, L. (2015). Mining Microblogging Data to 

Assess Public Response to MOOCs in China. 26th ICDE Conference, Sun City, South Africa 

5.Perris, K., Zhang, J. (2015). MOOCs for Skill Development: A Policy Framework 

for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26
th
 ICDE Conference, Sun City, South Africa 

6.BoShuang Dun, Chang Xu, LiJuan Lu, Feng-Kuang Chiang* (2015). A Case Study on 

the Problem Representation of College Science Students in the Lego Building Process. 

Proceedings of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China: 

Asia-Pacific Society for Computers in Education，Nov. 30, - Dec. 4, 2015，

HangZhou, China. （EI）  

7.Xintong Wang, Fengkuang Chiang, Jiangeng Lin, Yang Bai. (2015). Integrating 

Collaborative Computer Graphics into Classical Poem Instruction.  E-Learn 2015 -- 

World Conference on E-Learning. Hawaii, United States, October 19-22, 2015.  

8.Yeyu Wang, Xiuhan Wu, Luying Xiong and Feng-Kuang Chiang*. (2015).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n Educational App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China: Asia-Pacific 

Society for Computers in Education，Nov. 30, - Dec. 4, 2015，HangZhou, China. （EI）  

9.Hai-Peng Wa, Sheng-Quan Yu, Jing-Jing Cui, Feng-Kuang Chiang. (2015).An 

Innovative Model of English Collaborative Reading on EFL Graduate Students.Proceedings 

of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China: Asia-Pacific 

Society for Computers in Education，Nov. 30, - Dec. 4, 2015，HangZhou, China. （EI）  

10.Shan Li, Juan, Zheng, Feng-Kuang Chiang. (2015).How to assess and stimulate 

teachers from China’s poor districts in their onlin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Proceedings of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China: Asia-Pacific Society for Computers in Education，Nov. 30, - Dec. 4, 2015，HangZhou, 

China. （EI） 

11.Yana Jiang, Fengkuang Chiang (2015). Integrating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into Campus Culture.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arning in the Workplace 2015, 

June 10th-12th, New York, N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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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Qianxia Jing, Lingyu Yang, Menglu Jiang, Ruiying Huai, Feng-Kuang Chiang. (2015). 

A case study on LEGO activity in physics class: taking the “rotational kinetic energy” 

for example. The 15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Learning Technologies 

(ICALT2015). Jul. 6-9, 2015 Hwa-Lian, Taiwan. [EI] 

13.Zhang Yun, Liang Anan, Sun Huiping, Liu Lan, Chiang Fengkuang. (2015). The design 

research of informal learning space in future-Constructing the "Smart Spac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K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mart Education and 

e-Learning (SEEL-15). Sorrento Palace, Italy 17-19 June 2015. 

14.余胜泉、任娜、江丰光(2015)。协同知识建构无缝学习空间研究。全球华人电脑教育应

用大会(GCCCE2015) 2015 年 5月 25日- 5月 29日。台湾。 

15.万丽丽,郑晓霞,潘升,江丰光(2015). 基于乐高积木搭建的大学生合作行为个案研究。

2015 全球华人电脑教育应用大会(GCCCE2015) 2015 年 5月 25日- 5月 29日。台湾。  

16.谢敏漪、秦练、周鹏琴、喻忱、江丰光(2015). 非正式学习网络论坛中的知识建构——

以北师大蛋蛋网为例。2015 全球华人电脑教育应用大会(GCCCE2015) 2015 年 5月 25日- 5月

29 日。台湾。 

17.钱春兰、毛荷、康佳、齐虎春、江丰光 (2015). CIPP模式下的乐高课程教学评价与分

析 ——以《智能机器人科技创新实践课程》为例.2015 全球华人电脑教育应用大会(GCCCE2015) 

2015 年 5月 25日- 5月 29日。台湾。 

18.陈晨、汪丹、张莹莹 、江丰光(2015)。基于智能语音评测技术的“英语流利说”APP

对英语发音练习效果研究。2015全球华人电脑教育应用大会(GCCCE2015) 2015 年 5月 25日- 5

月 29日。台湾。 

19.张志祯，田兰. Pre-service Teacher’s Performance and Percep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Lesson Analysis Activity in an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Course. AECT，

2015. 

表 41  教育技术学院发表报纸文章情况 

序 作者 文章题目 报纸名称 时间 

1 李  芒 
从考试至上主义向重视学生主体性转变—

—中国教育改革的现状与课题 

朝日新闻网络版——

WEBRONZA—global 

press 

 

2 赵国庆 找准劳动和教育的结合点 光明日报 2015.08.06 

3 赵国庆 联网+教育” 光明日报 2015.06.09 

4 
黄  蔚 

张进宝 
国际教育信息化翻开新的一页 中国教育报 2015.06.16 

5 马秀麟 高校学生逃课现象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11.19 

6 马秀麟 精心设计“翻转课堂”教学环节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07.09 

7 马秀麟 尚不能取代传统课堂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04.22 

 

【机构设立】 

3 月 18 日，“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成立仪式暨“2015 智慧城市与智慧学习高层

论坛”在京举行。研究院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成立，旨在汇聚全中国、

全世界的智慧之源，专家之源，共同打造中国教育的未来。未来，将致力于推动我国教育信息

化，尤其是通过教育信息化为教育质量、教育公平的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获批首批 13 个北京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筹建“未来教育”高精

尖创新中心，依托教育技术学院。中心的核心任务是研发基于大数据的智能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形成师生可实际获得的教育服务超市，创新移动互联时代的教育公共服务模式。中心的研究工

作将推进北京教育公共服务从数字化转型到智能化，助力构建北京（世界城市）教育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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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支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的教育梦实现。 

【学术会议】 

表 42  教育技术学院 2015 年度组织学术会议清单 

序 时间 会议地点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1 04.10 北京师范大学 MOOCs 发展战略高端论坛  

2 04.10 北京师范大学 
学习活动创新设计及应用国际研

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信息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3 04.26-28 北京大兴 
第五届全国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

学术交流暨技术发展展示大会 

教育技术学院、“移动学

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

合实验室一起主办，北京

市大兴区教师进修学校

承办 

4 04.30 天津市和平区 创建智慧教育示范区高端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

研究院 

5 05.17 北京师范大学 中小学生在线学习发展研讨会 

“视像中国”远程教育发

展中心和北京数字学校

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技术学院承办 

6 07.04 北京师范大学 “知识建构”主题学术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

技术研究所 

7 07.16-18 北京师范大学 
第四届全国思维教学年会

（NCTT2015）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

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思维训练研究中

心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第

三附属中学承办，中华教

育改进社与京师未名思

维教育研究院协办。 

8 08.12 
贵州省黔南州福

泉市 

福泉市智慧教育试验区启动大会

暨区域间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研讨

会 

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人

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智

慧学习研究院 

9 09.20 北京 
《2015 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

书》发布会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

研究院 

10 11.14-16 北京师范大学 
视像中国第八届远程教育年会暨

在线课程建设培训 

“视像中国远程教育发

展中心”主办，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承办 

11 12.20 北京师范大学 
“互联网+教育”的变革路径之开

放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

高精尖创新中心；友成企

业家扶贫基金会常青基

金 

表 43  教育技术学院 2015 年度组织学术讲座活动清单 

序 讲座时间 讲座名称 报告人 来源 

1 2015.04.09 全球视野下的学习设计发展趋势 Michael Spector 北德克赛斯大学 

2 2015.05.05-08 TPACK 与 21 世纪学习及环境 蔡敬新 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 

3 2015.05.05-08 知识创造技术，教师准备与发展 洪煌尧 台湾政治大学 

4 2015.05.25 韩国绩效技术的发展趋势 宋海德 韩国中央大学 

5 2015.06.04 数字教育引擎助力智慧教育 毛新生 网龙网络公司 

6 2015.06.17 企业价值提升策略及案例分析 黄博文 北京博志成集团 

7 2015.07.07 

Specifying a Learning 

Analytics Framework to Impact 

Student Learning 

Tristan E. 

Johns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杂志

主编 

8 2015.10.19 在课堂外的科学教育 严晓梅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 

9 2015.10.27 量化研究的数据分析与规范 梁至中 台湾科技大学 

10 2015.10.29 
SSCI 期刊论文发表分析与投稿写

作分享 
蔡今中 台湾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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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5.12.03 研究生如何做研究 庄宗严 台南大学 

12 2015.12.03 专题研究之设计与期许 庄宗严 台南大学 

13 2015.12.18 “三个训练有素”与科学秀 
李志明 

潘晓蕾 
广东省东莞科技馆 

表 44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 2015 年度出境访学情况 

序 教师 时间 国家/地区 学校 

1 蔡  苏 2015.03-2016.03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2 马  宁 2015.09-2016.09 英国 
伦敦教育学院 

文化传播与媒体系伦敦知识实验室 

3 陈  桄 2015.07-2016.07 加拿大 阿萨巴斯卡大学 

4 李  爽 2015.09-2016.03 香港 香港公开大学 

表 45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 2015 年度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序 时间 人员 会议地点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1 05.25-29 

何克抗 

余胜泉 

吴  娟 

马  宁 

李葆萍 

台北 
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

用大会（GCCCE）2015 

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

用学会 

2 10.26-11.02 李玉顺 美国缅因州 创新学习研讨会 苹果公司 

3 11.03-07 

刘美凤 

张志祯 

蔡  苏 

美国印第安纳 AECT2015 年会 
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

会 

4 11.03 张志祯 美国印第安纳 

Video-based Pedagogical 

Strategies in Teacher 

Education.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

明顿分校教育学院教学

系统技术系. 

5 11.30-12.04 

武法提 

周  颖 

江丰光 

李葆萍 

杭州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ICCE2015) 

亚太计算机教育协会 

表 46  教育技术学院学生获奖情况 

序 时间 奖项 获奖者 

1 2015 
第 12 届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大赛大学常规组

第七名 
教育技术学院代表队 

2 2015.10-12 第六届知行奖学金 

本科生： 
李  茜（2012 级，女）；刘恩睿

（2012 级，男）； 
张映迪（2012 级，女）；王烨宇

（2013 级，女）； 
孙  健（2014 级，女）；张媛媛

（2014 级，女） 
硕士生： 

陈  露（2013 级，女）；蒋亚娜
（2013 级，女）； 

凡正成（2014 级，男）； 王  丹
（2014 级，女）； 

魏翠钗（2014 级，女）； 王  蕾
（2014 级，女）； 

王丽丽（2014 级，女）； 张艺
馨（2014 级，女）； 

胡皎璐（2014 级，女） 

 

3 2015.12 
北京师范大学第十六届“十佳大学生”荣誉

称号 
马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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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育技术学院代表队荣获 12 届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大赛大学常规组第七名 

【出境学习】 

台湾台南大学交换学习。选派 4 名本科生赴台湾台南大学交换学习：杨阳（2013级，女），

陈苗（2013级，女）周奇，杨阳，陈苗，吕倩如，周奇（2013级，男）；吕倩如（2014级，女）。 

研究生短期出境学习。2015 年 5月，教育技术学院获批“教育技术国际能力提升项目”50

万，资助了 5名博士生和 5名硕士生出境访学，资助了 15名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表 47  教育技术学院 2015 年博士短期出境访学清单 

序 姓名 性别 年级 导师 境外学校 境外导师 

1 谢  洵 女 2014 陈  丽 南密西西比大学 王淑燕 

2 张  琪 男 2014 武法提 阿萨巴斯卡大学 Kinshuk 

3 汪晓凤 女 2013 余胜泉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

分校 
张建伟 

4 程  薇 女 2012 黄荣怀 台湾师范大学 
 

Tzu-Chien Liu  

5 徐连荣 男 2012 崔光佐 台湾师范大学 
 
Tzu-Chien Liu  

表 48  教育技术学院 2015 年硕士短期出境访学清单 

序 姓名 性别 年级 导师 境外学校 境外导师 

1 于  畅 女 2013 陈  丽 南密西西比大学 Shuyan wang 

2 邹  蕊 女 2013 武法提 阿萨巴斯卡大学 Kinshuk 

3 包昊罡 男 2013 李艳燕 阿萨巴斯卡大学 Kinshuk 

4 蒋亚娜 女 2013 江丰光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杨春生 

5 张  韵 女 2014 李  芒 台湾科技大学 蔡今中 

表 49  教育技术学院 2015 年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清单 

序 时间 人员 会议地点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1 05.25-29 

陈玉娇、田兰、张静园、邹蕊、

杨振涛、王丹、宋畅、黄志南、

史鹏越、包昊罡、陈露、淮瑞

台北 

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

应用大会（GCCCE）

2015 

全球华人计算机

教育应用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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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阚莹莹、谢敏漪、梁安安、

陈晨、万海鹏、万丽丽 

2 07.06-09 程  薇 台湾 

The 15th IEEE Internati

onal Conference on Adv

anced Learning 

Technologies-ICALT20

15 

台湾大学和台湾

师大 

3 09.21-27 张琪、刘晓琳、郑亚峰 
罗马尼亚

希尼亚 
第二届智慧教育会议 

University of 

Craiova 

4 
11.30-12.

04 
吴秀菡、王烨宇、熊潞颖 杭州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ICCE2015) 

亚太计算机教育

协会 

另外，还有一些学生个人申请到境外学习：李佳燊同学申请到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商学院（Haskayne school of business），学习 management system in business，

学习时间为 2015.9 至 2015.12。 

大学生创新领导力海外研修计划。杨玲玉同学 2015.8.10-2015.8.23 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参与大学生创新领导力海外研修计划。宋畅同学 2015.7.24-8.7，参加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

和旧金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游学，学习以“全球商业领导力”为主题的系列课程，参观硅谷

知名企业，参加“全球商业计划大赛”，并考察美国加州文化。 

【科研项目】 

表 50  教育技术学院 2015 年度学生申请的科研项目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主持人 年级 

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 blockly 的小学游戏化编程课程的设计与开发 蒋  琪 13 本 

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知识检索与推荐系统的设计与

开发 
陆星儿 13 本 

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 基于移动平台的儿童安全教育 AVG 的设计与开发 胡丹妮 13 本 

北京市级本科生科研基金 自然交互游戏改善自闭症儿童认知及精细动作研究 陈  苗 13 本 

学校本科生科研基金 
小学 3D 打印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基于学生创造力培

养的角度 
郭幸君 13 本 

学校本科生科研基金 基于任务的英语移动学习软件设计模式分析和开发研究 汤筱玙 14 本 

学校本科生科研基金 
乐高教具于初中物理创新课堂教学实施与效果验证——以

力与机械单元为例 
刁诗哲 14 本 

学校本科生科研基金 
基于 iBeacon 技术与微信“摇一摇-周边”功能的校园信息服

务系统 
吕倩如 14 本 

教育学部科研基金 教师移动备课 app 工具设计与应用研究 顿卜双 14 硕 

教育学部科研基金 
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备课系统中学习分析工具的设计与实

现路径 
杨玲玉 14 硕 

教育学部科研基金 
网络协同备课的个性化推荐系统设计和应用——以学习元

平台为例 
汪  丹 14 硕 

教育学部科研基金 教学方案与教学行动学习焦点转移一致性的研究 孙会平 14 硕 

教育学部科研基金 基于移动平台的植物学习认知导师工具的设计与开发 宣津丽 15 硕 

教育学部科研基金 
语文学科师范生 TPACK 知识的实证研究——基于师范生信

息化教学技能的培养 
陈丽竹 15 硕 

教育学部科研基金 
基于 LEGO StoryStarter的情景化写作活动对学生英语写作能

力的影响研究 
张莹莹 14 硕 

教育学部科研基金 学习分析视角下的临场感评价模型设计 刘  月 14 硕 

教育学部科研基金 北京市中小学基于创客空间的创新教育活动实施策略研究 经倩霞 14 硕 

教育学部科研基金 高校师范生科学与技术素养对其创新力的影响研究 李坊慧 15 硕 

教育学部科研基金 教育学部教学教务信息类型与网络传播方式研究 解博超 15 硕 

教育学部科研基金 
泛在环境下自适应在线学习模型的设计与实现-以学习元平

台为例 
万海鹏 14 博 

教育学部科研基金 网络学习空间支持基础教育教学方式创新的有效应用研究 刘晓琳 14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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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科研基金 在线协作学习过程的自动化分析及可视化研究 郑娅峰 14 博 

【班主任】 

为学院各班级配备了由我院专职教师担任的班主任。 

本科生：张婧婧（2012级）、吴娟（2013 级、2014 级）、赵国庆（2015级） 

研究生：教育技术学，李艳燕（2013 级）、马宁（2014 级）、陈玲（2015级） 

        科学与技术教育，傅骞（2014 级）、郑兰琴（2015级） 

【离退休教师】 

4月 13日下午，教育技术学院举行了潘枫老师退休欢送会。李雪莲副书记代表学部出席了

欢送会，武法提院长，董艳副院长、吴娟以及其他十多名教师代表和三名学生代表参加欢送会。 

 

图 3  潘枫老师退休欢送会现场 

启动教育技术学学科史撰写工作。陆续召开了启动会、讨论会、集中访谈、单独访谈、资

料整理、撰写文档等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初稿。 

   
图 4  访谈杨圭南、乌美娜、沈绮云老师（采访人：王铟、马宁）;访谈唐玲、爨德玉、李秀兰老师（采访人：陈青、

董艳） 

3.2.5 教育管理学院 
教育管理学院始建于 1981 年，初为高等学校干部进修班，1985 年 6 月正式建院。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69 

 

是全国最早设立教育管理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单位之一，承担着博士生、硕士生、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本科生以及访问学者的教学与培养任务，2007 年学院建设的教育管理学科同教

育经济学一同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教育行政与政策、教育组织与领导、

中小学管理、学校发展与评估等。 

院  长：鲍传友 

副院长：余  凯  朱志勇 

表 51  教育管理学院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序 职称 姓名 

1 

正高 

蔡永红 

2 程凤春 

3 楚江亭 

4 楮宏启 

5 毛亚庆 

6 苏君阳 

7 张东娇 

8 张新平 

9 朱志勇 

10 余  凯 

11 

副高 

鲍传友 

12 楚红丽 

13 向蓓莉 

14 姚计海 

15 赵德成 

16 徐志勇 

17 

讲师 

贾雷霞（病休） 

18 沈  立 

19 王  熙 

20 赵树贤 

21 于洪霞 

（一）教学工作 

1.完成教育管理案例编写建设，启动精品课程建设工程 

按照学院既有部署，完成教育管理案例编写，精选部分案例进行试教学，在学生反馈基础

上进一步进行完善写作标准并参照进行修改；参考北京市和教育部精品课程建设的评审要求，

启动精品课程建设，明确精品课程建设的规划和推进时间表。  

2.推进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方式改革 

通过教学专题会议研讨教育管理专业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方式改革；结合试点学院招生制度

改革，做好学术型研究生的招生改革，提高命题和面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加大培养方式改革，

完成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课程计划的修订，充分突出教育管理学的学科特点。 

3.加强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 

按照学院出台的有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建议，重点做好学术型研究生基本学术素养和科

研能力培养工作，强化国际化视野和实践意识；规范学术型研究生常规管理和教学服务工作，

重点抓好导师指导工作，确保学术型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探索研究生论文预答辩和匿名评审

等制度，争取有所突破。 

4.做好专业硕士生培养工作 

积极配合研究生院和教育学部，做好专业硕士的招生、教学和管理工作，特别是加强对专

业硕士的导师管理和论文指导工作，提高专业硕士的培养质量。 

5.完成学院招生宣传手册的编制 

按照学部统一要求，加大招生宣传力度，编制完成招生宣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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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开展本科四年一贯制见习工作 

首次开展了本科四年一贯制见习工作，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7.建设教育管理实践基地 

根据教育管理学科的综合性和实践性特点，安排建设了教育管理实践基地，召开实践基地

建设工作会议，聘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较高的一线校长和教师参与学院教学和见习实

习指导工作。12 月 30 日召开了各实践基地建设研讨会，听取所有参与实习基地建设的单位和

本科实习生实习情况的汇报，对进一步提高实习质量，加强学院与实习基地的合作提出了很多

好的建议。 

 

图 5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实践基地建设研讨会 

8.支持教师工作坊工作 

加强教师横向交流，出台政策鼓励教师和其指导的研究生开展联合工作坊工作，目前已经

连续四年开展活动，成为教育管理学院人才培养的品牌活动。 

（二）科研工作 

1.科研立项情况 

目前学院在研项目共 109项，2015年新进科研项目 20项，其中纵向 5 项，横向 13项，学

部项目 3项；总经费 700万，其中纵向 63万，横向 566 万，学部项目 71万。 

表 52  教育管理学院 2015 年教师纵向项目立项课题一览表 

姓名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立项时间 
经费（万

元） 

是否是

主持人 

蔡永红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薪酬水平研究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

课题 
2015.06 15 万 是 

余  凯 
中小学党组织负责人管理办法制

订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15.08 8 万 是 

苏君阳 
教育信息化在教育现代化中的作

用 
教育部科技司 2015.03 15 万 是 

楚江亭 社会实践理论视野中的大学生焦 北京十一五教育科学 2015.03 5 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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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问题研究 规划课题 

于洪霞 
生命周期偏误与非长期面板数据

条件下的教育收益率估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青年项目 
2015.01 20 万 是 

表 53  教育管理学院 2015 年教师横向项目立项课题一览表 

姓名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立项时间 
经费（万

元） 

是否是

主持人 

苏君阳 

小学科学教材编撰 科学出版社 2015 20 万 是 

房山区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制

定 
房山区教委 2015 40 万 是 

洛阳市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制

定 
洛阳市教委 2015 40 万 是 

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与教学领

导力的提升 
顺义区教委 2014 20 万 是 

徐志勇 

沈阳市杨士小学文化建设项目 沈阳市杨士小学 2014.05-2015.05 12 万 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教育中

心规划研究 
国家发改委社发所 2015.04-2015.09 12.5 万 是 

姚计海 
丰台区“十三五”教师队伍建设

规划调研项目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委

员会 
2015.04 9.6 万 是 

 
怀柔区桥梓小学教师发展支持

计划 
北京怀柔区桥梓小学 2015.04 3 万 是 

赵德成 
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教育质量

提升 
新疆巴州石油一中 2014.09 110．5 万 是 

楚江亭 

特色幼儿园创建于教师专业成

长 
北京丰台第六幼儿园 2015.03 36 万 是 

特色学校创建与高效教学 河南荥阳第三小学 2015.03 30 万 是 

鲍传友 

北京市大兴区十三五教育规划 
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

员会 
2015.06 90 万 是 

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校文化与

特色建设 
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 2015.06 10 万 是 

 

2.科研活动 

（1）学院例会的学术交流，每月一次基本正常举行。 

（2）学院 11位师生参加了在大连召开的 14 届教育管理学科学术委员会。 

（3）学院部分老师参加了 2015年 4月培训学院组织的全国卓越校长论坛研讨活动。 

（4）学院拨出专项经费用于支持学生课题研究，提高学生研究能力，并组织了本硕博课题

申报、评审、开题和答辩活动，本年度本硕博课题共 8 项（本科 3 项，硕士 3 项，博士 2 项），

顺利结项。 

3.科研产出 

（1）全院老师发表文章 73 篇，其中中文文章 69篇（CSSCI 文章 20 篇），英文文章 4 篇。 

（2）出版著作 14本，其中英文著作 3 本，中文著作 11本。 

（3）研究咨询报告 3篇 

表 54  教育管理学院 2015 年教师发表文章一览表 

姓名 文章 期刊 时间 本人排序 

王  熙 

试论作为“国家工程”的价值观教育 教育学报 2015.02 独立 

国际教育的全球化陷阱 教育学报 2015.05 第一 

西方价值教育的四种取向 上海教育科研 2015.10 第二 

程凤春 从基础教育的未来走向看教师的职业素养 中国教师 2015.16 独立 

赵树贤 
如何实施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校本管理?——以

北京顺义三中的实践经验为例 
中小学管理 2015.04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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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江亭 

问题与反思: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制定与实施 
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学报 
2015.08. 第一 

风险社会视野中大学生自杀意念问题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01. 第一 

认知“镜像”与教育管理——拉康镜像理论解

读及启示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5.04 第一 

向蓓莉 

教育研究共同体：我的比较教育学价值判断与

人生 
中国教师 2015（5-上） 第一 

教育研究共同体与大学精神 中国教师 2015（3-上） 第一 

行动研究：脉络、结盟与改进——记 2010 年台

湾行动研究之旅 
基础教育课程 2015（5-上） 第一 

余  凯 

从“何以领导”到“为何领导”：新世纪以来西

方教育领导理论研究的转向 
中小学管理 2014.11.01 第一 

网络时代中小学校长的社交媒体素养 中小学管理 2015.03.01 第一 

海斯：探索“挣脱牢笼的领导力” 中小学管理 2015.08.01 第一 

学校的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循环理论：道克尔

《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读后记 
中小学管理 2015.11.01 第一 

Motivation and Eng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and China: Testing 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Journal of 

Psychoeducation

al Assessment 

Vol. 33, 

No.2, 
第二 

张新平 

对义务教育优质学校及其建设路径的几点思考 教育研究 2015.04.01 独立 

重思案例教学的知识观、师生观与教学观 高等教育研究 2015.11.01 第一 

从校长喊“忙”说到校长的办学自主权 教育视界 2015.03.01 独立 

中小学校长：从问题解决者转向欣赏型领导者 中小学管理 2015.04 独立 

义务教育优质学校办学标准：目的与维度 中小学管理 2015.07 第一 

优质学校的内涵重思与新路径选择 学校品牌管理 2015.05 第一 

标准化建设能否拯救乡村学校 中国教育报 2015.11.20 独立 

追寻教育理想 展现理性思考——满建宇校长

《心灵的救赎》评介 
中小学管理 2015.06 独立 

序：  从问题诊断解决者转向欣赏型管理领导

者 
黄河出版社 2015.02 独立 

School Principals: Problem Solvers & 

Appreciative Leaders 

Education as 

Social 

Construction:Co

ntributions to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Aug-15 独立 

楚红丽 
学校教育评价的困境与出路：工具的价值与价

值的工具 
煤炭高等教育 2015.10 第一 

毛亚庆 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必须调整的三个方面 光明日报 14 版 2015.05.05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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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校长教育观系列一：新常态下的教

育立场：从“观物” 到“观人”  
中国教育报 

2015.10.23

第 7 版 
第一 

新常态下的校长教育观系列二：新常态下的教

育质量观：外在走向内涵  
中国教育报 

2015.10.29

第 7 版 
第一 

新常态下的校长教育观系列三：新常态下的教

育质量观：从物本到人本 
中国教育报 

2015.11.19

第 7 版 
第一 

新常态下的校长教育观系列四：新常态下校长

的新学校观：从旧“三观”到新“三观” 
中国教育报 

2015.11.26

第 7 版 
第一 

寄宿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实证研究：基

于 11 省市的实证数据 
教育学报 2015.05 第二 

“管办评”分离应处理好三个关系 中国教师 2015.07 第一 

沈  立 
儿童食育教室的设计理念与功能 早期教育 2015.02 第一 

儿童食育教室的设计理念与功能 幼儿教育导读 2015.09 第一 

苏君阳 

学生参与对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伦理意义  教育学术月刊 2015.02.15 第二 

论课堂教学中学生话语参与的内涵及其实现途

径——基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视域 

河北师范大学学

报(教育科学版) 
2015.05.15 第二 

走向现代教育治理的教育管理权力重构 现代教育管理 2015.05.15 第二 

交往理性视域下学生课堂参与的内涵及其实现

途径 
现代中小学教育 2015.07.20 第二 

非正式教育制度与正式教育制度的冲突——基

于我国当前教育改革实践的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07.25 第一 

“四全理念”:学校德育工作新思路     

 

中小学管理 

 

2015.08.05 第一 

做好管理者与专业无关 中国教师报 2015.01.07 独立 

关注决策与执行的细节 中国教师报 2015.08.12 独立 

校长的魅力来自领导力  中国教师报 2015.09.23 独立 

于洪霞 

生命周期偏误、终身收入与中国教育收益率的

估计 
管理世界 2014.12.01 第一 

生命周期中教育收益率变动轨迹分析 统计研究 2015.05.01 第一 

张东娇 

“逻辑难自洽”  “概念不操作”  “说做两

张皮”  学校文化建设三大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中小学管理 

 

2015.01  

论学校文化与校长领导力 教育科学 2015.01  

学校文化示范校建设指标体系学理解读与评估

应用 
教育科学研究 2015.02  

我们的教育哲学老师 中国教师 2015.02  

学校变革压力、机制与能力建设策略 教育研究 2015.1  

坚持简单  应对复杂 比较教育研究 2015.11  

赵德成 
把脉中小学绩效考核：绩效管理的视角 中国教育学刊 2015.08 第二 

用数据说话：提高学校诊断的科学性与有用性 中小学管理 2015.12 第一 

朱志勇 香港地区教育博士项目制度改革的动因及其历 全球教育展望 2015.11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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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择校是否会影响学生的个人成长：基于同伴视

角的个案研究 
教育学术月刊 2015.06 第二 

“离开象牙塔”：弹性学制下研究生提前毕业个

案研究 
高等教育评论 2015.06 通讯作者 

教师“自我研究”的何为与何能：兼评《教师

的自我研究》 
教师教育研究 2015.07 第二 

远程教育教师角色认同理论及研究综述 职教论坛 2015.06 第二 

Role-Playing and Role Interaction: A Case 

Study of Teachers' Roles at ZG Open 

University in China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14.12 通讯作者 

Series Editor: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in China 
   

蔡永红 

教师薪酬满意及其对教师绩效的影响 教育发展研究 2015.09.25 第二 

小学教师教学专长的构成研究 教育学报 2015.02.25 第一 

从美国教师流动激励政策看我国城市薄弱学校

的改进 
比较教育研究 2014.12.10 第一 

鲍传友 

小学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状况及其改进——以

北京市公办小学为例 
教育科学研究 2015.03.10 第一 

新型UDS合作:推进区域教育综合改革的探索—

—以北京市顺义区城乡联动教育综合改革项目

为例 

中小学管理 2015.09.05 独立 

学校治理需要理顺管理主体的权力关系 中国教师 2015.05.01 独立 

办有孩子味道的学校——学校文化建设要重视

学生体验 
基础教育论坛 2015.06.21 独立 

校长办学从思考开始——白纯舵《校长思维》

评介 
中小学管理 2015.04.05 独立 

办有孩子味道的学校 中国教育报 2015.03.05 独立 

“校长上课”需因校制宜 中国教育报 2015.10.01 第一 

重构学校治理权力关系 中国教育报 2015.10.29 独立 

表 55  教育管理学院 2015 年教师出版著作一览表 

姓名 著作 出版社 时间 本人排序 

王  熙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An 

International Beccalureate Diploma Program 

Lexington 

Books 
2015.10 专著 

程凤春 做真教育、真做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5.03 编著 

楚江亭 名家的儿童观 
华东师大出版

社 
2015.10 主编 

张新平 义务教育优质学校办学标准研究 科学出版社 Apr-15 专著 

毛亚庆 校长的 12 项专业修炼：义务教育校长专业标准解读 北京师范大学 2015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75 

 

学校管理大家谈 北京师范大学 2015 主编 

沈  立 觉人教育 
河南人民出版

社 
2015.09 专著 

张东娇 
中国教育大系 21 世纪初中国教育 

湖北教育出版

社 
2015.07 主编 

学校文化管理（英文版） 丹麦的出版社   

赵德成 学校评估：理论、政策与实践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7 专著 

朱志勇 

Same Sky, Different Horizon: An Analysis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Access to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in Mainland China 

pp. 99-118 in 

Widening 

Higher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 A Global 

Perspective 

2015.10 第二 

鲍传友 

学校改进中的文化战略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5.11 编著 

参编毛亚庆主编《学校管理大家谈》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5 参编 

徐志勇 学校安全管理：过程、内容与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5.01 编著 

表 56  教育管理学院 2015 年教师研究报告一览表 

姓名 研究报告 提交或采纳单位 时间 本人排序 

程凤春 
初中学校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为指向的

学校改革典型案例研究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15.01 第一 

苏君阳 教育信息化在教育现代化中的作用 教育部科技司 2015.11.01 第一 

姚计海 
《北京市丰台区“十三五”时期教师队

伍建设规划调研报告》（有采纳证明）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委员会 2015.11.01 第一 

表 57  教育管理学院 2015 年教师获奖情况一览表 

姓名 成果名称 奖项名称 获奖时间 颁奖单位 本人排序 

蔡永红 

从美国教师流动激励政策

看我国城市薄弱学校的改

进 

第五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 

“城市教育问题”优秀奖 
2015.11 

杭州城研中

心 
第一 

余  凯 通鼎青年教师奖 研究生教学奖 2015 
北京师范大

学 
 

徐志勇 

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党务工

作者 
2015.06 

北京师范大

学 
独立 

担任实习指导教师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实习教

育工作者 
2015.01 

北京师范大

学 
独立 

姚计海 
《反思研究生培养：学术

取向与就业取向》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生教

育研究会第九届论文评奖

三等奖 

2015.06 

北京市高等

教育学会研

究生教育研

究会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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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管理工作 

修订了学院相关制度文本，更新了学院教师手册。提交了学院学科发展自评报告。组编了

学科发展史、中国教育管理学科年鉴、学部年鉴。编印了学院招生手册。申报了教育管理案例

教学实验室工程（51 万），重新装修了学院办公室，改善办公和教学条件。组织了新生欢迎会

和毕业生茶话会。做好招生宣传和毕业生就业工作。做好相关资料整理和社会服务项目的服务

工作。 

 

图 6  教育管理学院 2015 届毕业生欢送酒会 

（四）国际交流 

1月 17日教育管理学院鲍传友、余凯、张新平、姚计海、王熙、沈力、朱志勇 7位老师出

访香港大学，与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8位学者在 BNU-HKU双方合作的“首届教育政策与管理论坛”

上就本年度的话题“Integrating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Policy for 

Tomorrow”进行了研究论文的陈述与讨论。 

教育管理学院向大学申请的“教育领导与学校发展（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School 

Development）”学校重点引智项目在 2015 年顺利完成。其中英国诺丁汉大学教育学院的顾青

教授于 5 月 10-17 日访问学院，并给师生做了两场学术讲座， 6 月 20－25 日诺丁汉大学教育

学院的 Christopher Day 教授访问学院，给师生做了两场学术讲座。这两位教授与我们学院管

理团队进行了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ncipal Leadership in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s 

in China 研究课题双方合作的讨论，初步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将于 2016 年开展研究。2015 年

11 月 2-9日英国 Kings College 和香港大学的荣休教授 Peter Kutnick受该引智项目的资助访

问学院，并给师生做了两次有关小组合作参与学习研究课题的讲座。 

4月 16-20 日毛亚庆、王熙、蔡永红、朱志勇参加了美国 AERA 年会，并在大会的分论坛上

做了学术研究论文的陈述。王熙和朱志勇还随同学部部长石中英访问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

校教育学院。 

4月 17日，蔡永红老师参加了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在芝加哥举办的美国教育研究联合会，并

做研究报告。 

4月 30日-5月 3日，向蓓莉和张新平两位老师老师赴美国 Taos Institute Jamboree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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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成立 Taos Institute 亚洲分院事宜。 

6 月 8-13 日德国 Philipps University 社会学教授、质性研究资料分析软件 MAXQDA 的创

办人 Udo Kuckartz 教授及其夫人 Anne Kuckartz 女士访问学院，并连续做了有关 MAXQDA 软件

如何使用的 3 天学术讲座，该讲座有来自北京各高校、陕西、山东等省的高校的硕博研究生以

及大学学者共 60多位参与了该软件使用的讲座。 

9 月毛亚庆教授与培训学院有关人员访问了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教育学院，并与院长及相

关人员讨论的合作的意向。 

9 月 11 日朱志勇与美国滨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Pam Grossman 进行会谈，商谈双方合作事

宜，相关合作的意向将紧随学部的签署的备忘录。 

9 月 14－17 日，毛亚庆老师在牛津大学参加英国国际教育与培训论坛（UKFIET），并在会

上做了研究报告。 

9月 23日至 9月 25日，向蓓莉老师赴挪威参加挪威第三届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alogical Practice研讨会。 

11月，鲍传友和赵德成老师出席了教育学部与日本鸣门大学联合举办的“中日教师教育研

究集会”，并在论坛上做了研究报告。 

11月 2日，蔡永红老师受邀前往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教育与行为科学学院进行访问并做学术

报告。 

11月 28日，毛亚庆老师在台北参加东亚地区校长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研究报告。 

4月 30日-5月 3日，作为美国陶斯研究院（Taos Institute）合作研究员（Associates），

张新平与向蓓莉参与陶斯学院在美国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首府圣达菲（Santa Fe）主办

的“陶斯研究院合作研究员研讨会”（Taos Institute Associates Jamboree），研讨社会建构

论在教育、心理等多领域的跨学科理论建设与实践改进，研讨成立陶斯学院亚洲分院、中国分

院事宜。 

9 月 23-25 日，受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委托，向蓓莉参加挪威阿格德尔大学

（University of Agder）于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主办的“听我说！人性化人类实践

——第三届对话实践国际研讨会”（“Listen to me!”Humanizing Human Practices-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alogical Practices），于研讨会上主持工作坊“一只不断倒

空之杯：道家视野里的教育对话哲学”（“Being an Empty Cup: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al 

Dialogues in a Perspective of Taoism”）。 

Xiang, B. (2015), Pesquisa-ação em educação: reconhecendo o sujeito 

contextualizado e os problemas educacionais, Estudos em Ciência, Tecnologia, Sociedade 

e Educação，(Studies in 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 and Education), v. 21, n. 45 (2015), 

pp.503-530.（巴西利亚大学教育系将向蓓莉 2011 年的论文（教育的行动研究：脉络中的人与

教育问题[J].教育学报(6):47-58. ）译为葡萄牙语，2015 年发表于巴西的《科学、技术、社

会与教育研究》）； 

Mao, Yaqing (2015). Experience of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 

Policy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AERA Annual Meeting in Chicago, April 15-18th, USA.  

毛亚庆在牛津大学参加英国国际教育与培训论坛（UKFIE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A case study in China， 9月 14－17日。 

毛亚庆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参加台湾「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校長評鑑的趨勢與

挑戰」： “新常态下校长应有的教育观念”。 

（五）社会服务工作 

顺义区域合作项目、大兴名校长工程、柳林县校长和教师队伍建设项目、沈阳骨干校长班

（2015）顺利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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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了石家庄组织部委托的教育行政干部班（暑假）、沈阳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提升研修班、

丰台五小教师班。 

顺义骨干校长项目和中层干部班、沈阳市骨干校长班（2016）开班。 

（六）党支部活动 

4月 29日，教育管理学院党支部开展了本年度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组织生

活的第一次活动，参观海淀民族小学，重温和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该校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重要讲话精神。 

为了贯彻北京市委关于今年党建活动的要求，在教育学部分党委的统一部署和协调下，教

育管理学院党支部启动了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党支部安排学习《中

国共产党党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师生集体交流，主题研讨活动。  

5月 28日，教育管理学院党支部开展主题为“深入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支

部组织生活会，内容为梳理学院历史，继续推进学院文化建设。 

5月 29日上午，教育管理学院党支部负责人（书记和两名支部委员）看望了学院退休的高

洪源老师，并听取了高老师对学院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高老师一直关注教育管理学科发展，

此前曾接受学院教师和研究生访谈，回顾学科发展历史，展望学科发展前景，相关访谈记录已

整理并在学院教师内进行了传阅。 

5月 29日下午，党支部召开了支委会。在支委会上，党支部负责人一起重新审视了年初党

支部工作计划，支委会决定，为加强支部工作，促进学院师生共同生活和学习，学院党支部将

配合学部人才培养改革计划，做好导师联合工作坊的工作。导师工作坊是教育管理学院党支部

工作的特色和重点。两年前，学院党支部会同学院行政班子共同制订了提升教育管理专业人才

培养的指导性意见，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鼓励学院教师加强合作，带领学生以集体读书会、

工作坊、合作研究等方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本次支委会议定了学院导师联合工作坊的形式、

内容、预期成果以及所需要的支持等。 

6 月 3 日下午，教育管理学院党支部负责人在学院例会上通报了本专业博士论文盲审通过

率不高的情况，要求全体教师尤其是党员教师认真学习学院经过民主讨论制定的《教育管理学

院关于学术型研究生选课建议》《教育管理学院关于研究生奖学金评选办法》《教育管理学院学

术型研究生分配办法》等人才培养文件，尤其是《关于学院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性意见》，将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视为新时期高校教师师德工作的重中之重。党支部负责人后续将继续推动学院

管理团队关注人才培养改革。 

 6 月 17 日，按照教育学部分党委的部署，教育管理学院党支部向全体党员发出呼吁：交

纳一次特殊党费，以实际行动支持北京市委帮扶困难群众的号召。相关工作已由支部组织委员

落实。 
3.2.6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是从事课程与教学论二级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是我国

课程与教学领域高水平的综合性学术基地之一，也是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建设的牵

头单位，其前身是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为彭德怀元帅

夫人浦安修女士。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历史悠久、积累深厚，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办之初，就开设

了教授法或教授法原理等课程，系我国最早开展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和教学的院校。百余年来，

本学科名家荟萃，硕果累累，一直是我国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

陈宝泉、李建勋、黎锦熙、林励儒、袁敦礼、傅种孙等名家大师均对课程与教学问题有精深研

究，对本学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批高水平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如胡梦玉、

严士健、王策三、裴娣娜等带领下，我校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继往开来，进一步得到发展提升。

近年来，依托“211 工程”和“985工程”建设，本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研究力量继续壮

大，在主要研究方向形成了明显特色和优势，取得了不少高水平和影响大的研究成果，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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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诸领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研究方向有教学论、课程论、中小

学各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等。 

院  长：王本陆 

副院长：綦春霞   张春莉   胡定荣 

表 58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序 职称 姓名 

1 

正高 

丛立新 

2 郭  华 

3 梁  威 

4 綦春霞 

5 王本陆 

6 张春莉 

7 曾  琦 

8 胡定荣 

9 

副高 

陈红兵 

10 杜  霞 

11 高潇怡 

12 阚  维 

13 李小红 

14 刘京莉 

15 田  青 

16 易  进 

17 周逸先 

18 姚  颖 

19  卢立涛 

20 
讲师 

黄  华 

21 刘英健 

作为与中小学实践密切相关的学院，课程与教学研究院积极发挥学科优势，促进大学与中小

学合作，服务基础教育发展，提升学院教科研综合影响力，一直致力于服务中小学教学第一线。 

【大事记】 

举办教师学术沙龙 

4与 8日上午，举行了本学期第一次教师学术沙龙，本次沙龙由曾琦教授主讲，主题为“基

于网络资源、信息技术的学习方式变革研究”。 

4与 22日上午，举行了本学期第二次教师学术沙龙，本次沙龙由阚维副教授主讲，主题为

“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本土课程与教学研究”。阚维老师结合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研究专长，在

沙龙中和全院教师探讨和分享了三个大问题，即关注“全球化浪潮下的本土课程与教学”的原

因、未来 5-10年的中长期研究方向、以及目前已经开展的一些研究。 

10 月 28 日上午，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召开学院新网页建设研讨会，会议由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党支部书记阚维副教授主持。在听取了技术人员对网页建设的框架、规划等内容之后，全体

与会教师进行了深入研讨，初步确定了网页建设的思路、框架和具体的进度。 

10月 28日，我院教师綦春霞做了关于“基于项目学习的数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专题报告，

就什么是项目、什么是数学项目、基于项目学习的课程资源开发的原则及其如何实施等方面进

行了讲解。老师们对此话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9 月 10 日下午三点，北京师范大学庆祝第 31 个教师节暨建校 113 周年表彰大会在英东学

术会堂演讲厅举行。我院教师胡定荣等的研究成果《薄弱学校的教学改进研究》、梁威和卢立涛

等的研究成果《基于学生发展的多学科教师合作的校本研究模式的构建与实践》因获得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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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而受到表彰，胡定荣教授作为获奖教师代表上台领奖。 

11月 18日上午，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教职工年度考核述职会召开，会议由王本陆院长主持。

朱旭东副部长代表学部全程参与了述职会。 

12 月 16 日，我院教师杜霞、高潇怡、李小红三位老师分别做了关于中国原创图画书的价

值与运用、科技场馆建设及学科知识等方面的报告。 

 

图 7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年度会议 

12 月 23 日，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承接府学胡同小学与育灵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府学优

质资源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阚维、曾琦、易进等多位老师担任了该项目的指导教师，召开

了项目启动仪式。 

【人才培养】 

5 月 20-28 日，由梁威教授邀请的迈阿密大学教学与学习系副教授沈迹博士为学部研究生

开展了“学习科学专题选讲”短专课程。本次授课共涉及六次课程，我院梁威教授、高潇怡副

教授、卢立涛副教授、杜霞分别担任了六次课程的主持人。在一周多的时间里，沈迹博士为师

生介绍了美国学习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涉及知识整合、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基于设计的

研究、情景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学习评估等领域。 

5月 14日，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2012级硕士研究生召开毕业班会，班会由班长赵思文主持，

在完成投票评选出优秀毕业生等事宜后，同学们分享了三年来的成长经历及将来的工作学习计

划。 

12月，张春莉老师主持的教育学部人才培养建设项目“课程与教学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的建

构”结项。立足于人才培养目标，本项目的主要内容主要分为加强建设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推

进课程建设、完善导师制、开展社团和游学交流等四个方面 

12 月 2 日，应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邀请，在京师学堂京师厅出席北京师范大学 “大学生

创新创业论坛”，为 2015 年度立项的北京师范大学 “本科生科研训练与创新创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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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市级项目组做题为“本科生科研项目成功实施的路径与关键因素”报告。 

12月，我院胡定荣教授和高潇怡副教授荣获北京师范大学 2014-2015 年度优秀本科生导师

称号。 

【科研工作】 

表 59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横向课题情况 

序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1 石景山区中小学骨干教师教学创新能力提升 刘京莉 95 万，今年到账 65 万 

2 建构活力课堂，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 曾  琦 20 万，今年到帐 10 万 

张春莉老师 2015年 1月出任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第八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副秘书长。北京市教育学会小学数学教学研究分会副理事长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6 月张春莉老师论文“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应用案例教学法的实证研究——以教育心理

学课程为例”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研究会第九届优秀高等教育论文评奖活动二

等奖。 

表 60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度课题立项结果 

序号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1 姚  颖 北京市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重点课题 

2 张春莉 专家教师原型观下课堂教学执行力的提升 重点课题 

表 61  2015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立项结果 

序号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1 阚  维 
社会环境与学校课程环境对学生阅读反思评论能力影响的研

究：基于北京市初中、高中学生 AR 阅读测试数据的分析 
一般项目 

2 卢立涛 U-D-S 合作促进薄弱中小学内涵发展的策略研究 一般项目 

12月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结果已公布。此次共评选

出 908项获奖成果，其中教育学科 73项。教育学部共有 9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1项，二等

奖 4 项，三等奖 4 项，我院教师梁威、卢立涛的著作《撬动中国基础教育的支点——中国特色

教研制度发展研究》荣获三等奖。 

12月 5-6日，胡定荣教授主持的《薄弱学校教学改进》国家级教学成果参加在北京师范大

学邱季端体育馆举办的首届教育创新成果奖。 

12 月 5 日，綦春霞教授参加《教育大辞典（第三版）》启动会议，并负责学科教学论部分

的负责人。 

【学术活动】 

4月 19-21 日，我院易进老师和姚颖两位老师应邀参加了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移动

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 2015年儿童绘本阅读培训会暨专家技术会。易进老师担任该项目的

核心专家。姚颖老师作为绘本教育研究的专家，为与会的老师做了一天两场绘本教育教学方面

的培训讲座。 

5 月 16-17 日，胡定荣教授出席在河南大学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教学论学术年会，做题为

“从大学论到微教学论的”大会发言。 

自 2012 年起，由我院梁威教授承担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基教一处委托的“提高北京市群体

干预解决学习困难学生预警跟踪及提升学习质量的行动实践”课题现已进入结题阶段。为了总

结交流三年来的研究成果，课题组于 6月 17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召开了“关注差异 

关爱学生 促进师生共同发展”——北京市教委委托项目结题交流会。原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北

京市教育学会会长李观政，原北京教科院副院长文喆研究员，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一处

处长张凤华，北教传媒总裁刘强等领导和专家以及北京市各区县领导及实验校教师代表等共 200

余人参加了大会。会议由北师大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副教授卢立涛主持。 

7月 8日-1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振豫教育基金主办、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承

办的振豫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训项目在河南省商丘市圆满完成。本次培训在商丘市新华学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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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分会场，共有 600 名农村小学教师参加此次培训。培训由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梁威教授担

任首席专家负责培训的整体设计及实施，卢立涛副教授担任培训管理组负责人并作为通识培训

专家为全体教师做“留守儿童教育策略及思考”的专题培训。 

9 月 19-20 日，我院胡定荣教授应教育学部石中英部长的邀请，出席在河北师范大学召开

的 2015年度全国高校教育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作题为《学校改进与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报告。 

10月 16-18 日，全国首届教学论专业博士生论坛会议在泉城济南燕子山庄召开。会议由山

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承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汪明、张杨、马骎和曹周天

在王本陆教授和郭华教授的带领下参加了论坛年会。 

10月-12月，应王本陆院长的邀请，近 10位专家学者来到北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院，为学

院师生奉献了多场精彩生动、启发思考的讲座。 

表 62  京师课程与教学前沿讲座表 

序号 讲座主题 主讲人 时间 备注 

1 
一核多元，中和位育：中国特色多元文

化教育的哲学思考 
吴明海 2015.10.29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 

2 教学的生活逻辑 和学新 2015.11.05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教授 

3 教学艺术：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李如密 2015.11.12 
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

学研究所教授 

4 中小学校特色建设的模型和方法 张  熙 2015.11.19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

础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5 数字化时代教学论研究的问题与趋势 李  森 2015.11.26 
西南大学图书馆馆长、

教授 

6 变革性实践中的教育学研究 郝志军 2015.12.03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课程教学研究中心研究

员 

7 课程改革与教师领导力 曾军良 2015.12.10 北京实验学校校长 

8 兴趣心理学与兴趣教学论 郭  戈 2015.12.17 
人民教育出版社到党委

书记、研究员 

11月 13-15 日，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第十七届两岸三地课程理论研讨会，做题为“高

中课程自主发展的体制机制分析”学术报告。 

12月 6-8日，应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邀请，出席受教育部“拔尖计划”工作组秘书处委托，

复旦大学教务处承办的 2015 年“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学术研讨会。 

【外事工作】 

4 月 18 日，英国赫尔大学教育学院成立英国-东亚国际课程研究中心。阚维副教授应邀参

加成立大会，并担任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员。英国-东亚国际课程研究中心以赫尔大学为研究基地，

吸引了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中国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中国台湾国立台北大

学教育学院、香港教育学院、日本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院、筑波大学教育学院、印度孟买大学教

育学院、韩国汉城大学以及来自越南等国教育学院课程研究专家，共同致力于探讨适应 21 世纪

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领域课程改进、课程开发的跨文化、地区的合作研究组织等问题。 

5月 11-15 日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教授托马斯•波普科维茨教授应王本陆院长邀请，作为

外国文教专家聘请项目中的学术大师项目，为全校研究生开设了“全球化视野下的课程研究”。

分别就“为何当前美国的教育改革不会成功：课程与学科炼金术的视角”、“构建现代社会的

‘心智’和对‘自我’的管控：学校的世界性特征和社会排斥”等五讲内容。阚维副教授进行

了全程现场翻译。 

5 月 15 日，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成立“波普科维茨研究中心”（RCPS），为推进课程与教学

研究院与威斯康辛州立大学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课程改革奠定基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范

国睿教授到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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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成立“波普科维茨研究中心”（RCPS） 

5 月 15-20 日，应北京师范大学环境教育中心邀请，台湾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张子超

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了为期 6天的系列讲学，10余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地理学

与遥感科学学院、校外单位的师生参加了此次系列讲学。 

 

图 9  台湾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张子超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了为期 6 天的系列讲学 

5 月 18-30 日，应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田青副教授邀请，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Phillip.Payne副教授和加拿大里贾纳大学（University of Regina）Paul Hart教授在北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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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系列讲学，近 20 名余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生命科学学院、

地理遥感科学学院的教师与学生参加了此次系列讲学。此次讲学以环境教育理论、趋势、议题

为主题，通过研讨的方式帮助参与讲学的学生建构出自己的环境教育理论——个人理论与专业

理论。此次讲学包含 5个部分，分五天完成。 

5月 21日-6月 4日，高潇怡老师邀请美国迈阿密大学 Ji Shen 副教授来学部，承担《学习

科学专题研究》教学任务。 

5 月 25-29 日，綦春霞教授邀请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数学系和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 Azita Manouchehri讲座及座谈。 

5月 25-30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数学系和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Azita Manouchehri

教授围绕“数学思维”和“问题解决”于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进行了一系列讲座。綦春霞教

授担任主持人。 

表 63  Manouchehri 教授的讲座情况 

时间 内容 

05.25（周一） 

上午 10:00  

下午 15:00 

第一讲：数学思维及其能力培养 

上午：数学思维与问题解决 

What is mathematical thinking?  

How is it different from simply solving problems? 

下午：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Fostering mathematical thinking，Characteristics of classrooms and 

instruction that nurture thinking and learning 

05.26（周二） 

上午 9:00  

下午 2:00 

第二讲：美国核心课程的介绍，交流 

Common Core Standards of Mathematics: The US version 

05.29（周五） 

上午 9:00  

下午 2:00 

第三讲：数学素养及其评价 

上午：国际数学素养及其简介 

Mathematical Literacy 

下午：数学素养的评价 

Assessing mathematical literacy 

5月 25日-6月 6日，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名誉教授小泽纪美子教授应田青副教授的邀请，在

英东楼进行了为期 12 天的系列讲学，20 余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地理与遥感科学学

院、清华大学及其他单位的教师与学生参加了此次系列讲学。 

5月 30日-6月 2日，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数学学院范良火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了为期三

天的系列讲座。讲座由綦春霞教授主持，参与讲座的有北师大的研究生和一线的教师。 

7 月 6-10 日，綦春霞教授邀请了美国德州 T&M 大学的教授 Yeping Li 和德州学区的

Sokolowski进行了讲座和中学讲课。 

7月 6-17日，田青老师主持了为期两周的环境教育国际暑期学校。暑期学校分为两期，教

学内容分别涉及了可持续发展教育、情境法、可持续未来世界的政策、场景技术、能源与气候

政策、现代农业与环境、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课程教授方法不仅有理论教学、小组合作探究，

还有参观和实践活动。授课教师都是在此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国内外知名学者与实践工作者。

他们分别来自挪威科技大学、北京大学、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美国阿拉斯加大学、日本全球环

境战略研究所（IGES）、北京蔬菜研究中心和绿色企业。来自教育学部、环境学院、地遥学院、

化学学院的本科学生与研究生以及北京市在职中学教师等先后参与了两期课程的学习。 

7 月 6-9 日，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课程与教学系主任李业平教授和 Andrzej 

Sokolowski博士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讲座和一天的课堂教学。讲座由綦春霞教授主持，参与讲座

的有北师大硕士生和各区一线骨干教师。 

7月 23-27 日，綦春霞教授在台湾师范大学参加两岸教育评价会议，并做主题发言“8 年级

学生数学学业成就监测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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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8-11日，美国特拉华大学数学系和教育学院教授、数学教育研究主任蔡金法教授进行

了为期四天的讲座。讲座由綦春霞教授主次，参与讲座的有北师大研究生和北京部分骨干教。 

9 月 21-22 日，綦春霞邀请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教授 Keith Jones 为北师大课程与教学研

究院的学生进行了关于“英国几何教学的实践”讲座，受到师生的好评。 

2014 年 8 月 24 日-2015 年 8 月 27 日，我院李小红老师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

学。 

8 月 19-28 日，在田青老师的带领下，2012 级教育学班刘宏伟、黄依梵、徐梦仪、温鸿雨

和王迪 5 名本科生赴日本北海道大学参加亚洲可持续发展教育学术交流项目（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mpus AsiaProgram）。 

9月 6-15日，北海道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亚洲高校）”学术交流项目中国段在北京师

范大学顺利进行。来自日本北海道大学的五名学生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五名学生进行了

为期两周的交流学习活动。 

10月，綦春霞教授在澳门四所学校参加“澳门高中学力指引”的实践指导工作。 

10月 16-18 日，高潇怡老师代表学部参加在日本鸣门举办的第六届日中教师教育国际研讨

会，并做会议专题发言。 

11月 13-15 日，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第十七届两岸三地课程理论研讨会，做题为“高

中课程自主发展的体制机制分析”的学术报告。 

【社会服务】 

10月 20-21 日，在教育家书院西部行暨成立五周年纪念之际，以“走进西部乡村，走进乡

村教师”为主题的大型公益活动“支持乡村教师西部行”到我市开展活动，同时到毕节试验区

本年度第 4期“PPTS”讲坛开展专题讲座。 

10月 20日，支教专家来到毕节四小录播室，进行执教小学数学示范课、评课活动。 10月

21 日，专家组在毕节一中（初中部）五楼科技报告厅举行专题讲座。来自各县（区）中小学分

管教学副校长、学科教师，市直学校校长、副校长，市教科所人员共 430人聆听讲座。 
3.2.7 教师教育研究所 

教师教育研究所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现任所长为李琼教授。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设在教师教育研究所，该中心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现任中心主任为朱旭东教授。中心通过建立灵活、开放、高效的研究机制，联合不同学

科、不同机构的相关研究人员，通过广泛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对教师和教师教育开展跨学

科的综合研究，为中国教师的发展、为中国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方法和技术等

多方面的支持。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致力于探索国际教师教育的学科前沿，服务于

国家高质量教师教育，尤其以高质量教师培养和培训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目标。中心将进一

步探索教师教育的思想和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中外教师史，教师角色和道德发展，教师专业

发展，探讨教师教育的知识基础、反思性教师教育、多元文化中的教师教育等基本理论问题，

并致力于建立教师教育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论体系。 

所  长：李  琼 

副所长：宋  萑   袁  丽 

表 64  教师教育研究所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序 职称 姓名 

1 

正高 

胡  艳 

2 庞丽娟 

3 朱小蔓 

4 朱旭东 

5 李  琼 

6 副高 裴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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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秦行音 

8 桑国元 

9 宋  萑 

10 吴国珍 

11 薛二勇 

12 周  钧 

13 张华军 

14 

讲师 

曹夕多 

15 董丽霞 

16 高  莉 

17 Laura Blythe Liu 

18 叶菊艳 

19 袁  丽 

20 赵  萍 

21 周秀平 

表 65  师教育研究所 2015 年度课题登记表 

序号 项目编号 

课题类别 

国家/省部、企事业等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来源 

1 15JJD880006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重大课题 

地方政府教师培训项目实施：

成效、问题及其解决对策研究 
李  琼 教育部 

2  国家级 教师队伍建设评估 
石中英 

庞丽娟 

国家教育体制

改革领导小组 

3  省部级 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研究 庞丽娟 教育部 

4  省部级 
公办性质幼儿园发展状况与

政策建议研究 
庞丽娟 教育部 

5  省部级 

“省级统筹 以县为主”学前

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与可行性研究 

洪秀敏 

庞丽娟 
教育部 

6 SKHX2015455 企事业 

“运用教育戏剧提升英语课

堂的启发性、创造性和学习

性”教师学习项目 

裴  淼 
北京市陈经纶

中学 

7 SKZZY2014097 校级 
学校场域下的教师学习模式

研究 
裴  淼 

“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

专项资金资

助”课题 

8 310811302 校级 
教育学部人才培养建设项目 

桑国元 北京师范大学 

9  校级 

教育学部自主科研基金学科

建设综合专项支持项目“外文

文章影响力支持项目”（985

项目） 

桑国元 北京师范大学 

10 

310213131 

 

校级 

来华留学英文授课精品课程

培育项目---中国历史与文化

（中国教育体制、政策与管

理） 

桑国元 北京师范大学 

11  教育部 
教师资格考试与教师教育改

革 

宋  萑 

袁  丽 

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委托 

12 BGA150035 国家级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

研究 
薛二勇 

全国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

划 2015 年度

国家一般项目 

http://172.16.181.30/business/project/contra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2c90359e511e807a015143033803031e
http://172.16.181.30/business/project/contra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2c90359e511e807a015143033803031e
http://172.16.181.30/business/project/contra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2c90359e511e807a01514303380303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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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HA150183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国家青年课

题 

卓越教师精神成长史研究 张华军 

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

办公室 

14 DIA150322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教育部重点

课题 

促进研究生课堂学习共同体

形式的案例研究 
周  钧 

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

办公室 

15  国家级 
教育部部编 初中《思想品德》

教材 
朱小蔓 

教育部委托项

目 

16  公益基金会 
教师情感表达与师生关系构

建 
朱小蔓 

田家炳教育基

金会委托项目 

17  教育部 教师教育机构改革 

朱旭东

宋  萑 

袁  丽 

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委托 

18 15JJD880005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重大课题 

“国培计划”实施的项目模式

构建经验、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实证研究 

朱旭东 教育部 

表 66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5年度获奖统计 

序号 姓名 
成果形

式 
成果名称 奖励名称 排序 颁奖单位 

1 胡  艳 论文 
促进新教师成长的

有效途径研究 

第五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

-城市教育问题研究的优

秀奖 

1 

钱学森城市学金

奖征集评选活动

组委会 

2 庞丽娟 著作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

报告 

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 教育部 

3 庞丽娟  

2014 年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人才、

‘万人计划’哲学社

会科学领军人才 

2014 年文化名家暨‘四个

一批’人才、‘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中宣部、中组部 

4 桑国元  

北京师范大学青年

教师基本功大赛三

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

本功大赛三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 

5 桑国元 课程 校级优质课程 
《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论》校级优质课程 
 北京师范大学 

6 桑国元  

爱思唯尔 

（Elsevier）2014 年

中国高被引学者 

爱思唯尔（Elsevier）2014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爱思唯尔

（Elsevier） 

7 薛二勇 论文 

区域内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指标体系的

构建——当前我国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的政策评

估指标 

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

学） 

1 国家 

8 叶菊艳  

北京师范大学青年

教师基本功大赛三

等奖、最佳教态奖 

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

本功大赛三等奖、最佳教

态奖 

 北京师范大学 

9 袁  丽  

2015 年北师大青年

教师教学基本功大

赛三等奖 

2015 年北师大青年教师教

学基本功大赛三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 

表 67 教师教育研究所教师 2015 年度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登记表 

序号 姓名 起止日期 
国别/

地区 

会议组织

学校/单位 
会议名称 交流任务 

1 曹夕多 
2015.07.1

3-07.17 
新西兰 ISATT 

International Study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and Teaching 

Conference 

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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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曹夕多 
2015.11.1

7-11.25 
爱尔兰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中国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研讨 讲学 

3 李  琼 
2015.10.3

-10.13 
美国 

密歇根州

立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

学生海外实习项目 
学生海外实习 

4 李  琼 
2015.11.5

－11.09 
日本 

鸣门教育

大学 

第六届日中教师教育学术研讨

会 
主题演讲 

5 胡  艳 
2015.07.1

3-07.17 
新西兰 ISATT 

International Study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and Teaching 

Conference 

专题演讲 

6 胡  艳 
2015.1.29

-02.02 
日本 

日本早稻

田大学 
中日口述史国际会议 专题演讲 

7 胡  艳 
2015.09.1

9-09.21 
中国 传媒大学 家春秋口述史工作坊 工作坊 

8 胡  艳 
2015.12.1

3-15 
中国 传媒大学 口述史国际会议 工作坊 

9 庞丽娟 

2015. 

06.13- 

06.18 

印度 全国人大 中印友好论坛 

加强中印文

化、教育、公

共服务等领域

交流与合作 

10 庞丽娟 

2015. 

10.31- 

11.04 

伊朗 全国人大 亚太地区议会大会 

加强与我国沿

边国家经济社

会文化交流，

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 

11 庞丽娟 
2015. 

01.26 
中国 

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

教育政策

研究院 

教育智库高层咨询会 
主持会议，会

议发言 

12 庞丽娟 
2015.  

05.16 
中国 

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

教育政策

研究院 

国家教育“十三五”规划高层咨

询会 

主持会议，会

议发言 

13 庞丽娟 
2015.  

05.17 
中国 

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

教育政策

研究院 

教育立法修法高层咨询会 
主持会议，会

议发言 

14 庞丽娟 
2015.  

06.19 
中国 

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

教育政策

研究院 

“国家教育‘十三五’规划——
学前教育领域建议”高层研讨会 

主持会议，会
议发言 

15 庞丽娟 
2015.  

07.03 
中国 

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

教育政策

研究院 

教育一揽子修法高层咨询会 
主持会议，会

议发言 

16 庞丽娟 
2015.  

07.15 
中国 

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

教育政策

研究院 

教育政策形势分析会 
主持会议，会

议发言 

17 庞丽娟 

2015. 

09.06- 

09.08 

中国 
民进中央

等 
2015•中国教师发展论坛 会议发言 

18 裴  淼 
2015.08.0

6-08.09 
日本 

Gakushin 

University, 

Japan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School as 

Learning Community 

会议发言 

19 桑国元 2015.07.1 新西兰 ISATT International Study Association 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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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17 of Teachers and Teaching 

Conference 

20 桑国元 2015年7月 台湾 
台中教育

大学 

海峡两岸台京教师教育暑期课

程班 

负责学生交换

项目 

21 桑国元 2015年7月 新西兰 
奥克兰大

学 
ISATT 会议发言 

22 桑国元 
2015 年 10

月 
美国 

密西根州

立大学 

“全球视野未来教育家培养项

目” 

负责学生交换

项目 

23 桑国元 
2015 年 11

月 5-9 
日本 鸣门大学 

第六届日中教师教育学术研讨

会 
会议发言 

24 宋  萑 
2015.07.1

3-07.17 
新西兰 ISATT 

International Study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and Teaching 

Conference 

专题演讲 

25 宋  萑 
2015.05.0

6-05.08 
中国 西南大学 

第一届两岸三地小学课堂教学

重构研讨会 
主题演讲 

26 吴国珍 
2015.11.2

0-11.21 

中国 

苏州 

中国陶行

知研究会

等 

第三届中陶会生命教育专委会

学术年会暨第二期生命教育骨

干教师培训 

会议发言 

27 薛二勇 
2015.01.2

06 
北京 

中国教育

政策研究

院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院庆五周

年暨智库建设高层咨询会 
学术交流 

28 薛二勇 
2015．01.

207 
北京 

中国教育

政策研究

院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第五次专

家委员会扩大会议 
学术交流 

29 薛二勇 
2015.04.2

0 
北京 民进中央 民进中央参政议政务虚会 决策咨询 

30 薛二勇 
2015.05.2

6 
北京 

中国教育

政策研究

院 

国家教育“十三五”规划高层咨

询会 
学术交流 

31 薛二勇 
2015.05.2

7 
北京 

中国教育

政策研究

院 

教育立法修法高层咨询会 学术交流 

32 薛二勇 
2015.07.0

3 
北京 

中国教育

政策研究

院 

兼职教授聘任暨教育一揽子修

法高层咨询会 
学术交流 

33 薛二勇 
2015.07.1

5 
北京 

中国教育

政策研究

院 

教育政策形势分析会 学术交流 

34 薛二勇 
2015.09.2

9 
北京 北京大学 

“教育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及政

策转化”研讨会 
学术交流 

35 薛二勇 
2015.10.1

6-10.18 
吉林 

东北师范

大学 

城镇化与教育变革的国际经验

与本土探索 
学术报告 

36 薛二勇 
2015.10.2

5-10.28 
北京 民进中央 2015 年民进中央参政议政年会 学术交流 

37 薛二勇 
2015.11.1

0 
北京 

教育部政

法司 

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国际经验交

流会 
决策咨询 

38 薛二勇 
2015.12.1

0-12.11 
北京 民进中央 基础教育改革座谈会 决策咨询 

39 叶菊艳 
2015.02.0

4-02.07 
日本 滋贺大学 教研活动 

与该学部教师

研讨并参加其

附属学校的年

度教研活动 

40 叶菊艳 
2015.07.0

1-07.05 
英国 

诺丁汉大

学 
学术交流 

赴英国诺丁汉

大学交流访问 

41 叶菊艳 
2015.7.13

-07.17 
新西兰 ISATT 

International Study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and Teaching 
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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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42 叶菊艳 
2015.08.2

5-08.28 

中国南

京 
南京大学 

第三届华人社会教育论坛—“治

国理政新布局”下的中国教育 
主题演讲 

43 叶菊艳 
2015.11.2

7-11.29 

中国上

海 

华东师范

大学 

第四届华东师范大学两岸四地

“教育领导者论坛 

分论坛主持人

及闵行区教育

信息化发展咨

询专家 

44 袁  丽 
2015.05.0

4 
日本 

学习院大

学 
SLC 国际会议 专题演讲 

45 袁  丽 
2015.10.3

0 
日本 

爱知教育

大学 
东亚教师教育研讨会 专题演讲 

46 张华军 
2015.08.2

0-08.21 
北京 

The 

Internation

al Standing 

Conference 

for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Transnational Entanglements in 
Education: East Asia and the 
„West‟ since the 18th century 

发表论文

“China‟s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 Recall for 

Self-Cultivatio

n” 

47 赵  萍 
2015.11.0

5-11.09 
日本 

日本鸣门

教育大学 

北京师范

大学 

第六届中日教师教育研讨会 
提交会议论文

并做发言 

48 周秀平 
2015.10.1

5-10.19 
长春 

东北师范

大学 

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

学部等 

城镇化与教育变革的国际经验

与本土探索 

参会；主题交

流-大样本调

查经验谈 

49 朱小蔓 
2015.04.3

0-05.09 

中国台

湾 

台湾护理

大学 

海峡两岸大专院校生命教育研

讨会 
主题发言 

50 朱小蔓 
2015.04.1

5-04.17 

中国上

海 

中国教育

学会 

中教育学会 2015 年班集体理论

与实践专题研讨会 
主题发言 

51 朱小蔓 
2015.05.1

2-05.14 

中国南

京 

南京市江

宁区教育

局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与班主
任专业化国际研讨会 

主题发言 

52 朱小蔓 
2015.10.1

7-10.18 

中国济

南 

中国陶行

知研究会

等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教育

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暨

陶行知思想当代价值高端论坛 

主题发言 

53 朱小蔓 
2015.11.1

2-11.14 

中国南

京 

中国陶行

知研究会

等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苏霍姆林斯

基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

首届全国“班集体情感教育”学

术研讨会 

主题发言 

54 朱小蔓 
2015.11.2

0-11.21 

中国苏

州 

中国陶行

知研究会

等 

第三届中陶会生命教育专委会

学术年会暨第二期生命教育骨

干教师培训 

主题发言 

55 朱小蔓 
2015.11.2

2-11.24 

中国南

通 

中国陶行

知研究会

等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情感文明建

设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暨情感

教育研讨会 

主题发言 

56 朱旭东 
2015.09.0

7-09.08 

中国徐

州 

民进中央 

北京师范

大学 

中国教师发展论坛 专题发言 

57 朱旭东 
2015.10.0

7-10.09 

中国香

港 

香港理工

大学 

首届大学社会责任网络执行委

员会 
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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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5年度国际学者（含中国港澳台地区）来访登记表 

序

号 
起止日期 来宾姓名 

人

数 

国别/

地区 

来宾所在学校

/单位 

来华目的

及主要活

动 

类别 
主要接

待人 

经费来

源 

1 
2015.03.

24-05.01 
曾荣光 1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短期系列

讲座 
短专 叶菊艳 

学校短

专 

2 
2015.05.

12-05.19 
过伟瑜 1 香港 

香港大学教育

学院 

短期系列

讲座 
短专 张华军 

学校短

专 

3 
2015.05.

15-05.17 
Qing Gu 1 英国 诺丁汉大学 学术交流 

机构
邀请 李  琼 公费 

4 
2015.05.

26-05.27 
佐藤学 1 日本 学习院大学 学术讲座 

机构
邀请 朱旭东 公费 

5 
2015.06.

29-07.03 

Michal 
Golan、

Ainat 
Guberma

n 

2 
以色

列 
MOFET 中心 学术交流 短专 李  琼 公费 

6 

2015.10.

02—

10.08 

Colin 
William 
EVERS 

1 
澳大

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

学教育学院 

Teacher 

Leadership

课程 

机构
邀请 裴  淼 

教育学

部聘请

国际专

家承担

教学任

务项目

资助 

7 
2015.10.

26-10.28 
蔡今中 1 台湾 台中科技大学 学术讲座 

机构
邀请 桑国元 公费 

8 
2015.11.

04-11.07 

Howard 
Stevenson 
Bernadett

e 
Youens 

Qing Gu 

3 英国 诺丁汉大学 学术交流 
机构

邀请 
李  琼 公费 

9 
2015.11.

11-11.13 
麦克·杨 1 英国 伦敦大学 学术讲座 

机构

邀请 
朱旭东 公费 

表 69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5年终论文、咨询报告登记表 

姓名 
成果

类别 
成果名称 期刊名称/采纳单位 发表刊号 

曹夕多 论文 
我国西部省区教师培训财政投入体制的改

革趋势——以广西自治区为例 
教育与经济 2015.02 

曹夕多 

周  钧 

陈倩娜 
论文 

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的特征与趋势——第二

届全球教师教育峰会会议综述 
中国教师 2015.03 

胡  艳 

袁  丽 
论文 

UGIS 伙伴协作的困境与出路——大学的

视角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06 

胡  艳 论文 
中国当代乡村教师身份认同中的困境研究

——基于一位乡村教师的口述历史 
教师教育研究 2015.06 

Li, Qiong, 

Pei, Li. 

&Gao, 

Danxingyang. 

论文 
Teacher Educ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lternatives in 

Teacher Education: 

The Role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Designing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Chapter8 

庞丽娟 论文 我国新型教育智库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 教育研究 1002-573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92 

 

庞丽娟 论文 
聚焦我国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发展：    

问题、影响因素及政策建议 
教师教育研究 1672-5905 

庞丽娟 
政策

建议 
关于“一带一路”与高校智库建设的建议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志 

政治局常委刘云山

同志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

东同志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

同志 

2015.06.12 

2015.06.13 

2015.06.15 

2015.06.18 

庞丽娟 
政策

建议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中增加“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表述的建议 
国务院 2015.03.12 

庞丽娟 
政策

建议 

优化我国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    

建议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

丽同志 
2015.02.16 

庞丽娟 
政策

建议 
进一步完善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的建议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

东同志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严隽琪同志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15.02.17 

2015.01.26 

2015.08.21 

庞丽娟 
提议

案 

综合施策 省级统筹 有力解决农村教师待

遇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15.08.26 

庞丽娟 
提议

案 

关于扩大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范围的    

建议 

中共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室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15.04 

 

2015.07.29 

庞丽娟 
提议

案 

优化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结构与方式的

政策建议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

司 
2015.10.12 

庞丽娟 
提议

案 

完善促进就业制度机制 实现大学生更充

分就业的建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就业促进司 
2015.08.21 

庞丽娟 
报刊

文章 
呼吁扩大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范围 人民政协报 2015.03.13 

庞丽娟 
报刊

文章 
如何更好地培养免费师范生 人民日报 2015.03.19 

庞丽娟 
报刊

文章 
优化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结构与方式 人民政协报 2015.04.08 

庞丽娟 
报刊

文章 
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是当务之急 人民日报 2015.06.11 

裴  淼 

李肖艳 
论文 国外教师幸福感研究进展 教师教育研究 2015.06 

裴  淼 

李肖艳 
论文 

角色理论视角下一位新手教师成长的生活

史研究 
当代教师教育 2015.04 

桑国元 论文 变革世界中的学习 全球视野 2015.01 

董  艳  

黄  月 

孙月亚  

桑国元 

论文 校长信息化教学领导力的内涵与结构 学术时空 2015.05 

Muthanna, 

Abdulghani; 

Sang Guoyuan 
论文 

Undergraduate Chinese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Gaokao examination: 

Strengths, weaknesses, and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Studies 

in Education 
2015.08 

Dong, Y., Chai, 

C. S., Sang, 

G.-Y., Koh, H. 

L., & Tsai, 

C.-C 

论文 

Exploring the Profiles and Interplays of 

Pre-service and In-service Teacher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in Chin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2015, 18 

(1), 158–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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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Mang ; 

Zheng, 

Chunping ; 

Tang, Xiaolan ; 

Sang, Guoyuan 

论文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small-group discussions in a 

Chinese university setting 

Journal of Computers 

in Education 

2015, 2(4), 

475-491 

薛二勇 论文 义务教育师资城乡均衡配置政策评估 教育研究 2015.08 

薛二勇 论文 
我国高校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政策分

析 
高等教育研究 2015.12 

薛二勇 论文 

城镇化进程中教师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与

政策创新——“庆祝第三十个教师节暨

2014·中国教师发展论坛”会议综述 

教师教育研究 2015.01 

薛二勇 

石中英 

庞丽娟 

咨询

报告 

关于充分发挥高校作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

智库的提案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

次会议提案 
2015.03 

石中英 

薛二勇 

李廷洲 

咨询

报告 

关于深化国家学位制度改革释放研究生教

育活力的提案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

次会议提案 
2015.03 

薛二勇 

周秀平 

咨询

报告 

关于促进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

主动作为的提案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

次会议提案 
2015.03 

何晋秋 

薛二勇 

咨询

报告 

关于构建并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

提案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

次会议提案 
2015.03 

朱旭东 

庞丽娟 

薛二勇 

宋  萑 

咨询

报告 
关于加强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的提案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

次会议提案 
2015.03 

薛二勇 

李廷洲 

咨询

报告 

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校长教师交流轮

岗的提案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

次会议提案 
2015.03 

薛二勇 

石中英 

庞丽娟 

咨询

报告 

充分发挥高校作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的建议 

教育政策《决策参

考》 
2015.01 

石中英 

庞丽娟 

薛二勇 

周秀平 

咨询

报告 

关于对国家教育“十三五”规划的若干建

议 

教育政策《决策参

考》 
2015.04 

薛二勇 

庞丽娟 

刘爱玲 

咨询

报告 
促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教育政策《决策参

考》 
2015.08 

叶菊艳 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师身份认同的建构

及其类型--基于历史社会学视角的案例考

察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04 

叶菊艳 论文 

教师教育青年学者要往哪里去——第二届

全球教师教育峰会之田家炳—教师教育研

究青年学者论坛 

中国教师 2015.03 

叶菊艳 论文 
美国人文主义教师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三种

取向 
比较教育研究 2015.10 

袁  丽 论文 
澳大利亚教师教育的标准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政策发展的趋势及其启示 
教师教育研究 2015.03 

袁  丽 

李新奇 
论文 

21 世纪的教育变革——艾伦·麦克法兰访

谈录 
中国教师 2015.11 

袁  丽 

梁  爽 

李雪珊 

论文 

教师教育的挑战与应对:来自东亚地区的

经验——第二届全球教师教育峰会之教师

教育者专业发展 

中国教师 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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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丽 

梁  爽 

李雪珊 

论文 

教师教育的发展与变革:来自中国台湾地

区的声音—第二届全球教师教育峰会中国

台湾地区参会代表专访 

中国教师 2015.03 

袁  丽 

李大圣 

马文静 

论文 

教育的本质:回归学生发展的常态——朱

小蔓教授基于一次学校调研对基础教育的

几点思考 

生活教育 2015.19 

朱旭东 

张华军 
论文 现代教师该有怎样的情感教育能力 辽宁教育 2015.02 

Zhang,Huajun 
著作

章节 

A Vision for One’s Own Life: Lessons 

from Hu Shi and Liang Shuming on 

Education in China 

Re-Envisioning 

Chinese Education: 

The Meaning of 

Person-Making in a 

New Age 

Routledge, 

2015 

赵  萍 

李  琼 
论文 

超越“学术性”与“实践性”的钟摆之争?

——对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

林·古德温教授 

比较教育研究 2015.07.10 

赵  萍 论文 
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培养机构与培养过程

研究——基于文献的考察 
教师教育研究 2015.01.20 

赵  萍 

杨泽宇 
论文 

以教师研究促进教师改变的路径研究——

对 X 市某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的个案研究 
教师教育研究 2015.11.15 

赵  萍 

李  琼 
论文 

超越“学术性”与“实践性”的钟摆之争?

——对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

林·古德温教授 

比较教育研究 2015.07.10 

周  钧 论文 
农村学校教师流动及流失问题研究现状与

发展趋势 
教师教育研究 2015.01.20 

周秀平 论文 异地高考期待的群体差异 高等教育研究， 2015.04 

周秀平 论文 
家庭生计对随迁子女基础教育阶段就地升

学的影响与对策 
教育发展研究 2015.10 

周秀平 论文 农民工培训的集中化与政策瞄准效果分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人大复印资料-成人

教育学刊全文转载，

2015（10） 

2015.12 

周秀平 论文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规范性变迁的影响因素 社会建设 2015.05 

周秀平 

（排序第二） 

政策

建议 

关于促进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

主动作为的建议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

次会议民进组提案，

获民进中央 2015 年

度参政议政优秀成

果奖 

2015.03 

周秀平 

（排序第二） 

政策

建议 
从农民工大国走向技工大国的政策建议 民进组提案 2015.12 

周秀平 

（排序第四） 

政策

建议 
关于对国家教育“十三五”规划的建议 教育政策决策参考 2015.08 

朱小蔓 论文 
超越“管理”,做“整个儿”的校长——乡

村学校校长的信念与担当 

福建教育 
ISSN:0427-

7058 

朱小蔓 论文 
从哲学理念到课程改革,核心是组织管理

方式变革 

人民教育 2015.19 

朱小蔓 论文 破解青少年儿童成长的时代难题 光明日报 2015.07.24 

朱小蔓 论文 
将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作为小学教育的使

命 

人民教育 2015.13 

朱小蔓 

王  平 
论文 

德育漫谈:理论与实践的新拓展与新生长

(上) 

中国德育 2015.10 

朱小蔓 

王  平 
论文 

德育漫谈:理论与实践的新拓展与新生长

(下) 

中国德育 2015.11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6d34d2059b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6d34d2059b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5ed69b058c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5ed69b058c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d4b78605db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6ad3330598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6ad3330598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66281c0590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66281c0590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66281c0590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66281c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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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蔓 论文 情感关注,班级育人的基础 上海教育 2015.13 

朱小蔓 论文 为优秀教师成长搭建现代化培养平台 中国教育报 2015.03.16 

朱小蔓 论文 培育善良之心是家庭教育的根本 考试 2015.10 

钟芳芳 

朱小蔓 
论文 

怎样培养新时代的女生——来自女学生教

育质量与女性受教育权利国际研讨会的思

考 

辽宁教育 2015.08 

朱小蔓 论文 教师教育要俯下身来看见学生 中国教师报 2015.03.11 

朱小蔓 论文 德育的非理性视角 考试 2015.Z2 

朱小蔓 

刘胡权 
论文 

关注教师情感人文素，质提升教师教育质

量——北京师范大学朱小蔓教授专访 
中国教师 2015.01 

朱小蔓 论文 如何破解青少年儿童成长的时代难题 中国人口报 2015.07.24 

康晓伟 

朱旭东 
论文 论当代西方知识主义教师教育思想 外国教育研究 2015.1120 

朱旭东 论文 论当前我国三轨多级教师教育体系 教师教育研究 2015.11.15 

朱旭东 论文 别小看师范教育调整的复杂性 中国教育报 2015.10.15 

朱旭东 论文 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出路 人民政协报 2015.09.09 

朱旭东 论文 
高校教育智库建设必将影响学术价值观的

转变 
人民政协报 2015.12.16 

Xudong Zhu , 

Li Yuan , 

Siying Chen  

论文 

The Policy Analysis and Debate on 

“Internship”: An Exemplar of Research 

Conducted at the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Teaching, 

Volume 22C 

表 70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5年度著作登记表 

序号 姓名 著作名称 排序 其他作者 出版单位 出版日期 

1 宋  萑 教师专业共同体研究 1 无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5.01 

2 宋  萑 

教育研究方法 第 6 版
上  

（英）刘易斯·科

恩，劳伦斯·马尼

恩，基思·莫里森

著；程亮，宋萑，

沈丽萍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5.01 

3 宋  萑 

教育研究方法 第 6 版
下  

（英）刘易斯·科

恩，劳伦斯·马尼

恩，基思·莫里森

著；程亮，宋萑，

沈丽萍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5.01 

4 薛二勇 

教育公平与公共政策

——促进公平的美国

教育政策研究 

独立 无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5.01 

5 袁  丽 教师礼仪与修养 

第二

章作

者 

郭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5.01 

6 周  钧 
美国教师教育理论与

实践 1 无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5.01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6f8705059e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eb92b805f3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f2fbc805f9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f0d46a05f6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f0d46a05f6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f0d46a05f6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d8db0905e1
http://172.16.181.30/business/paper/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359e51b49f9f0151c9d325f205d8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C2210-w37Uz57S8VHDWFgOtI3SD61&url=http%3A%2F%2Fwww%2Eemeraldinsight%2Ecom%2Faction%2FdoSearch%3FContribStored%3DZhu%252C%2BX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C2210-w37Uz57S8VHDWFgOtI3SD61&url=http%3A%2F%2Fwww%2Eemeraldinsight%2Ecom%2Faction%2FdoSearch%3FContribStored%3DYuan%252C%2BL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C2210-w37Uz57S8VHDWFgOtI3SD61&url=http%3A%2F%2Fwww%2Eemeraldinsight%2Ecom%2Faction%2FdoSearch%3FContribStored%3DChen%252C%2BS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AE%8B%E8%90%91&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AE%8B%E8%90%91&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88%98%E6%98%93%E6%96%AF%C2%B7%E7%A7%91%E6%81%A9&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88%98%E6%98%93%E6%96%AF%C2%B7%E7%A7%91%E6%81%A9&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8A%B3%E4%BC%A6%E6%96%AF%C2%B7%E9%A9%AC%E5%B0%BC%E6%81%A9&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8A%B3%E4%BC%A6%E6%96%AF%C2%B7%E9%A9%AC%E5%B0%BC%E6%81%A9&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9F%BA%E6%80%9D%C2%B7%E8%8E%AB%E9%87%8C%E6%A3%AE&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9F%BA%E6%80%9D%C2%B7%E8%8E%AB%E9%87%8C%E6%A3%AE&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7%A8%8B%E4%BA%AE&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AE%8B%E8%90%91&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6%B2%88%E4%B8%BD%E8%90%8D&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AE%8B%E8%90%91&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88%98%E6%98%93%E6%96%AF%C2%B7%E7%A7%91%E6%81%A9&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88%98%E6%98%93%E6%96%AF%C2%B7%E7%A7%91%E6%81%A9&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8A%B3%E4%BC%A6%E6%96%AF%C2%B7%E9%A9%AC%E5%B0%BC%E6%81%A9&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8A%B3%E4%BC%A6%E6%96%AF%C2%B7%E9%A9%AC%E5%B0%BC%E6%81%A9&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9F%BA%E6%80%9D%C2%B7%E8%8E%AB%E9%87%8C%E6%A3%AE&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9F%BA%E6%80%9D%C2%B7%E8%8E%AB%E9%87%8C%E6%A3%AE&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7%A8%8B%E4%BA%AE&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5%AE%8B%E8%90%91&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6%B2%88%E4%B8%BD%E8%90%8D&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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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朱小蔓 朱启銮画传 2 朱小棣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 
2015.08 

表 71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5年度“教师中国”学术讲座清单 

序号 讲座日期 邀请嘉宾/所在学校 讲座主题 

1 2015.03.24 曾荣光（香港中文大学） 教育研究基础：知识论、方法论及本体论 

2 2015.05.06 宁虹（首都师范大学） 
成为教师：发生学原理-构成性标准-构成性

课程 

3 2015.05.15 
Qing Gu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Th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Schools: 
Emerging Issues from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ase Study Teaching School Alliances 

4 2015.05.20 过伟瑜（香港大学） 
人文取向的教师教育：叙事探究培育教师领

导力 

5 2015.05.26 佐藤学（日本学习院大学） 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改革与课堂创建 

6 2015.06.16 黄玉芬（温州市实验中学） 读绘本，谈情绪识别与表达 

7 2015.06.29 Dr. Michal Golan （MOFET） 
Lecture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r 

learning) of Teacher Educators 

8 2015.06.30 Dr. Ainat Guberman（MOFET） 
Lecture on Kindergarte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9 2015.06.30 
杨元松（安龙县万峰湖镇毛草

坪小学） 
我带“板斧”在农村教书：我的乡村教育叙

事 

10 2015.9.22 卢乃桂（北京师范大学） 我们的孩子·学前·教师 

11 2015.09.30 王建宗（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 
教师核心素养与教学能力——耳顺之年的

问题思考 

12 2015.10.26 台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蔡今中 教育研究中英文写作和发表策略 

13 2015.11.04 

Howard Stevenson 
Bernadette Youens 

Qing Gu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Connecting Teacher Preparation and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olici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14 2015.11.11 麦克·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从“当权者的知识”到“强有力的知识” 

15 2015.11.18 赵福江（班主任杂志社） 班主任的核心能力与素养 

16 2015.11.25 王欢（北京市史家教育集团） 学校组织管理中的教师 

17 2015.12.02 曾军良（北京市实验学校） 课程改革与教师领导力 

表 72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5年度社会服务 

序号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1 中国教师教育和教学实践的中美合作研究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2 
重庆江北“APEx”实验区：优质教师队伍培育 

合作项目 
重庆江北区政府 

3 海淀区教科室主任研究能力提升研修项目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所 

4 
UDS 背景下高校支持西城区小学发展项目——北京市西

城区师范附属小学骨干教师研究能力提升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附属小学 

5 
UDS 背景下高校支持西城区小学发展项目——北京市西

城区黄城根小学骨干教师第四期研究班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 

6 北京史家教育集团——骨干教师研究能力提升 北京史家教育集团 

7 云南省幼儿园园长专业能力提升 云南省教育厅 

8 云南省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 云南省教育厅 

9 山西省幼儿园园长专业能力提升 山西教育厅 

10 山西省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 山西教育厅 

11 山西省小学校长专业能力提升 山西教育厅 

12 四川省幼儿园园长专业能力提升 四川教育厅 

http://baike.baidu.com/view/3425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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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甘肃省幼儿园园长专业能力提升 甘肃省教育厅 

14 甘肃省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 甘肃省教育厅 

15 河北省幼儿园园长专业能力提升 河北教育厅 

16 武汉市学科带头人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 武汉市教育局 

17 内蒙古自治区幼儿园园长专业能力提升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18 内蒙古自治区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19 内蒙古自治区培训者培训项目设计能力提升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20 河北省特级教师工作室导师专业能力提升 河北省裕华区教育局 

3.2.8 教育经济研究所 
教育经济研究所是中国教育经济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所依托二级学科为国家

重点学科，另设有与北京市共建的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王善迈、靳希斌、曲恒昌等老一辈学

者，袁连生、赖德胜、杜育红、曾晓东、胡咏梅等中青年骨干，以及一批年轻的新秀形成了教

育经济学研究的强大团队。本着追求卓越、创新知识、服务社会的宗旨，教育经济研究所在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有教育财政、教育与劳

动力市场、学校管理的经济分析、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教育财务管理等。 

所  长：杜育红 

副所长：胡咏梅   成  刚 

表 73  教育经济研究所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序 职称 姓名 

1 

正高 

杜  屏 

2 杜育红 

3 胡咏梅 

4 曾晓东 

5 
副高 

成  刚 

6 侯龙龙 

7 

讲师 

梁文艳 

8 郑  磊 

9 周金燕 

10 张亚星 

6月 13日-14日,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主办

的 2015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暨理事会换届大会在北京京民大厦顺利召开。来自国内外的

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共计 370 余人到场参会，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清华大学副校长谢

维和教授、斯坦福大学 Scott Rozelle 教授和分会第七届理事长王善迈教授出席大会并作主题

报告。陈光巨副校长出席开幕式并代表学校致辞。  

此次大会的主要议题为“新常态下的教育资源配置”，与会代表围绕“政府的教育供给”、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资源的配置与效益”和“教育经费投入与保障”等主题展开热

烈讨论，共计 46位学者做了论文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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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15 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暨理事会换届大会 

本次大会也是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理事会换届大会，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所

长杜育红教授当选新一届理事会理事长，胡咏梅教授任常务理事，杜屏教授任理事，成刚副教

授任秘书长。杜屏教授作了题为《高校教师劳动力市场分割探析》的发言，2013 级硕士研究生

邹雪以《中美学生教育补习机会获得的影响因素研究》为题作了发言。 

12 月 24 日，由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十三五’我国经济发展与教育投入研讨会”召

开。石中英部长、王善迈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等应邀参加

了研讨会。胡咏梅教授、杜屏教授、成刚副教授，以及《民族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等刊物相关专家学者也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上，石中英教授致辞，欢迎来自全国的教育经济学专家，并从教育投入的价值取向、

教育投入的法制规范、教育投入的效益三个方面阐述了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和背景意义。王善迈

教授的主题报告指出：目前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事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存在不清晰、不合

理、不规范的弊端，并提出“定标准”“定责任”“定预算”的观点。赖德胜教授提出了未来几

年教育领域改革将重点突出创新、协调、绿色、改革和共享五大理念。随后，北京师范大学经

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袁连生教授等 10位学者在“十三五”学龄人口与经费预测、经济发展与一流

大学建设、购买中小学教育服务、义务教育投入、普通高中财政、职业教育筹资、高等教育发

展模式等方面展开了精彩的发言，与会专家同学畅所欲言，热烈交流和研讨。此外，《民族研究》

等国内重要刊物相关同志就各自刊物特色以及近年来对教育经济学的关注重点进行了介绍和说

明。 
3.2.9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成立的学前教育专业，以培养不同层次的学前

教育专业工作者为目标，并致力于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全面提高学科服务社会

实践的能力。目前人才培养的类型和层次包括本科生（免费师范生和教育大类招生普通师范生）、

硕士生（全日制学术型硕士、全日制双证专业硕士、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暑期单证教育硕士）

和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学前教育政策与管理、学前儿童发展与学习、学前教育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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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幼儿园课程与教学等。 

所长：洪秀敏 

副所长：杜继纲，潘月娟 

所长助理：王兴华 

表 74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教师名单 

序 姓名 职称 

1 刘  焱 正高 

2 霍力岩 正高 

3 王懿颖 副高 

4 刘  馨 副高 

5 洪秀敏 副高 

6 潘月娟 副高 

7 李敏谊 副高 

8 杜继纲 副高 

9 冯婉桢 讲师 

10 李晓巍 讲师 

11 王兴华 讲师 

2015 年，学前教育研究所在 2014 年的基础上，加快推进试点学院专业综合改革项目，召

开了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讨会”。会议梳理并总结了本学科建设和

发展的历史与经验，进一步明晰了今后的建设与发展方向。通过研讨，教师们高度认同对本学

科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的意义与价值，并组织专门的学科史编撰小组开展工作。另外，老师

们也提出必须要重视北师大学前教育发展的高度和辐射带头作用，未来的发展方向应突出北师

大学前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国家政策咨询方面的影响。 

 

图 11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讨 

为了解决近年来教育硕士培养中遇到的诸如招生规模大、生源复杂、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

问题，学前所于 2015 年 7月联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学前教育系共同召开了“全国学

前教育专业硕士培养问题研讨会”。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同仁围绕学前教育专业硕

士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达成了一些共识，如学前教

育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需要进一步明确，生源起点要求需要提高，课程设置需要合理化，硕士

论文评价标准要可操作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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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全国学前教育专业硕士培养问题研讨会 

在科学研究方面，学前所教师共获准 4 项科研立项，出版专著译著 5 部，发表论文 50 篇。 

表 75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2015 年科研立项情况 

序 项目来源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经费 

1 教育部委托项目 刘  焱 实施《规划纲要》的效果评估 30 万 

2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 李晓巍 
城市家庭祖辈-父辈共同养育的特征及

其对婴幼儿适应的影响研究 
20 万 

3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重点课题 
潘月娟 

北京市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元

评估：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5 万 

4 校级自主科研重点课题 刘  馨 我国 0-3岁婴幼儿观察与测评工具研制 25 万 

表 76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2015 年出版专著译著情况 

序 名称 作者 年月 出版社 

1 《儿童发展理论与应用》 洪秀敏 2015.02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 
《促进儿童社会性和情绪的发

展——基于教师的反思性实践》 
洪秀敏 2015.03 机械工业出版社 

3 
《儿童生活中我是谁：学前教育

导论》 

洪秀敏 

李晓巍 

王兴华

（译） 

2015 商务印书馆 

4 
《“好”远远不够——促进儿童

的道德发展》 
冯婉桢等 2015.11 机械工业出版社 

5 
《音乐与律动——创造儿童的

另一种生活方式》 
冯婉桢等 2015.11 机械工业出版社 

表 77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2015 年发表论文情况 

序 名称 作者 发表刊物名称 发表刊次/年月 

1 
单靠个体道德自觉不如形成群

体约束 
冯婉桢 中国教育报 2015.01 

2 防性侵不能单靠性教育 冯婉桢 中国教育报 2015.03 

3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效

果调查——基于内部利益相关

者评价的视角 

洪秀敏等 教育学报 2015.01 

4 
美国学前儿童观察记录系统的

评价内容、实施方法与借鉴意义 
霍力岩等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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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构主义视野下幼儿学习与发

展本质特征初探 
霍力岩等 福建教育 2015.Z3 

6 
基于教师和家长评定的 3~6岁幼

儿发展特点研究 
李晓巍等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5.01 

7 

聚焦我国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

的发展:问题、影响因素及政策

建议 

洪秀敏

（第二） 
教师教育研究 2015.03 

8 
规模与质量:美国中小学教师教

育改革新政策述评 

洪秀敏

（第二）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15.04 

9 
全美幼教协会《幼教机构管理者

定义与专业素质》及其启示 
洪秀敏等 比较教育研究 2015.03 

10 
表现性评价内涵及其相关概念

辨析 
霍力岩等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15.03 

11 
导师制在美国幼儿园教师职前

培养中的应用 
霍力岩等 学前教育研究 2015.02 

12 
国内外幼小衔接研究趋势的比

较 

李敏谊

（第三） 
平安校园 2015.09 

13 

论我国学前教育师资供给的困

境与突围——基于第一期三年

行动计划后的数据分 

李敏谊等 中国教育学刊 2015.04 

14 

幼儿父母婚姻冲突与教养方式

的关系:父母情绪调节策略的调

节作用 

李晓巍

（第三）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5.03 

15 
非认知因素对个体创造力的影

响 
李晓巍等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5.02 

16 
幼儿园“小学化”:预防比查处

更关键 
李晓巍 中国德育 2015.06 

17 
动态系统理论对我国幼儿发展

评价研究的启示 
李晓巍 教育导刊（下半月） 2015.03 

18 
流动学前儿童生命教育初探—

—以北京四环游戏小组为例 

刘馨（第

二） 
幼儿教育 2015.Z3 

19 
巴西推进学前教育的政策、举措

及其未来发展 
刘焱等 比较教育研究 2015.03 

20 
不同发展阶段的幼儿园教师数

学学科教学知识的比较研究 
潘月娟等 教师教育研究 2015.03 

21 
印度发展学前教育的措施、问题

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潘月娟等 比较教育研究 2015.03 

22 
德国学前教育的发展现况和未

来趋势 
王兴华 比较教育研究 2015.03 

23 

新的机遇 新的挑战——从“第

七届中小学音乐课观摩活动”

谈起 

王懿颖 中国音乐教育 2015.04 

24 
民办幼儿园园长对地方政府学

前教育管理的满意度 
冯婉桢 学前教育研究 2015.04 

25 
幼儿园教师职业生涯适应力与

离职意向的关系 

洪秀敏

（通讯） 
学前教育研究 2015.04 

26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

况调查研究——基于行政人员

评价的视角 

洪秀敏等 幼儿教育 2015.12 

27 
城乡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认

同度及达成度的调查与分析 
洪秀敏等 早期教育（教科研版） 2015.Z1 

28 论教师的“哲学运思”之境 洪秀敏等 教师教育研究 2015.04 

29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效

果研究——基于园长视角的调

查与分析 

洪秀敏等 教育导刊（下半月） 2015.08 

30 政府扶持与管理公办、民办幼儿 洪秀敏等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5.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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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现状——基于园长和教师

评价的视角 

31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学前教

育发展的比较研究 
霍力岩等 现代教育论丛 2015.03 

32 
《发展适宜性实践:早期教育课

程与发展》 

霍力岩

（第二） 
幼儿 100（教师） 2015.06 

33 

论幼儿园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主

体间性对话——基于哲学解释

学的主体间性理论 

霍力岩等 福建教育 2015.24 

34 
“透明幼儿园”：用自信和专业

赢得家长信任 
霍力岩 中国教育报 2015.09 

35 
在家努力还是参与学校:家长参

与幼小衔接情况调查 

李敏谊

（第二） 
学前教育研究 2015.06 

36 
家长应参与到儿童的幼小衔接

中 

李敏谊

（第二） 
福建教育 2015.24 

37 
父母参与的现状及其对幼儿社

会能力的预测 
李晓巍 学前教育研究 2015.06 

38 
我国农村学前一年班级教育环

境质量研究 
刘焱等 教育发展研究 2015.12 

39 

美国高校“非升即走”制的保障

机制分析——兼论我国实施该

制度的路径优化 

刘焱（第

二） 
比较教育研究 2015.07 

40 
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

条件保障研究 
刘焱等 教育研究 2015.07 

41 
教师的仁爱之心——怀念我的

导师李晋瑗教授 
王懿颖 中国音乐教育 2015.08 

42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效

果调查——教师利益相关者的

评价 

洪秀敏等 早期教育（教科研版） 2015.09 

43 观察：发现完整独特的儿童 刘焱 中国教师报 2015.07 

44 
“只能爸爸来护学” 警醒家园

合作的“度” 
冯婉桢 中国教育报 2015.11 

45 

区域学前教育公平的权责博弈

——基于城乡政府履职的差异

分析 

洪秀敏等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5.06 

46 
学前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中政府

履职现状与分析 
洪秀敏等 学前教育 2015.06 

47 

The Way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quity - Policies 

to Tackle the Urban-Rural 

Disparities in China 

洪秀敏等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Polic 

2015.09 

48 
中国学前教育现代化：契机与实

践路径 
李晓巍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

育科学版） 
2015.06 

49 

Perceived posit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Chinese 

left-behind children’s 

emotional 

李晓巍

（第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5.10 

50 

Marital conflict of Chinese 

American immigrant couples: a 

mediator of socioeconomic 

incorporation and 

李晓巍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5.12 

在学术会议方面，学前所师生参加国际国内会议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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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2015 年学术活动与国际交流情况 

序 类别 时间/地点 活动名称、内容 

1 学术会议 
2015.11.11-14 

福州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成果交流与

表彰大会 

教师 3 人（刘馨、王兴华、李晓巍），研究生 2 人（刘丹、钟

桂英） 

2 学术会议 
2015.12.11-14 

上海 

我国早期教育发展现状与对策研讨会 

研究生 2 人（刘丹、郭子辰） 

3 国际交流 
2015.7.24-26 

悉尼 

太平洋幼儿教育研究会（PECERA）2015 年年会 

教师 1 人（李敏谊） 

4 国际交流 
2015.07.28-08.03 

华盛顿 

67th OMEP 会议 

研究生 1 人（解婧） 

2015年，学前教育研究所（系）在人才培养方面积极推进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

目，探索学生专业实践的路径与措施。 

年初召开了“学前教育专业实践基地建设”研讨会，通过了《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实践基地共建协议书》和《学前教育专业全日制教育硕士双导师指导制度暂行办法》。年底举办

了“实践导师聘任仪式暨研究生实习总结会”，总结经验并制定未来发展规划。实践基地建设为

加强和扩大区域园所、研修学院、大学和政府的长远合作提供了强势开端。 

为了加深大学生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科特点和学术研究的了解，促进全国学前教育学优秀大

学生之间的交流，学前所在 7月成功举办首届“全国学前教育学优秀大学生暑期学校”，迎来了

全国各地 20 多个省市的 30 余名优秀大学生。学生们通过暑期学校的学习深入了解了北师大学

前教育专业，接触到学前所的全体教师并聆听了精彩的讲座。 

此外，学前所在学部“夯实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综合创新实践”项目的支持下举办了学生创

新大赛，共包括绘本组大赛、玩具组大赛以及教师素质大赛三部分。大赛评选出的优秀学生获

得了京外游学活动的机会。 

为培养具有 APLIC 素质结构的卓越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丰富学生的

海外学习经验，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学前教育研究所于 6 月和 9 月分别实施了加拿大高

贵林区海外实习项目与挪威卑尔根大学田野调查项目，并积极邀请国外境外专家开展学前教育

前沿系列讲座。 

加拿大的实习项目中学生进入 Willowbrook Montessori Daycare 幼儿园，在三个不同年龄

班进行深度实习与试教，并体验、参与了幼儿园举办的音乐会、父亲节活动和亲子户外烧烤。

实习结束后，学生从不同视角进行专题汇报并与暑期学校学员进行经验分享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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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加拿大的实习项目 

在挪威为期一个月的海外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教师访谈等方式体验了当地

幼儿园特色的自然教育与户外游戏，并围绕“幼儿的个体性培养”、“中挪幼儿园教师信念”、“挪

威幼儿园的冒险游戏”与“挪威幼儿园教师对同伴冲突的认识和解决策略”等主题开展了田野

研究。10 月份，挪威派来了 20 名学生进行回访，在北京的幼儿园开展观摩研习与田野调查研

究。与挪威的合作效果良好，双方都希望能实现合作能进一步制度化、高效化，实现可持续发

展。 

学前所分别于 4月、6月及 12月邀请香港大学李辉副教授、孟菲斯大学薛晔教授及普渡大

学 Elicker教授做学前教育前沿讲座，其中李辉副教授和薛晔教授还为学生开设了短期课程。 

表 79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2015 年学生科研项目情况 

序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指导老师 

1 教育学部学生科研基金项目 
师幼互动与 5-6 岁幼儿学习

品质的关系研究 

杨晓丽 

（硕士生） 
潘月娟 

2 教育学部学生科研基金项目 
新入职幼儿教师情绪管理水

平对师幼互动的影响 

宋贝朵 

（硕士生） 
潘月娟 

3 教育学部学生科研基金项目 

婴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特点

及其与家庭气氛、气质的关

系 

解  婧 

（硕士生） 
李晓巍 

4 教育学部学生科研基金项目 

学前儿童学习过程的内在机

制和支架策略研究——胜任

力的角度 

孙蔷蔷 

（博士生） 
霍力岩 

3.2.10 特殊教育研究所（系） 
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所（系）是我国第一个特殊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机构，前身是成立

于 1979 年的特殊教育研究室（后为特殊教育教研室）， 1986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 1993 年和 

2005 年相继建立特殊教育硕士点、博士点， 2007 年被教育部定为首批建设的国家特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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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承担的学习和研究领域丰富，涉及视障教育、听障教育、智障教育、学障教育、超常教育、

融合教育、特殊儿童心理测量评估、特殊儿童早期干预等。其中发展障碍儿童教育具有明显的

学科优势，融合教育、特殊教师教育、手语、特殊教育课程研究等，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所长（系主任）：肖  非 

副所长（副系主任）：邓  猛  张树东 

表 80  特殊教育研究所（系）教师名单（ 姓名按音序排列 ） 

序 职称 姓名 

1 

正高 

邓  猛 

2 顾定倩 

3 王  雁 

4 肖  非 

5 

副高 

程  黎 

6 胡晓毅 

7 刘艳虹 

8 钱志亮 

9 张树东 

10 讲师 张悦歆 

在人才培养方面， 配合学部积极推进试点学院改革，修订了本科生、研究生培养方案。加

强特色实习、实践基地建设，在音乐治疗、聋生多媒体、盲生绘本实验室等基础上，在海淀培

智学校建设了自闭症教育训练基地，并建设视觉支持特色教室，搭建了融校内外空间、适多类

别特殊儿童教育训练的实习、实践平台。在朝阳区安华学校建立职业职业教育及康复培训实验

基地。5月 15日，“第二十五次全国助残日暨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职业教育及康复培

训实验基地”启动仪式在北京市朝阳区安华学校隆重举行。会议由朝阳区教委副主任付琳主持，

北京市残联教育就业部杨泰峰主任、北京联合国教科文信息技术研究院兰宏生院长、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学部朱旭东副部长、安华学校龙建友校长以及北京市特殊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学生

代表、新闻媒体出席了本次活动。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职业教育及康复培训实验基的

成立顺应了国家社会与经济教育发展的战略需求，有利于推进残疾人职业教育和就业安置；同

时为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人才培养工作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 

 

图 14  特殊教育研究所职业教育及康复培训验基地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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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学生具备国际视野，掌握前沿的特殊教育知识和信息，特聘请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

拉分校教育学院特殊教育与残疾研究专业分部主任为本系全体硕、博士生授课。5 月 18 日-22

日授课内容是“融合教育实施的系统与策略”（Implementing Inclusive Education: System 

and Strategies），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将美国的融合教育进行深入剖析，涉及到融合

教育的体系与模式、融合教育实施中的系统问题（地方教育当局、学校、班级、个人）、融合教

育班级教学的实施策略等内容。5月 25日-29日授课内容是“美国特殊教育的立法及政策研究”

（Special Education Law and Policy Study in US），涉及到从美国特殊教育历史看美国法律

制定演化过程、残疾政策研究的趋势、特殊教育和残疾立法的框架、美国几个主要特殊教育法

律结构分析、美国特殊教育及残疾法律的趋势等内容。 

此外，本系还聘请美国堪萨斯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排行第一）的 Eva 和 Mary 两位教授开展

关于基于证据的决策以及生涯发展的讲座。Eva 从循证实践中的证据、如何决策、教师实践中

操作等方面介绍何为基于证据的决策，强调政策、证据与教师智慧的结合；Mary 则以特殊儿童

的生涯发展为核心展开，以工作为基础的生涯发展为孩子建立成功。在两位教师讲座之后，师

生们积极提问，对于其中研究方法，生涯教育的发展等问题向讲座教授请教。 

除了美国教授的讲座以外，朴永馨老师积极联系莫斯科市立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和教育心理

学的两位教授，向本系开展“俄罗斯的特殊教育及其研究”为期一周的短期课程，朴永馨教授

亲自翻译，系统讲诉了俄罗斯特殊教育和心理学的发展，着重讲了维果茨基的思想发展及其在

特殊教育中的运用。最后讨论在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中的法律和政策的问题。通过系统对于俄

罗斯特殊教育和心理的学习，有助于更好的了解世界特殊教育领域的发展，并为我国的特殊教

育理论和实践提供参考。 

在社会服务方面，特殊教育系为全国特殊教育工作者的理论和实践能力的培训和提升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在 7 月 5-10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研究所肖非、王雁、邓猛、钱

志亮、刘艳虹、张树东、程黎、胡晓毅和张悦歆老师等一行 9 人前往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开展了

主题为“2015 年湖南省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培训”的支教活动。北师大特殊教育系

的专家教授带来的该领域最新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将会促进湖南省，尤其是边远地区特殊教

育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为边远地区的特殊儿童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 7 月 14-18 举办广东省茂名市特殊教育教师培训班，针对特殊教育现状、特殊儿童心理

及其课程等内容进行培训。在 7 月 23-28 号，又联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言语及听觉科学部、田

家炳基金会、沟通障碍研究中心等单位，面向全国特殊教育工作者举办了第二轮言语语言康复

训练师高级培训班。此外，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联合北京大学医学部、知名企业等举办了

多次针对孤独症家长、教师的理论和实践培训。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如中心主任胡晓毅老师

和副主任刘艳虹老师参观访问了东芬兰大学哲学学院的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会见了东芬

兰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Markku Filppula 教授，双方就目前开展的研究进行了交流，为进一步的

合作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科学研究方面，特殊教育研究所积极争取科研立项，在 2015 年新立项 14项，发表论文

及咨询报告 50 多篇，并出版了《中国残疾青少年社区融合与支持体系》等专著。此外还由系

里组织撰写《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科发展史》以及《朴永馨教授口述史》两本著作，目前

仍在进展中。此外教育部 9 月 1 日颁布了《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专业

标准》）。该《专业标准》由我校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研究所王雁教授所带领的研究团队会同南京

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共同研制完成。系里各位教师与学生具体承担的科研及成果如下表 1-6 所示： 

表 81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5年课题立项情况 

序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项目级别 

1 通州区孤残儿童普查工作 肖  非 通州区社会福利院委托 区级 

2 
北京市特殊教育学校重度残疾学

生社会能力模式研究 
肖  非 北京市教委委托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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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法律手语 顾定倩 北京市残疾人维权中心委托 市级 

4 北京导医手语 顾定倩 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市级 

5 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改革研究 邓  猛 
北京市 2015 年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 
重点课题 

6 中国高校融合教育课程建设 邓  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合作

课题 
委托课题 

7 
融合教育背景下随班就读实施现

状及支持体系研究 
邓  猛 

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

项目 
重点课题 

8 
学龄孤独症儿童教育评估系统软

件开发 
胡晓毅 企业委托 横向项目 

9 
孤独症儿童乐高治疗课程开发与

应用研究 
胡晓毅 企业委托 横向项目 

10 我国孤独症儿童教育模式研究 胡晓毅 
2015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中文学术著作项目 
校级 

11 

Educating Studen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 China 

and Finland 

胡晓毅 
2015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外文学术著作项目 
校级 

12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拔尖创新人才

鉴别 
程  黎 学校委托 横向项目 

13 
视力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巡回指导

教师制度的研究 
张悦歆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项目 国家级 

14 
残疾大学生高等融合教育的支持

与咨询模式研究 
张悦歆 北京师范大学 校级 

15 
随班就读教师融合教育素养及提

升模式研究 
王  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国家级 

表 82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5 年举办学术讲座情况 

序 时间 讲座题目 姓名 国家及地区 学校与职称职务 

1 2015.07 研究方法及开题 王  勉 
美国圣芭芭

拉 

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

校教育学院特殊教育与残

疾研究专业分部主任 

2 2015.11 
Evidenced-Based Decision 

Making；Career Preparation 

Eva M. Horn； 
Mary E. 

Morningstar 

 

美国 堪萨

斯 

Eva M. Horn 是堪萨斯大学

特殊教育系教授和发展障

碍生命研究所研究员；Dr. 

Mary E. Morningstar 是堪

萨斯大学特殊教育系副教

授，同时担任转衔联盟主任 

3 2015.12 俄罗斯的特殊教育及其研究 

纳扎罗娃•娜
塔莉娅•米哈
伊洛夫娜教
授；波格丹诺
娃•塔玛拉 

教授 

 

俄罗斯 莫

斯科 

纳扎罗娃教授是莫斯科市

立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与综

合康复学院特殊教育与心

理学原理教研室主任，学院

学术委员会主席；波格丹诺

娃是莫斯科市立师范大学

特殊教育和康复研究所教

育心理学原理教授 

表 83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5 年师生参加国内学术会议情况 

序 姓名 日期 会议名称 举办单位 

1 
肖  非 2015.07 残疾人心理卫生分会特殊教育专业

委员会 2015 年学术年会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残疾人心

理卫生分会特殊教育专委会 

2 
邓  猛 2015.07 残疾人心理卫生分会特殊教育专业

委员会 2015 年学术年会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残疾人心

理卫生分会特殊教育专委会 

3 
傅王倩 2015.07 残疾人心理卫生分会特殊教育专业

委员会 2015 年学术年会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残疾人心

理卫生分会特殊教育专委会 

4 
颜廷睿 2015.07 残疾人心理卫生分会特殊教育专业

委员会 2015 年学术年会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残疾人心

理卫生分会特殊教育专委会 

5 
张悦歆 2015.10 第 7 届国际低视力康复论坛 中残联康复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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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政医管局 

6 

刘艳虹 2015.10.16-18 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大会 华东师大教育学部、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全国
教育规划办、 
光明日报 

7 程  黎 2015.11.07-10 全国超常教育年会 全国人才委员会，超常教育专
业委员会 

8 
傅王倩 2015.12.16-19 The 1st BNU—QUT—UoC Doctoral 

Forum 

BNU—QUT—UoC 三校合办 

9 
程  黎 2015.08.21-23 中法超常儿童早期干预与创造力发

展合作研讨会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师范
大学，法国巴黎第六大学合办 

表 84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5年教师/学生出境学术交流情况 

序 姓名 起止时间 
国别/地

区 
学校/单位 出境任务 

1 张悦歆 2015.07.27-31 泰国/曼谷 单位 学术报告 

2 张悦歆 2015.11.06-10 台湾 台南国立大学特教系 课题交流 

3 刘艳虹 2015.09.16-20 芬兰 
东芬兰大学哲学学院孤

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 
访问、考察 

4 胡晓毅 2015.09.16-20 芬兰 
东芬兰大学哲学学院孤

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 
访问及合作开展研究 

5 邓  猛 2015.05 台湾 台湾师范大学 

参加 “亚太融合教育国

际会议” 

并作主题发言 

6 邓  猛 2015.06 波兰 国际特殊教育协会 

参加举办的 

“国际特殊教育协会年

会”并作大会发言 

7 邓  猛 2015.07 里斯本  

参加举办的 

“国际融合教育大会” 

并作大会发言 

8 谢  燕 2015.11.05-09 日本/鸣门 鸣门教育大学 
参加第六届中日教师教

育学术研讨会 

表 85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5 年教师/学生发表论文、咨询报告、著作情况 

序 题目 作者 期刊名称 年/期 成果类型 

1 
使用选择策略改善自闭症儿童

行为表现的个案研究 

左秋芳 

肖  非 

邓云梅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7 CSSCI 论文 

2 
聋校数学中的三类基本思想及

其教学启示 

苏明强 

肖  非 
现代特殊教育 2015.03 论文 

3 

多学科合作是特殊教育发展的

必由之路——兼论“医教结合”

的特殊教育发展政策 

肖  非 

傅王倩 
现代特殊教育 2015.04 论文 

4 

初中留守儿童的歧视知觉及其

对问题行为的影响_一项质性研

究分析 

张  磊 

傅王倩 

王  达 

暴占光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7 CSSCI 论文 

5 
自闭症儿童适应行为发展特点

的实证研究 

赵梅菊 

肖  非 

邓  猛 

教育学术月刊 2015.08 CSSCI 论文 

6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ons of Inclusive 

Education: How is Inclusive 

Practive Reflected in the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of China and 

Australia 

Carrington, 

S., 

Saggers, 

B., Adie, 

L., Zhu, N., 

Gu, D., Hu, 

X., Wang, 

Y., ...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bility, 

Developmengt 

and Education 

2015 SSCI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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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 G. M 

7 

An Enquiry into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Inclusive Education Teachers 

in Beijing: Attitudes, 

Knowledge, Skills, and 

Agency. 

Mu, G. M., 

Wang, Y., 

Wang, Z., 

Feng, Y., 

Deng, M., & 

Liang, 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bilit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015.62 SSCI 论文 

8 

Multidimensional Classroom 

Support to Inclusive 

Education Teachers in 

Beijing, China. 

Wang, Y., 

Mu, G. M., 

Wang, Z., 

Deng, M., 

Cheng, L., & 

Wang, 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bilit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015.62 SSCI 论文 

9 
生活技能教育对打工子弟学校

学生自我接纳影响的实验研究 

殷俊益 

王  雁 

冯雅静 

周圆圆 

现代特殊教育
（高教版） 2015.09 论文 

10 
生活技能教育对打工子弟学校

小学生学校适应的促进研究 

王  雁 

殷俊益 

雷  雳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9 CSSCI 论文 

11 
随班就读教师专业素养现状及

影响因素研究 

王  雁 

王志强 

冯雅静等 

教师教育研究 2015.27 CSSCI 论文 

12 
瑞典融合教育发展历史、经验及

思考 

王  辉 

王  雁 

熊  奇 

中国特殊教育 2015.180 CSSCI 论文 

13 
专业化视域下我国特殊教育教

师专业发展思考 

王  雁 

朱  楠 

唐佳益 

现代特殊教育
（高教版） 2015.05 论文 

14 

美国“双证式”融合教育教师职

前培养项目的概况和启示—以

田纳西大学早期教育融合教师

培养项目为例 

冯雅静 

王  雁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3 CSSCI 论文 

15 

美国整合性游戏团体疗法在自

闭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中的应

用 

魏寿洪 

王  雁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3 CSSCI 论文 

16 
慈善还是责任：对残疾人事业本

质的探讨 

雷  雳  

王  雁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2 CSSCI 论文 

17 
对我国大陆培智学校课程建设

问题的几点思考 

王  辉 

王  雁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1 CSSCI 论文 

18 教育生理学基础 王雁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5.08 著作 

19 
以技能为基础的学校健康教育

----生活技能教育 
王雁 著 华夏出版社 2015.10 著作 

20 
中国特殊教育教师发展报告

（2014 年） 

王  雁 

朱  楠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5.11 著作 

21 
随班就读教师专业素养现状及

影响因素研究 

王  雁 
王志强 
冯雅静 
邓  猛; 

梁松梅 

教师教育研究 2015.04 CSSCI 论文 

22 

Die VR China auf dem Weg zur 

inklusiven Schule 

 

Yuexin 

Zhang 

Sven 

Degenhardt 

Die 

UN-Konvention 

und ihre 

Umsetzung 

2015.02 论文 

23 
Einstellungen gegenüber 

blinden und sehbehinderten 

Yuexin 

Zhang 
 2014.09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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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schen und deren 

potenzielle Auswirkungen auf 

die Entwicklung eines 

inklusiven Schulsystems. 

24 
中国电视新闻手语翻译：现状与

展望 

高宇翔 

刘艳虹 
现代特殊教育 2015.02 论文 

25 
自闭症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研究

综述 

刘艳虹 

霍文瑶 

胡晓毅 

现代特殊教育

（高教） 
2015.04 论文 

26 
国外自闭症儿童体感游戏研究

状况及启示 

刘艳虹 

雷显梅 

胡晓毅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5 论文 

27 
国外孤独症谱系障碍研究前沿

探测 

刘艳虹 

董鸣利 

胡晓毅 

中国特殊教育 2015.12 CSSCI 论文 

28 

Creativ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ildren 

Growing up in Adverse 

Environments 

Cheng li，

Tan Main, 

Liu 

Zhengkui 

New direction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2015.01 SSCI 论文 

29 
流动儿童教师课堂行为感知对

创造力的影响 

程  黎 

庞亚男 

程  霞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4 CSSCI 论文 

30 

教师课堂行为感知与家长参与，

对 10-12 岁低学业成就学生学

习策略的影响 

程  黎 

李浩敬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7 CSSCI 论文 

31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关键反应

训练掌中宝 

胡晓毅 

王  勉 
华夏出版社 2015 译著 

32 孤独症儿童关键反应教学法 胡晓毅 华夏出版社 2015 译著 

33 
教育和社区环境中的单一被试

设计 
胡晓毅 华夏出版社 2015 译著 

34 

Needs of Chinese Families 

With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 Qualitative Inquiry 

Xiaoyi Hu, 

Ann 

Turnbull, 

Jean Ann 

Summers, & 

Mian Wang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2015.12 SSCI 论文 

35 
自闭症儿童计算机辅助教学单

一被试研究综述 

范文静 

胡晓毅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8 CSSCI 论文 

36 
国外自闭症儿童体感游戏研究

状况及启示 

刘艳虹 

雷显梅 

胡晓毅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5 CSSCI 论文 

37 
美国自闭症幼儿家长执行式干

预法研究综述 

曾松添 

胡晓毅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6 CSSCI 论文 

38 美国残疾儿童家庭研究综述 胡晓毅 残疾人研究 2015.02 论文 

39 
学龄孤独症儿童随班就读面临

的挑战及对策 

范文静 

胡晓毅 
现代特殊教育 2015.06 论文 

40 自闭症学生青春期性教育初探 

郑群山 

胡晓毅 

范文静 

现代特殊教育 2015.06 论文 

41 
自闭症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研究

综述 

刘艳虹 

霍文瑶 

胡晓毅 

现代特殊教育 2015.08 论文 

42 
自闭症学生课堂问题行为干预

——以正向行为支持技术为例 

邵  伟 

胡晓毅 
现代特殊教育 2015.Z1 论文 

43 
正向行为支持介入自闭症学生

课堂问题行为的干预研究 

邵  伟 

胡晓毅 
现代特殊教育 2015.02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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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美国学习障碍概念的新发展及

其启示 

张树东 

高潇怡 
比较教育研究 2015.09 CSSCI 论文 

45 国内数学学习障碍研究进展 
谢立培 

张树东 
现代特殊教育 2015.04 论文 

46 
融合教育的理论反思与本土化

探索 

邓  猛 

颜廷睿 
北大出版社 2015.01 著作 

47 国外特殊教育基本文献讲读 
邓  猛 

彭兴蓬 
北大出版社 2015.05 著作 

48 
中国残疾青少年社区融合与支

持体系 
邓  猛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5 著作 

49 
融合课堂中差异教学与学习通

用设计的比较分析 

颜廷睿 

关文军 

邓  猛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1 CSSCI 论文 

50 
西方融合教育课程设计与实施

及对我国的启示 

赵勇帅 

邓  猛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3 CSSCI 论文 

51 
智力残疾学生自我决定课程实

践模式及启示 

汪斯斯 

邓  猛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5 CSSCI 论文 

52 

残疾儿童家长亲职压力的特点

及其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社会支

持的中介作用 

关文军 

颜廷睿 

邓  猛 

心理发展与教

育 
2015.04 CSSCI 论文 

53 关于特殊教育本质的多维探讨 邓  猛 现代特殊教育 2015.09 论文 

54 
融合教育背景下的残疾学生社

会支持系统探析 

牛爽爽 

邓  猛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9 CSSCI 论文 

55 
融合教育背景下我国高等院校

特殊教育专业建设的思考 

邓  猛 

潘建芳 

关文军 

现代特殊教育 2015.03 论文 

56 印度融合教育的发展 
汪斯斯 

邓  猛 
比较教育研究 2015.09 CSSCI 论文 

57 

普通幼儿师范教师对学前特殊

儿童接受全纳教育的态度:案例

分析和启示 

邓  猛 

周志英 

绍兴文理学院

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 

2015.02 论文 

58 
美国自闭症儿童教育中的循证

实践及启示 

李  芳 

孙玉梅 

邓  猛 

外国教育研究 2015.02 CSSCI 论文 

59 
我国七个少数民族使用盲文状

况的调查研究 

刘艳虹 

顾定倩 

程黎等 

教育学报 2015.10 CSSCI 论文 

60 
我国七个少数民族手语盲文使

用状况调查 

刘艳虹 

顾定倩 

程黎等 

中国语言生活

状况报告 
2015 

咨询报告，教育部

语言信息管理司

采纳 

61 《孤独症儿童表情识别系统》 

孤独症儿童

教育研究中

心 

软件产品 2015 软件产品 

62 《孤独症儿童沟通辅具—我说》 

孤独症儿童

教育研究中

心 

软件产品 2015 软件产品 

63 《孤独症儿童教育评估系统》 

孤独症儿童

教育研究中

心 

软件产品 2015 软件产品 

64 《亲子益智健脑手指操》 钱志亮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5 著作 

65 《急用先学的 140 个汉字》 钱志亮 
河海大学出版

社 
2015 著作 

表 86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5 年教师获奖情况 

序 获奖者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获奖等级 获奖名称 

1 王  雁  中国特殊教育 著作 三等奖 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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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非 

朱  楠 

教师培养研究 优秀成果 

2 邓  猛 论文 论文 国际学术性奖励 
国际特殊教育协会（IASE）

2015 年 Marg 奖 

3.2.11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是职业技术教育学和成人教育学二级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专

门机构，是我国高校中最早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学教学和科研的机构之一，也是我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学科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策源地，是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领域的高水平科研基地。研究领域

包括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基本理论和政策、教学论和课程开发技术、教师教育等。 

所  长：赵志群 

副所长：周慧梅 

表 87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序 职称 姓名 

1 

正高 

和  震 

2 俞启定 

3 赵志群 

4 
副高 

李兴洲 

5 庄榕霞 

6 
讲师 

白  滨 

7 周慧梅 

11 月 19 日-12 月 31 日，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采用 “轮值主席（学生）+指导老师”的

组织模式连续组织举办了 9 次系列文化沙龙活动。文化沙龙每周举办一次，旨在促进职成所老

师与同学之间，以及同学与同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增强师生的交流和学科的凝聚力。除职成

所各年级同学外，来自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我校教育学部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与

教学论专业的很多老师、同学和访问学者也参加了沙龙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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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系列文化沙龙 

4 月 24 日，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师生党员“1+1”举办了集体游园活动。本次活动的主

题结合了职业教育的专业特色，通过参加农业嘉年华（高科技园），不仅促进了师生间的交流，

也加强同学对职业教育和行业的理解与认识。 

12月，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结果公布，在符合申报

条件的 6241 项成果的基础上，共评选出 908 项获奖成果，其中教育学科 73 项，我所教师周慧

梅副教授专著《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获得三等奖。 

2015年，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李兴洲、周慧梅老师

分别晋升教授和副教授职务；周慧梅和白滨老师分别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不莱梅大学进

修一年学成归来，和震老师开始了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为期一年的进修学习。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2015 年博士毕业生周瑛仪，以优异成绩入选华东师范大学“晨晖学

者计划”。  

由赵志群担任首席专家的 2013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现

代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13JZD047）顺利通过中期验收。 

8月 31日-9月 2日，职成所博士生谢良才、硕士生耿响及应届硕士毕业生李可敬在白滨老

师带领下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巴拉腊特举办的“国际学徒制创新网络（INAP）2015 年会议”，并

做了分论坛主题发言。本届 INAP会议设七个主题，包括学徒制教育的治理、利益相关者角色与

作用、学徒制中的教学法等。会议期间，白滨与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澳大利亚国家职业

教育研究中心与会代表进行了交流。 

 

图 16  师生赴澳大利亚参加“学徒制创新网络 2015 年国际会议 

11月 5-9日，俞启定教授和硕士生徐德娜同学赴日本鸣门教育大学参与“第六届中日教师

教育学术研讨会”,跟随教育学部师生团队分别参观了鸣门教育大学附属幼儿园、小学以及特殊

支援学校。在学术研讨会中，俞启定教授在“教员的高度专门职化资格制度”分会场发表《中

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教师资格制度改进的探讨》主题讲演；徐德娜在“教师的资质”分会场

以《<儒林外史>中的教师形象》为题，进行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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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11 日由北京大学和英国开放大学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医学网络教育学院承办的

“2015国际远程教育发展论坛”在北京举办。北京大学医学网络教育学院的课程改革，同时也

是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

国现代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13JZD047）的研究成果。 

12月 3-5日，受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和欧洲远程学习协会资助，白滨博士赴柏林参加

了第二十届欧洲网络教育大会。欧洲网络教育大会是全球最大的技术支持学习领域的国际会议，

来自 100个国家的 2332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主题是“现代学习的发展形式和现代技术支持

下的学习机会”，其中大数据、开放与合作学习、组织学习的未来是核心议题。本次大会同时提

供了 81个新媒体与新技术展览。白滨在“欧洲远程与网络学习——交流与共享”分论坛上做了

“数字化学习内容——发展趋势与教育转型”的主题发言。 

5 月 20-22 日，受欧洲远程学习协会的邀请和全额资助，职成所白滨博士赴捷克首都布拉

格参加欧洲远程学习会议并做大会主题发言。白滨博士在大会上做了“中国在线学习的发展与

质量保证”主题报告，围绕中国在线教育的市场发展与质量保证，根据在线教育模型，分析了

中国 300 多家在线教育机构的现状、业务领域、商业模式、用户特点及发展前景。并结合自己

的研究与实践，深入阐述了在线教育如何与职业教育相结合。 

9 月 2-4 日，职成所博士生孙芳芳参加了在德国不莱梅举办世界教育研究学会（WERA）职

业教育分会（IRN-VET）的年会，并做了分论坛发言。孙芳芳在题为“中国职教师资培养及职业

科学理念的实现”主题报告中，介绍了中国职教师资培养机构——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及其毕业

生就业情况，并就其中一所典型职技高师的课程改革做了案例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

关对策建议。 

7月-9月，赵志群教授在德国开姆尼茨工业大学（TU Chemnitz）哲学部教育学院经济教育

学专业开设的硕士必修课程“全球化中的世界职业教育”（Berufliche Bildung in einer 

Globalisieren Welt）顺利结束（集中授课）。这是我所教师为发达国家大学研究生教育开设的

第一门国际化课程，标志着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建设国际化程度的新进展。 

10月 11日，国际知名职业教育学者、“工作过程知识”理论的重要代表人，德国卡尔斯鲁

厄工业大学（KIT）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研究所所长马丁·费舍尔（Martin Fischer）教授访问

我所，并做了题为“德国职业教育研究新进展”的讲座。 

2015 年，职成教所与德国高校以及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继续保持密切和良好的合作交流。6

月，白滨博士访问了汉诺威大学，代表教育学部与汉诺威大学签订了在成人教育方面的合作协

议。赵志群于 7 月 8 日在柏林参加了中国研究智库(MERICS)的研讨会“Wirtschaftsreformen 

und wachsende Diskrepanzen im Arbeitsmarkt”（经济改革与劳动市场分化），并做了大会发

言；8 月 3 日参加了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BIBB）的国际职业教育研讨会。赵志群还访问了

罗斯托克大学、锡根大学、不莱梅大学、柏林洪堡大学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与慕尼黑工业大

学合作的著作《职业教育行动导向的教学》正式出版。 
3.2.12 高等教育研究所 

高等教育研究所创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是北师大开展高等教育领域博（硕）士生培

养、研究和服务的学术机构，是国家“985 项目”、“211 项目”和北京师范大学重点建设学科。

钟秉林、王英杰等老一辈学者，周作宇、洪成文、李奇、姚云和周海涛等一批中青年骨干，以

及一批年轻的新秀，构成了年龄、学缘和学术背景多样、潜力巨大的高等教育研究团队。主要

研究方向包括高等教育政策分析、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高等院校治理与发展、高校教师

专业发展、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民办教育政策与管理、大学筹投资研究等。 

所      长：钟秉林 

常务副所长：洪成文 

副  所  长：李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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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8  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序 职称 姓名 

1 

正高 

洪成文 

2 李  奇 

3 姚  云 

4 钟秉林 

5 周海涛 

6 周作宇 

7 

副高 

乔锦忠 

8 刘慧珍 

9 李湘萍 

10 姜星海 

11 
讲师 

杜瑞军 

12 方  芳 

2015年，高等教育研究所凝练了高等教育评估、大学教师发展、学生事务管理、高等教育

战略规划和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研究五个学术领域，作为学术发展的长期稳定研究方向，在民办

教育和大学筹、投资方面也开展了较大范围的调查和研究。本年度高教所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

工作：第一，注重日常教学，加强对五大方向课程的建设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出“高等

教育质量保障”、“高等教育评估”、“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大学教师发展”、“学生事务管理”、

“高校治理与发展”、“高等教育政策分析”、“高等教育热点问题透视”和“高教研究学术前沿”

等十几门相关课程；第二，开展与国内外同行的深度学术交流工作，举办全国高教评估会年会、

第二届全国大学筹投资学术研讨会、教育家与企业家对话——高考如何改革、中外合作办学—

—不出国的留学、地方与行业高校十三五学校发展规划等研讨会。根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高考改革跟踪调查实施对上海和浙江两省市的全面和系统调查，为教育部提供决策咨询，北

师大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力迅速提升；第三，结合我所研究方向，开展针对性的国际学术交流

与合作，对世界顶级高教研究中心进行学术访问，洽谈未来合作意向和项目，提升了我校在国

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影响。第四，完善高等教育与学生事务管理全英文国际硕士学位项目，

首届学生培养有序进行，第二届国际学生班招生和培养顺利，专为留学生而设立的实习基地正

在有序建立过程中。 

2015，高教所周作宇教授和姚云教授分别获得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使得我所重大攻关项

目数增加到 4个，居全国高教研究机构之首。 

高教所共出版专著 4本；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北京大学教育

评论》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在《中国教育报》和《光明日报》等重要报纸上

发表文章 40篇，提供咨询报告 7份。学术发表数量和被引用率居全国首位（同济大学提供）。 

在提升科研能力方面，主要通过举办不同形式的学术研讨会、开展课题项目研究、邀请国

内外著名学者讲学等方式促进高等教育研究能力的快速提升。全年，我们分别邀请美国哥伦比

亚学院、休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学者来我所提供学术讲座。钟秉林教授牵头的教育

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 “高考改革试点方案跟踪与评估研究”顺利开展，且进入结

题阶段。 

3 月 6 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做客人民网，畅谈深化教育改革问题

时表示，教育资源配置需要市场因素决定，学校应淡化身份等级，通过自身的竞争得到最好的

生源。 

7 月 7 日，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做客新华网思客讲堂并发表演讲，讨论创新创业教育

的困境与出路。 

注重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服务的结合，在现有学术平台基础上开展了社会服务工作。直接

向国家、教育部提交咨询报告，承接了国家和教育部等重大项目；积极主动为地方高校提供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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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咨询服务。2015年，我们结合全国地方高校十三五研制的时机，主动为地方院校提供专业咨

询和服务。先后我们完成了十多所大学的研究服务，服务高校包括陕西榆林学院、河北沧州师

范学院、云南丽江师范专科学校、北京外贸财经学院、西安创新学院、四川宜宾学院、河北科

技师范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和河北工业大学等。在校内，为北师大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服务；在

校外，与同行“麦可思”教育咨询机构开展合作，建立实习基地，同时拓展国际学术空间，为

在校研究生出国实习提供机会。 

出版高教研究文集、扩大学术交流渠道。继 2013、2014 年出版《北师大高教评论》后，继

续出版《北师大高教评论》2015年版，整合了研究团队，扩大了学术影响，提升了北师大高教

研究的学术研究地位。 

在提高学生培养质量方面，强化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工作。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加强学

生课堂参与，要求教师加强对学生课下学习与学生个人研究的指导，积极为学生举办丰富多彩

的学术专题讲座。 

表 89  高等教育研究所 2015境外学者来访情况 

序 时间 来宾姓名 国别/地区 来宾所在学校/单位 主要活动 

1 6 月 Hamish Coates 教授  澳大利亚 墨尔本大学 学术交流 

2 9 月 王世本教授 美国 杜克大学 学术交流 

3 9 月 李大西校长 美国 加州哥伦比亚商学院 报告 

4 10 月 
Carmel Diezmann 教

授 澳大利亚 天主教大学 报告 

5 10 月 刘庆红教授 日本 立命馆大学 讲学 

6 10 月 山田教授 日本 广岛大学 讲学 

7 12 月 Noah Drezner 副教授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报告 

8 12 月 邹雅莉教授 美国 休斯顿大学 讲学 

9 12 月 Kaikoh Ryu 教授 日本 立命馆大学 讲学 

在国际交流方面，高教所积极鼓励在读学生出国交流学习。2015年，高教所学生分别前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匹兹堡大学、广岛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等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学

术交流频次有所增加。高教所各位老师分别对广岛大学、悉尼大学和悉尼科技大学、多伦多大

学、伦敦大学和苏赛克斯大学、丹麦阿赫斯大学进行了学术访问。 

表 90  2015 年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师发表成果总览 

序号 文章 作者 期刊 日期 

1 
重点大学教师招聘优先群体的路

径选择 
姚  云 
李福华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
报 

2015.01 

2 
博士后制度对博士后原始学术成

长的作用分析 
姚  云 
吴  敏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5.02 

3 医学教授告诉你什么人能学医 
姚  云 
曹昭乐 

光明日报 2015.05.19 

4 农学教授告诉你，学农前景很光明 
姚  云 
唐艺卿 

光明日报 2015.05.27 

5 创新大学文化，改善高校管理 
黎  微 
李  奇 

北京教育（高教） 2015.02 

6 教育数据中的信息知识 李  奇 光明日报 2015.04.16 
7 依靠数据库，以评促建提高质量 李  奇 光明日报 2015.08.20 

8 
深化综合改革，应对高考招生制度

改革新挑战 
钟秉林 教育研究 2015.03 

9 
教育专业学位新拓展，职业教育发

展新举措 

钟秉林 
和  震 
张斌贤 

中国高等教育 2015.17 

10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与高中学校人 钟秉林 中国教育学刊 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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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 
11 互联网教学与高校人才培养 钟秉林 中国大学教学 2015.09 

12 
强化高校办学主体地位，促进内涵

建设和质量提升 
钟秉林 中国高等教育 2015.18 

13 
深化综合改革，涉过教育改革“深

水区” 
钟秉林 教育与职业 2015.01 

14 
中小学要应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

的挑战 
钟秉林 中国教育学刊 2015.03 

15 
教育国际化：中国高校基于在哪

里？ 
钟秉林 亚太教育 2015.08 

16 
高等学校要主动应对高考招生制

度改革新挑战 
钟秉林 高等教育研究 2015.03 

17 
新建本科院校要高度重视内涵发
展和质量建设——基于 41 所本科

院校合格评估结果的分析 
钟秉林 中国高教研究 2015.06 

18 
高等学校要主动应对高考招生制

度改革新挑战 
钟秉林 世纪行 2015.06 

19 
高校章程中学术机构及其运行模
式——基于教育部核准的 18 所大

学章程的文本分析 

洪  煜 
钟秉林 
赵应生等 

中国高教研究 2015.09 

20 高考变向中的高中改革 钟秉林 云南教育 2015.02 

21 积极探索中小学教育转型 钟秉林 
云南教育（视界综合

版） 
2015.04 

22 
推进大学科教融合努力培养创新

型人才 
钟秉林 成才之路 2015.07 

23 我国教育改革三十年 钟秉林 未来教育家 2015.z2 

24 
努力为国家现代化事业提供人力

资源支撑 
钟秉林 北京教育（普教版） 2015.9 

25 
探寻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现

实路径 
钟秉林 今日教育 2015.09 

26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大策划” 钟秉林 深圳特区报 2015.12.25 
27 美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探索 钟秉林 光明日报 2015.11.24 

28 
尊重学生选择权成教育决策价值

取向 
钟秉林 中国教育报 2015.12.11 

29 “走”起来？ 钟秉林 光明日报 2015.01.27 

30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与挑

战 
钟秉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2015.01.20 

31 呼吁巩固 4% 钟秉林 人民政协报 2015.03.13 
32 积极探索中小学教育转型 钟秉林 中国教育报 2015.03.12 
33 高校要应对高招改革新挑战 钟秉林 光明日报 2015.03.17 

34 
高校专项经费拨款的国际比较及

启示 
方  芳 重庆高教研究 2015.03 

35 中国企业高管薪酬差距研究 
方  芳 
李  实 

中国社会科学 2015.08 

36 
财政支持民办高等教育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分析 
方  芳 高教探索 2015.05 

37 
我国新一轮高考改革的路径及挑
战——教育家对话企业家微论坛

纪要 

杜瑞军 
洪成文 

中国高教研究 2015.06 

38 高考改革改了什么 杜瑞军 光明日报 2015.05.19 
39 学位证书“变脸”蕴含教改深意 杜瑞军 中国改革报 2015.07.22 
40 学位证书“变脸”蕴含教改深意 杜瑞军 中国改革报 2015.07.28 

41 
大学生科研参与与学生发展——
来自中国案例高校的实证研究 

李湘萍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01 

42 一部好章程，一所好学学校 乔锦忠 人民教育 2015.05 

43 
影响本科教学质量的几个关键问

题 
乔锦忠 光明日报 2015.08.11 

44 不做甩手掌柜，不当“二衙门” 乔锦忠 中国教师报 2015.05.27 
45 尽可能降低教育的工具性 乔锦忠 中国教师报 2015.03.11 
46 校长领导力是一种追随力 乔锦忠 中国教师报 2015.08.26 

47 论高等教育评估的价值选择 
刘慧珍 
张伟红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
报 

2015.03 

48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场域”中的制
度化机制研究——基于组织研究

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张  熙 
刘慧珍 

高教探索 2015.09 

49 高校教师聘任制度的政策导向与 李知颜 北京教育（高教）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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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问题分析 刘慧珍 

50 
上海市春季高考政策的困境与超
越——基于公共政策分析理论的

视角 

张  熙 
刘慧珍 

中国考试 2015.10 

51 
大学生自我报告的学习结果和学

校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穆兰兰 
魏  红 

复旦教育论坛 2015.02 

52 美国高校学习指导评估探究 
梁会青 
魏  红 

世界教育信息 2015.07 

53 现代人的教育意蕴 周作宇 中国德育 2015.20 
54 教育改革的特征及思维品质叹息 周作宇 教育现代化 2015.2 
55 使命分享，师范教育发展的新动力 周作宇 中国教育报 2015.12.16 
56 对话：未来教育我们该如何应对 周作宇 中国教师报 2015.11.04 

57 
大学筹款伦理的内涵、价值与实践
策略——基于大学领导的职责 

李庆成 
尤玉军 
洪成文 

中国高教研究 2015.03 

58 
中外合作办学的现实、挑战及未来

趋势 
洪成文 神州学人 2015.11 

59 如何看待学霸与成功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6.03 

60 地方本科发展受挫根源在哪？ 
洪成文 
孟  彦 

光明日报 2015.09.01 

61 填报志愿“五不能”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6.26 
62 教育学的可能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6.11 

63 
“基于证据”教育政策研究的评估
与整合——以英国 EPPI 与美国

WWC 的经验为例 

洪成文 
莫蕾钰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5.06 

64 
“211、985”废存争议突显行政性

资源依赖之困 
佟  靖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1.13 

65 考前心理焦虑你该怎么办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5.14 

66 挑大学选专业你要考量什么 
王朔旺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5.28 

67 
“一代一路”的战略实施，中国高

等教育使命需及时调整 
莫蕾钰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5.27 

68 工科是否适合你 
伍  宸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5.28 

69 农学的空间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6.11 

70 放眼全球，那些专业值得选 
莫蕾钰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6.11 

71 
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校创业教育资

源怎样融通 
莫蕾钰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9.15 

72 
从知识动员视角探析我国高等教
育宏观决策有效性缺失问题 

孟  彦 
洪成文 

现代教育管理 2015.11 

73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智库研究：外

国专家知识动员的视角 
莫蕾钰 
洪成文 

现代教育管理 2015.03 

74 
回归凯恩斯主义——金融危机背
景下美国联邦政府大学生就业促

进政策的选择 

林成华 
洪成文 

重庆高教研究 2015.03 

75 
我国新一轮高考改革的路径及挑
战——教育家对话企业家微论坛

纪要 

杜瑞军 
洪成文 

中国高教研究 2015.06 

76 
大宗筹款运动与大学发展——当
代美国一流大学大宗筹款运动研

究 

林成华 
洪成文 

教育学报 2015.03 

77 
首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与特点
——基于 1995-2014 年论文发表

的数据分析 

林成华 
洪成文 

中国高等教育 2015.05 

78 
我国公派留学生管理政策分析及

优化对策 
莫蕾钰 
洪成文 

大学（研究版） 2015.03 

79 如何突破民办高校筹资的困境 周海涛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

报 
2015.02 

80 
校长工作室 15 年历程、困境与对

策 
周海涛 中国教育学刊 2015.03 

81 
高等教育质量认证模式和院校审

核模式 

周海涛 
杜云英 
刘  丽 

山东高等教育 2015.05 

82 
助推高校毕业生领跑新一轮创业

潮 
周海涛 
范绪锋 

中国高等教育 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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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完善民办高校发人治理结构的难

题与策略 
周海涛 
施文姝 

江苏高教 2015.07 

84 新高考改革助推教育升级 
周海涛 
景安磊 

教育研究 2015.08 

85 
民办学校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问

题及其原因 
周海涛 
景安磊 

当代教师教育 2015.09 

86 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如何推 周海涛 教育发展研究 2015.08 

3.2.13 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是教育学部为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科而设立的、旨在

加强教育统计与测量二级学科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并借此推动我校教育学科的量化研

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教育测量与评价理论、教育统计方法与应用、计算机技术与考试、课程

测试与评价等。 

所  长：辛  涛 

副所长：韦小满 

表 91  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序 职称 姓名 

1 
正高 

韦小满 

2 辛  涛 

3 

讲师 

王烨晖 

4 温红博 

5 杨  涛 

6 张  生 

7 张丹慧（副教授） 

8 赵  茜 

9 赵希斌 

9 月 11 日晚，召开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全体教师和研究生参加。

典礼由副所长韦小满教授主持，所长辛涛教授给研究生新生提出了几点要求和希望。师生相互

介绍了各自研究领域和研究兴趣。 

5月 25日，2012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举行。6名硕士研究生顺利通过答辩。 

11月 30日，3位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会暨中期考核会，由副所长韦小满教授主持。各位老师

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对 3位研究生的开题报告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2015年期间，本所教师发表论文 28篇，出版著作 5部。 

表 92  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 2015 年度论文发表一览表 

序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名称 发表刊次 作者 

1 高等教育评估的几个关键问题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5.02 
乐美玲 

辛  涛 

2 测验链接中的锚题代表性研究 心理科学 2015.01 
叶  萌 

辛  涛 

3 
多维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模型、技术和

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2015.05 

毛秀珍 

辛  涛 

4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构建我国

学生核心素养体系 
人民教育 2015.04 

辛  涛 

姜  宇 

5 
基于 BP神经网络的认知诊断计算机化自

适应测验实现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 
2015.04 

汪玲玲 

陈  平 

辛  涛 

衷克定 

6 多项选择题中干扰项信息的利用 心理学探新 2015.06 

刘  拓 

张佳慧 

辛  涛 

7 全球视域下学生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 人民教育 2015.05 
辛  涛 

姜  宇 

8 适应素质教育的教师教育观念及其培养 教师教育研究 2015.06 梁红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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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涛 

9 当前我国德育评价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德育 2015.06 
王烨晖 

辛  涛 

10 
计算机化多阶段测验的基本结构及其研

究进展 
中国考试 2015.07 

杨  涛 

黄生顺 

辛  涛 

11 允许 CAT 题目检查的区块题目袋方法 心理学报 2015.09 

林  喆 

陈  平 

辛  涛 

12 国际学生核心素养构建模式的启示 中小学管理 2015.09 
王烨晖 

辛  涛 

13 题目参数漂移:概念厘定及相关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015.10 
叶  萌 

辛  涛 

14 
学业质量标准的建立途径:基于认知诊 

断的学习进阶方法 
教育学报 2015.10 

辛  涛 

乐美玲 

郭艳芳 

姜  宇 

15 
基于 IRT 的决策一致性系数在大规模教

育测量中的应用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 
2015.12 

杜佳萱 

陈  平 

辛  涛 

16 
矩阵抽样技术在 TIMSS 2015 题册设计中

的运用 

教育测量与评价(理论

版) 
2015.09 

韦小满 

马  跃 

17 我国残疾人参加普通高考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特殊教育 2015.11 
田  霖 

韦小满 

18 
验证自闭症儿童视觉弱中央统合的实验

研究 
绥化学院学报 2015.01 

陈  墨 

韦小满 

19 自闭症儿童非语言沟通能力的评估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5 
陈  墨 

韦小满 

20 新一轮高考改革中的测验等值问题 考试研究 2015.09 
马  跃 

韦小满 

21 
北京市青少年的学校满意度:现状和影

响因素 

教育测量与评价(理论

版) 
2015.04 

张丹慧 

赵  茜 

韦小满 

22 数学微课程设计与应用的实证研究 现代教育技术 2015.12.15 

张  生 

王丽丽 

苏  梅 

齐  媛 

23 
“互联网+”时代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

育评价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 2015.12.01 张  生 

24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识字量测验的编制研

究 
语言文字应用 2015.08 

温红博 

唐文君 

刘先伟 

25 课程评价模型的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 教育学报 2015.10 
王烨晖 

边玉芳 

26 
“谋”、“敬”、“定”、“省”:校长的四项

修炼 
中小学管理 2015.03 

赵  茜 

胡惠平 

27 
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

让教育成为人的城镇化的不竭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2015.09 

李  刚 

赵  茜 

28 
掌控教育发展脉络 促进政策制定理性

化 
今日教育 2015.06.05 

赵  茜 

张丹慧 

表 93  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 2015 年度出版著作一览表 

序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时间 作者 

1 国际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实践与经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08 

杨  涛 

李曙光 

姜  宇 

2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抽样设计与数据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08 张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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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生 

刘红云 

3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撰写与结果应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08 

辛  涛 

李  勉 

任晓琼 

4 重塑课堂：超越分数的教学案例与评析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1 
赵希斌 

黄月初 

5 听，学生在说：故事里的教育心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06 赵希斌  

表 94  2015 年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教师横向项目立项 1 项 

课题名称 承担人 课题类别 备注 

北京市义务教育质量均衡发展状况及学生发展标准研究 杨涛 北京市教委委托 横向 

2位老师参加 AERA 会议，参加 IMPS 会议，并作会议论文陈述。 

1位老师在范德堡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并开展合作研究。 

4月 14日，邀请 ACT主席 Jon L. Erickson 学术讲座。 

3 月 29 日，邀请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Dr. Donald 

Saklofske，有关智力测验研发及其应用讲座。 

受门头沟区教委委托，2015 年对门头沟区所有中小学实施了第三轮评估，全所教师多次赴

门头沟区开展项目讨论、访谈、测评等活动。共回收教师、学生、家长各类问卷（试卷）3万

余份，追踪了解了门头沟区 2015年的教育发展状况。 

我所教师参与 2015年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工作，承担了主要的组织、管理、分析和报告

任务，为国家决策提供了数据基础。 
3.2.14 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 

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在国内是率先设立的，以推进心理学在学校教育中的综合应用

为宗旨，培养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高层次人才为目标，致力于研究如何有效地对学生进行辅导

与咨询、为教师与家长提供顾问服务、推动学校改进和发展社区资源，以全面提升学生的心理

健康水平。人才培养任务包括：学校咨询方向硕士研究生和心理健康教育方向教育硕士的培养、

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基础心理学、教育与发展心理学的课程教学等。研究领域包括：学生学业发

展辅导、生涯发展辅导、个性与社会性发展辅导、心理健康课程、教师心理健康等。 

所  长：王工斌 

副所长：傅  纳 

表 95  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序 职称 姓名 

1 

副高 

傅  纳 

2 马利文 

3 苏立增（2014 年退休） 

4 王工斌 

5 

讲师 

邓林园 

6 李蓓蕾 

7 李亦菲 

8 王乃弋 

在人才培养方面，按学校部署重新修订了学校咨询方向学术型硕士的培养计划，预计自 2016

级硕士开始实施。继续加强实践教学工作，18所中小学校的实践教学基地中包括了教育部 2015

年颁布的全国心理健康教育特色示范校中的 5所。同时为学术型硕士新发展 2所实习单位。 

7 月 10 日，美国东北大学应用教育心理系李杰教授和加州大学 Fresno 分校心理系倪虹副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5%D4%CF%A3%B1%F3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B%C6%D4%C2%B3%F5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5%D4%CF%A3%B1%F3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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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到访，为本所研究生做了主题为美国学校心理学家和学校咨询师的工作模式和能力结构的

学术报告；并和本所教师进行了专题研讨，着重讨论了心理教师在职教育如何开展的问题，包

括教育专家学位的课程内容及实施途径。 

与美国丹佛大学教育学院合作的海外实习计划继续实施，10-11 月，接受了来自丹佛大学

的 2 位学校咨询专业研究生，与本所学生一起参加驻校实习，并就学习情绪管理等研究内容进

行深入交流，实习过程中，双方师生还召开远程会议进行汇报总结。与此同时，本所也已选派

两位硕士生计划春季学期赴美国实习。 

11 月，英国华威大学教育学院戏剧与剧场教育系主任 Joseph Anthony Winston 教授与本

所马利文副教授合作，共同开设研究生课程《戏剧教育在中小学校的运用》。 

在科研与学科建设方面，本所教师在本年度新承担的研究项目有《家校合作的现状及对高

中生学业、生涯发展的影响》《中学教师复原力的干预研究》《不同类型硕士研究生职业决策困

难的影响因素及干预研究》（北师大自主科研课题）及《海外留学生心理适应调查》（横向）等，

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重点包括中小学心理教师胜任力研究等。  

9 月，学校批准成立了北师大教育学部应用戏剧表达性艺术教育研究中心，这是本所支持

的新的学科生长点，中心主任为本所马利文副教授，北师大实验小学吴健民校长为兼职副主任，

学术顾问包括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黄会林资深教授、上海知名戏剧专家李婴宁教授、英国华

威大学 Winston教授等。  

在学术交流方面，8 月，李蓓蕾教师完成赴美国丹佛大学教育学院开始为期一年的访学交

流，归国后，为本所师生作了主题为美国中小学校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及相关研究的学术报告。

9月，傅纳副教授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院进修。 

11 月 10 日，举办了应用戏剧表达性艺术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这同时也是本所主持召

开了第六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题研讨会，主题是“戏剧、表达艺术与心理发展。J. A. Winston

教授作了专题讲座，多所中小学校的心理教师及管理者介绍了将戏剧引入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

的实践与思考。次日，Winston 教授和香港戏剧教育论坛总监欧怡雯分别举办了一场教育戏剧

专家工作坊。 

师生还先后参加第八届国际教育戏剧研究研讨会、中国教育学会第二十八届年会、全国基

础教育课程与教学研讨会、首届全国积极心理学大会、第五届表达性艺术心理治疗国际学术研

讨会等学术会议。  

社会服务方面，教师多人次参加学部组织的国培计划小学校长培训班等的教学工作。 参与

北京市中小学名师发展工程，承担心理健康教育学科教师的指导工作。与芜湖市教育局关于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质量提升的合作，已在稳步推进当中。 

3.3.  综合交叉平台 
3.3.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宗旨是：通过教育研究与培训促进农村

人口思维和行为发生积极变化，实现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达到全民教育的发展目

标。目标是：促进农村教育方法技术的国际研究和进步；通过制定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的政策策

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咨商与合作；建立广泛网络，在各国专家间进行农村教育领域的学术与

科技信息交流；组织协调合作研究，向国际专家提供专业支持、指导意见以及实验室研究和实

地研究所需设备；举办专题国际培训班、研修班并提供跨国研究奖学金；编写发布中心各项目

相关出版物和资料。 

理事会主席：章新胜 

主  任：董  奇 
3.3.2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成立于 2010 年 1 月 26 日，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和北京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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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共同组建，是一个开放的实体性高层次教育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研究院秉持“集智聚力 强

教兴国”的院训和“国家使命 客观立场 专业精神 协同创新”的文化理念，致力于服务国家战

略需求、教育政策法律的制定与完善，致力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致力于建

设成为国家教育政策高级智库，成为服务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思想库。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首创民主党派与高校合作新模式，以创新、开放的机制，由民进中央

与北京师范大学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成果互利、长期合作”的原则共同建设。研究院

实行院长负责制，同时建立院长会制度，负责制定研究院发展战略和商定重大发展事宜。研究

院设立理事会和专家委员会，理事会着力为研究院建设发展提供支持服务与条件保障；专家委

员会为研究院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等提供指导与咨询。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以中央与地方政府教育政策的策源地和咨询服务中心、一流的国家教

育政策研究中心、教育政策研究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中心、国家教育政策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培

训中心为具体建设目标，实行项目制，以研究项目为纽带，建立公开、公平、高效的项目招标

与管理机制；建立开放的研究平台，根据研究需要动态设置专题研究组或中心，面向全国和国

际招聘研究人员，采取首席专家加团队、专兼职和长短期聘任相结合的人员组织方式；建立博

士后工作室，实施访问学者计划。 

院      长：严隽琪 

常务副院长：石中英 

副  院  长：王佐书  朱永新  庞丽娟  周作宇  刘复兴  周海涛 

【自身建设】 

2015年，政策院以先行先试的决心与持续努力，按照智库建设规律，在前期人事制度、运

行机制、成果形成与评价制度等多方面探索与创新的基础上，持续创新，以“具有较大影响和

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教育高端智库”为长远建设目标，举办了“教育智库建设高层咨询会”，深入

探讨教育智库建设的形势和意义、战略定位和基本功能、组织建制和运行模式、机制创新与具

体举措，深化了对智库建设规律的认识，初步拟定了“十三五”时期智库建设规划与方案，让

政策研究的活力不断释放、智库的创造力不断迸发，全心全意为国家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服务。 

招贤纳士，聘请国内各领域的一流专家，具有丰富的政策研究经验的 38位兼职教授，新聘

用了 3 名博士后，全职从事政策研究与建议的组织、撰写和转化等工作，致力于打造协同、高

效、能打硬仗的政策研究队伍，建设开放、灵活、合作、共赢的队伍组织和管理机制，不断突

显多领域、跨机构、跨部门、跨区域等的人员协同合作新格局。 

新媒体时代，为充分利用媒体进行舆论引领，提升政策研究的社会影响力，政策院以总结

近 6年智库建设探索为契机，积极开展与主流媒体的交流，举行了“教育智库建设媒体座谈会”，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科学报》、《人民政协报》等多家权威

主流媒体的资深记者应邀参加，形成了《集智聚力 强教兴国——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智库建设

探索之路》的系列报道，有力拓宽和加强了政策院的社会影响。 

【政策研究项目】 

政策院按照党的十八大和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及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以及教育改革发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重大问题，结

合民进中央、教育部、财政部等年度工作重点，通过向相关机构广泛征集选题、组织多次专家

研讨会征询意见等多种途径，确立了政策研究的若干重大选题，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跨机构、跨

学科、跨领域、跨部门协同创新，综合运用自主立项、中后期资助、定向委托等方式组织开展

了重大政策研究项目 10余项，其中，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与教育发展政策研究、教育领域一

揽子修法问题研究、国家“十三五”时期教育发展规划研究、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政策研究、

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研究、《纲要》“教师队伍建设”中期评估与政策完善研究、民办学

校分类管理研究等重大研究项目，进一步推动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改革发展，具有极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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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以多种方式组织开展了 “‘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与投入”“中国制造 2025 战

略”“学前教育免费制度”“涉农人才培养”“免费基础教育向高中阶段延伸”等相关问题的

研究，产出了一系列有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高水平政策建议。 

【建言献策主要成果】 

在严隽琪副委员长兼院长的直接领导下，在民进中央、教育部、财政部、北京师范大学等

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共同领导与鼎力支持下，政策院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

需求以及教育改革发展中重大问题的政策需求，为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等教育战略和政策决

策提供咨询建议，共向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教育部、财政部等提交了 20余

份高质量政策建议和提案。举办大型论坛和各种研讨会议 17场，并深入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部

门以及中小学校切实开展政策调研，编辑报送了 12期《教育政策决策参考》、10 期《智库专刊》。

组织形成并提交政策建议 20 余份，其中《关于“一带一路”与高校智库建设的建议》《关于优

化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完善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的建议》等得到了

习近平、刘云山、张高丽、刘延东、严隽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9 份政策建议获民

进中央初选入围 2016 年“两会”提案。 

另外，2015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采纳了政策院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这些

政策研究及成果对国家宏观战略决策与布局、教育事业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各级各类人才培

养，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外合作】 

2015年，政策院坚定走开放式协同办院道路，创新教育智库建设的多方合作机制，积极吸

纳中央和地方政府、高校科研机构、民进组织、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支持、融入政策院的

智库建设与政策研究过程中，开放融通，协同创新，开展了多类型，全方位合作。 

深化与教育部相关部门的合作。受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委托，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进

一步开展了教育规划纲要实施 5 周年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项评估。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与政策院商

定，共建服务于国家教育立法修法和政策制定工作研究基地，合作开展教育修法研究，形成了

《关于<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案（草案）>修改建议》；召开“教育政策形势分析会议”，形成了

《2015年上半年教育政策形势的分析研判与建议》。 

深化与财政部相关部门的合作研究。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财政部委托政策院课题组进一步

围绕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各级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高等教育收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形成了

《政府购买学前教育服务的现状和政策建议》《当前政府购买中小学教育服务的现状、问题及其

政策建议》《高等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的建议》《高等教育价格指数的国外经验及其启示》

《开放大学的国际比较研究》等政策建议，报送《2015 年两会教育舆情：农村教育与农村教师》

《“十三五”期间教育公平的时代意涵与政策主题》《教育扶贫》等 46 期《教育舆情》，得到了

财政部相关领导的充分肯定。 

深化与民进中央各级组织、专委会和专家等的合作，合理转化并报送政策建议，合作举办

若干研讨会与座谈会，与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江苏省委会等联合成功举办了中国教师发展论

坛；深化与清华、北大、北师大、浙大、厦大、陕西师大、东北师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等机构的合作、合开座谈论坛，联合产出成果，凝聚了一批“铁杆”合作

伙伴，释放了强大的“聚合效应”，使政策院成为了中国教育学科服务国家教育决策的一个重

要平台和窗口。 

附表： 

表 96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2015 年度获得重要政策建议成果批示 

序 题目 批示领导 时间 

1 关于“一带一路”与高校智库建设的建议 
习近平、刘云山 

刘延东、刘奇葆 

06.12 06.13 

06.15 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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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优化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议 张高丽 02.16 

3 关于进一步完善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的建议 刘延东 02.17 

4 民办学历教育收费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 刘延东 05.27 

5 进一步完善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的建议 严隽琪 01.26 

6 关于《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案（草案）》修改的建议 严隽琪 11.8 

7 关于国家教育“十三五”规划的若干建议 
经民进中央转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 
06. 

8 
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到底面临哪些难题 
分类管理改革应该在精细化规范化上做足文章国外私
立学校分类管理的主要做法 

袁贵仁 08.28 

表 97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2015 年度举办重要会议论坛 

类型 主题 场数 

年度综合  教育智库建设高层咨询会 1 

年度高端 
 国家教育“十三五”规划高层咨询会 

 教育立法修法高层咨询会 
2 

年度专题  庆祝第三十一个教师节暨 2015 中国教师发展论坛 1 

专题研讨 

 新型教育智库建设  

 国家“十三五”规划制定  民进中央参政议政务虚会 

 “国家教育‘十三五’规划——学前教育领域建议”高层研讨会 

 教育一揽子修法高层咨询会 

 教育政策形势分析会 

 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研讨会 

 教育部民办教育分类管理专题研讨会 

7 

地方合作会议 

 教育政策研究与政策建议调研合作座谈会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纲要中期评估项目调研 

 “教育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及政策转化”研讨会 

 2015 年农村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城镇化与教育变革的国际经验与
本土探索 

 我国贫困地区农村教师政策调研座谈会 

5 

 内部工作会议  第五次专家委员会 1 

3.3.3 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要依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国家重点

学科，根据工程研究中心所设定的“研究支持数字时代终身教育的关键技术、建设终身教育平

台、促进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发展”的研究开发方向，综合发挥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应用等

学科的力量，联合北京奥鹏远程教育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希普无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建设

“知识工程与教学软件实验室”、“数字教育产品测评与推广中心”、“计算机辅助测试实验室”、

“数字教育公共服务业研究中心”等四个实验室。通过上述机构组织实施“规模化终身教育支

撑平台关键技术研究及转化工程”、“规模化计算机辅助测试平台研发及应用示范工程”、“数字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及其应用示范工程”、“数字语言学习技术应用成果产业转化工程”、“教师教

育信息化与工程继续教育示范工程”等关键工程。 

中心在科研队伍管理、人才培养、项目管理、常规管理和对外合作交流等方面进一步系统

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新增项目 9 项，新增研究人员 16 人，国际交流 40 余人次，学术会议 6

次，学术讲座 4次。 

 主任：黄荣怀 

表 98  2015 年工程研究中心新立科研项目清单(9 个)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批

准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万

元） 
类别 

1 
基础教育公平实现机制宇

服务均等化研究项目 
G0309 黄荣怀 2015.01-2016.01 280.00 教育部 

2 
微软教育公有云服务

office 365 for Edu   
 陈  丽 2015.07-2016.07 24.88 横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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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 2014年度国家重点课

题“教育信息化与大型开

放式网络课程（MOOCS）战

略研究 

 陈  丽 2015.01-2016.01 15.00 

全国教育科
学“十二五”
规划 2014 年
度国家重点
课题 

 

4 

荔湾教育信息化十三五发

展规划及实施方案编制委

托项目 

  余胜泉 2015.03-2015.12 20.00 横向课题 

5 
《2015 年互联网+教育行

业白皮书》 
  李玉顺 2015.09.01-2015.12 15.00 横向课题 

6 2015 北京市教委数字学校   黄荣怀 2015-2016 146.00 北京市 

7 

道里区依托责任督学促进

区域教育信息化领导力提

升 

 李玉顺 2015.12-2016.12 20.00 黑龙江省 

8 

东城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融合区域推进项目优秀

课例评审 

 李玉顺 2015.11-2016.11 20.10 北京市 

9 

基于平板电脑环境下的新

型课堂教学应用区域（昌

平区）推进 

 李玉顺 2015.11-2016.11 34.965 北京市 

表 99  2015 年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参会

人数 
类别 

1 
第四届全国思维教学年会

（NCTT2015） 

北京师范大学教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 
赵国庆 

2015.07.16-19 

北京 

400

人 
全国 

2 
第九期 “思维发展型课堂”

现场（广州）观摩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信息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 

赵国庆 

2015.12.11-12 

广州 

 

100

人 
全国 

3 

第八期 “思维发展型课堂”

现场（西安）观摩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信息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 

赵国庆 
2015.11.20 

西安 

120

人 
全国 

4 

第七期“思维发展型课堂”

现场（北京）观摩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信息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 

赵国庆 
2015.06.12-13 

北京 

100

人 
全国 

5 
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课

题工作会议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信息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 

张进宝 2015.04.11 80 全国 

6 
中小学创客教育课程与师资

建设高级研修班（第一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信息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 

张进宝 
2015.07.10-14 

北京 
60 人 全国 

表 100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2015 组织学术讲座活动清单 

序号 时间 讲座名称 报告人 来源 

1 2015.04.02 
E-Textbooks in Smart and Authentic 

Learning Environment 

Lei Fan 
中国 

2 2015.04.16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Challenges 

in Flipped Classrooms 

Nian-shing Chen 台湾 

3 2015.06.04 
Curricular Learning Analytics: The 

Bridge to Authentic Learning 

Vivekanandan Kumar 
美国 

4 2015.06.11 Adaptive, Personalized, and Analytics Donna Russell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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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s 

3.3.4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一道，完成多项国家

和地方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相关重大任务，为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建立和基于监测大面

积提升区域义务教育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5 年 4 月 15 日，研制的《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下文简称《方案》）由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发布实施。 

组织专家，开发了一系列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质量监测工具，涵盖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

数学、科学、品德、艺术、体育等学科，解决了基础教育质量难以评价的难题，为国家开展监

测工作提供了多形态、标准化测查工具。 

建成国家基础教育质量数据采集系统和数据存储与分析平台。 

基于 8年的试点监测积累，承担了我国历史上首次正式的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任务。 

基于 2015年监测结果，组织撰写各类监测报告。 

积极探索建立各地基于监测结果的教育教学改进机制与模式，对协议区县进行监测结果反

馈，对参加监测的省和样本县进行结果反馈与解读。积极调研地方对结果应用的需求，召开专

家研讨会，形成“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结果应用”能力提升课程方案，帮助地方提高监测能力与

结果应用能力。 
3.3.5 教育部民办教育政策研究院 

全面整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政策研究”

（11JZD043）的所有成果，共发表《以深化综合改革增强民办教育发展活力》（教育研

究,2014,12:109-114）等 CSSCI文章 29篇，提交 10份被部委采信的咨询报告。 

持续开展中国民办高校师生发展数据库的调研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共收集到教师数据 14819

份、学生数据 108205 份，涵盖 11个省份 90 余所民办高校，并和各省分享了 2014 年数据结果。

做到每年 4-5月采集数据常态化，及时补充更新信息。 

编著、出版了《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报告 201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报告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2011-2014 年民办教育发展概况”，对《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来民办教育发展

数据进行统计和量化分析，评判我国民办教育发展总体状况。第二部分是“民办高校学生发展

报告”，主要从学习态度、学习策略、能力技能、情绪管理、学习环境气氛五个方面对民办高

校学生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是“民办高校教师发展报告”，主要从教学效能感、专业

社群认同感、教学策略、职业倦怠、权益保护五个方面对民办高校教师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完成并提交了《从法律上明确民办学校法人属性是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民办学

历教育收费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到底面临哪些难题》《改革应在精细化规

范化上做足文章》《国外私立学校分类管理的主要做法》等咨询报告。刘延东副总理在前 2份咨

询报告上批示“所提建议值得重视，要健全完善相关政策”，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在后 3 份咨询

报告上批示“根据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意见，抓紧完善关于民办学校发展的意见及配套

文件”。国务院研究室在 3 份咨询报告的回函中表示，“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重

视，对涉及民办教育的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制定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文件以及民办学校

分类管理配套政策发挥了重要参考作用”。 

发表了《如何突破民办高校筹资的困境》（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5,02. 新华文摘 2015

年 12 期全文转载）、《税收政策与私立高校分类管理：美国经验及其启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学报，2015,08）、《民办学校教师队伍面临的问题及成因》（当代教师教育,2015,04）《完善民办

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难题与策略》（江苏高教,2015,04）、《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难在哪》（教

育发展研究, 2015, 13-14）、《国外私立学校分类管理怎么做》（教育发展研究, 2015, 13-14）、

《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如何推》（教育发展研究, 2015, 13-14）、《新高考改革助推教育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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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2015,08）、《高等学校要主动应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新挑战等》（高等教育研究，2015，

03）、《深化综合改革,应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新挑战》（教育研究，2015，03）、《高考招生制度

改革与高中学校人才培养》（中国教育学刊，2015，10）、《助推高校毕业生领跑新一轮创业潮》

（中国高等教育,2015,09）、《新建本科院校要高度重视内涵发展和质量建设——基于 41所本科

院校合格评估结果的分析》（中国高教研究，2015，06）《鼓励社会办学，要拆掉“玻璃门”》

（光明日报，2015.1206）、《尊重学生选择权成教育决策价值取向》（中国教育报，2015.1211）、

《呼吁巩固 4%》（人民政协报，2015.0313）等 40余篇文章。 
3.3.6 国家教育考试评价研究院 

国家教育考试评价研究院成立于 2010 年 1 月 26 日，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合

作共建，工作目标是适应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需要，汇集国内外研究资源，承担教育考试评

价重大科研项目，推广重大科研成果，提高中国教育考试评价专业水准。 

院  长：钟秉林 

执行副院长：洪成文  王  蕾 
3.3.7 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 

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教育部、国家语委委托我校建立的研究机

构，7月 16日成立。接受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教育部、国家语委的共同领导，由北京师范大学

管理。基本任务是：依托北师大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特别是特殊教育和手语、

盲文研究方面的学术资源和人才优势，组织全国各相关单位、相关领域的科研力量，开展手语

和盲文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 

12 月 29 日上午，国家语委、中国残联主持召开国家语委“国家通用手语标准和国家通用

盲文标准研制”重大课题结题会。原国家语委副主任、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

会主任陈章太教授担任“国家通用手语标准”鉴定组组长。鉴定组组员有教育学部朴永馨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主任邓慧兰教授、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原书记丁勇研究员、

北京联合大学吕会华副教授、中国聋协主席杨洋（聋）、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郑璇（聋）、江苏

省聋人协会原主席谭京生（聋）、北京第一聋校校长、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栏目手语主持周

晔。鉴定组专家听取了课题研究汇报，审阅了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质询，最后一致认为由

顾定倩教授主持的国家通用手语标准研制“课题研究的设计合理有效，确定的原则正确可行，

目标任务明确具体，研究方法科学严谨，研究成果完备扎实，并有所创新，已经完成了预定的

研究任务，同意结题。”由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钟经华教授主持的“国家通用盲文标准研

制”也顺利结题。 

同日下午，中国残联、教育部、国家语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召开“国家手语和

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16—2020年）发布启动会”。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为该计划的起

草者。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杜占元，教育部语用司司长姚喜双、语信司副司长田立新，

中国残联副理事长程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副巡视员彭月美，中国残联教育就业部

副主任李东梅出席。会上，程凯副理事长首先宣读了刘延东副总理、王勇国务委员对国家手语

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批示。《国家通用手语标准》和《国家通用盲文标

准》课题的完成为制定和推广《国家通用手语方案》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奠定了基础。会

后，杜占元副部长等领导与两个课题鉴定组专家和课题研制组的部分成员合影留念。 

本年，邓猛教授主持的“国家通用手语等级标准研究”和刘艳虹副教授主持的“世界和我

国主要地名的手语标准研究”仍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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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出席会议的领导与鉴定组和课题组成员合影  

3.3.8 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 
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是北师大与北京市教委工委、市教委于 2006年 3月联合成立的共建机

构。研究院致力于服务北京基础教育发展与改革，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不断推进基础教育

均衡发展和教育质量提升。根据北师大和北京市的要求，研究院立足基础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需

要，着力解决基础教育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2009 年，北师大成立教育学部，首都

基础教育研究院由原直属北师大科研实体性单位转为教育学部下属综合交叉平台，原基教院教

职员工和研究生纳入教育学部统一管理。现任院长为朱善璐，常务副院长为董奇、罗洁，执行

副院长为梁威、乔树平。 

学科建设方面。研究院以服务基础教育为指导思想，逐步凝练面向基础教育的三个研究方

向：基础教育政策研究、教研制度研究、区域基础教育规划与体系创新、弱势群体研究等。在

基础教育政策与制度建设研究方面，我院每年为北京市教委提供“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年

度调查分析报告”，承担了大量北京市基础教育领域的相关委托课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教研制

度及教研员的研究；在区域基础教育规划与体系创新方面，我院在北京市及相关省市广泛开展

区域教育规划和教师专业化发展咨询与指导，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和经验；在弱势群体教育

研究方面，我院多年从事农村中小学及中小学生学习困难问题研究，取得了成果，并在社会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 

科学研究方面。自 2015年以来，我院承担了“北京市哲社及教育‘十一五’规划”、全国

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北京市委托课题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总计近十项。

2015 年我院继续在基础教育政策研究、教研制度研究、区域基础教育规划与体系创新三个方向

开展科学研究，主要包括：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项目“推进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项目、

北京市民办教育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实验项目、“教师群体干预促进中小学生主动全

面发展模式的研究与推广”暨“提高北京市群体干预解决学习困难学生预警跟踪及提升学习质

量的行动实践”、“促进中小学内涵发展策略和实验研究”、“振豫农村小学教师培训”项目。 

1 月-4 月，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特色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制

度创新研究”正式结题，并陆续发表出版了各类研究成果。其中，出版了《夯实基础：中国特

色教研组建设研究》一书。专题一《学科教研组 教师在共享中成长》、专题二《在常规教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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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寻找特色发展之路》两篇文章刊发于《现代教育报》2015 年 1月 26日版和 3月 2日版。 

1 月，丰台区教委与北师大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签署了三年合作协议，将在丰台区八所具

有发展需求的中小学校开展为期三年的“促进中小学内涵发展策略和实验研究”。 

1 月-3 月，“提高北京市群体干预解决学习困难学生预警跟踪及提升学习质量的行动实践”

项目开展了项目研讨会、“中小学教育衔接研究总结研讨会”，以及“基于云和数据终端技术，

创新教学模式改善学习质量培训研讨会”。三次会议分别展示了项目取得的各项成果，并深入

开展经验交流。 

1月-4月中旬，内涵项目管理组相继组织召开课题研究报告撰写辅导会、教育理论培训会、

实验校研讨会及布置工作会议。一方面使实验校全面了解教育科学研究，为其开展课题实验提

供理论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通过交流使实验校对内涵发展项目有更深刻认识，明确项目目的、

工作重点和任务，为项目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在此期间，项目管理组还多次召开管理组工

作会议，讨论年度研究工作任务，为项目的进一步工作做具体安排。 

3月 28日，“提高北京市群体干预解决学习困难学生预警跟踪及提升学习质量的行动实践”

项目实验教师专题培训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四楼开展。项目组邀请罗良教授和文喆研究员分别开

展了题为《儿童青少年大脑与心理发展特点以及对教育的启示》和《再谈有效教学的几个问题》

的专题报告。 

4 月-6 月，把爱带回家项目组在《留守儿童教育手册》一书的基础上，根据一线教师需求

与留守儿童家庭沟通的特点，编写了《把爱带回家——给留守儿童家长的 18 条建议》一书，并

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4 月中下旬开始，“促进中小学内涵发展的策略与实验研究”项目组开展了学科教学的校

本研究。多位专家陆续到佟麟阁中学、西罗园学校、东铁营二中、和义学校等实验校开展研讨

和指导工作，通过与教师深入研讨，帮助各实验校确定研究目标和研究重点，明确研究方向。 

5月 17日，“提高北京市群体干预解决学习困难学生预警跟踪及提升学习质量的行动实践”

项目组开展了“运用互联网技术、云技术帮助学习困难学生克服学习困难之中小学生在线学习

发展研讨会”。会议充分了解了中小学在线教育发展现状及动态，尝试探索适合中小学在线学

习发展的实践模式，同时为日后探索中学生生涯规划混合式课程建设打下基础。 

5 月 28 日，“促进中小学内涵发展的策略与实验研究” 项目启动会在丰台区佟麟阁中学

召开。大会呈现了项目三年实施的总体思路、目标和规划，使各实验校明确了研究的任务和方

向，并通过三所实验校的分享和交流、领导和专家的发言，使大家对项目产生了更为清晰的预

期和更加饱满的信心。 

6月 17日，“提高北京市群体干预解决学习困难学生预警跟踪及提升学习质量的行动实践”

项目在东城区教育研修院开展了项目结题交流会。参会人员包括原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北京市

教育学会会长李观政，原北京教科院副院长文喆研究员，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一处处长

张凤华，北师大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项目主持人梁威，北教传媒总裁刘强，北教

传媒跨学网 CEO 乔帅，北教传媒高中事业部总经理吕心鹏，东城区教育研修学院马福贵书记，

北师大卢立涛副教授等专家及各区县领导。会议以“基于班级发展的校本研究”和“基于学科

教学校本研究的探索”为主题开展了两个分论坛。会议中，马福贵书记和张凤华处长分别致辞，

并对项目所开展的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各区县的实验学校教师也分享了在项目中取得的各

项成果，并深入开展了经验交流。 

6 月-7 月，北京师范大学“振豫农村小学教师培训”项目组开展了濮阳一次培训、周口二

次培训的回访工作和新一年的调研工作，并在河南省商丘市及郑州市分别开展了第九届“振豫

农村小学教师培训项目”的一次培训及第三届二次培训。本年度共培训了近 900 名农村包班及

复式班教师。 

6 月-9 月，“促进中小学内涵发展的策略与实验研究”项目组进一步组织召开科研方法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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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会、项目校开题研讨会、项目开题指导会等系列会议，使项目实验学校负责人了解开题报告

撰写的基本要求和方法，并通过实验校汇报交流开题报告撰写进展及经验、专家进行指导，各

实验校进一步明确研究课题、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等，不断丰富和完善开题报告的内容。 

10 月 15 日，“促进中小学内涵发展的策略与实验研究”项目开题会圆满召开，开题研讨

会的成功召开是对课题组前期准备工作的一次很好的总结，更是全面启动研究工作的一个新起

点。 

10 月 30 日，北京市民办教育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实验项目组配合北京市教委在

京师大厦第六会议室召开推进会，总结项目启动以来的工作情况，交流经验和做法，研讨推进

中的问题，部署新学年项目实施的重点工作。此项目是受市教委委托，由北师大首都基础教育

研究院承担的项目。 

11月 6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项目“推进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项目受北京市教委

委托在京师大厦三层第六会议室召开项目结题会。通过 5年的实践和研究，本项目于 2015年 4

月全部通过了教育部的验收，而且在市级统筹区域间均衡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

初步形成了北京市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了引领和带动作用。

本次结题会上，市教委委员李奕、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杜柯伟发表了重要讲话，充

分肯定了北京市“推进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项目取得的成果。 

9月-12月，把爱带回家项目组开展了“为留守儿童家长送书”公益活动。此活动在腾讯公

益平台上发起募捐，累计获得捐款 3 万余元。此外，项目组通过开展外场活动、招募志愿者等

方式开展送书活动。送书范围覆盖 22个省份，以及两个直辖市（北京、重庆）和五个自治区。 

11月-12月，“促进中小学内涵发展的策略与实验研究” 项目组多次召开管理组工作会议，

总结上阶段研究工作，同时明确下阶段工作安排，从而推动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落实。另外，

项目组组织集中开展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学科的交流研讨活动，并结合下校考察、讲座、

学术论坛等多种丰富的形式，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教育教学实践能力，拓宽实验校教师的教

学视野，有效推进了各实验校课题研究向纵深发展。 

12月 3日，为了更好开展振豫河南农村小学教师培训项目，捐资方徐勇博士及其家人与河

南教育行政部门领导、河南当地优秀教师代表以及北师大教育基金会领导、专家教授、志愿者

相聚北京召开项目成果研讨会。刘利副书记出席了会议。研讨会从“项目回顾、项目成效和项

目影响”三个方面对已经完成的九届一次培训和三届二次培训进行了总结。9 年的时间，振豫

农村小学教师培训项目足迹已遍布河南省 11 个地区，培训教师近 6000 名，并建立了一支经验

丰富、富有奉献精神的项目团队。项目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河南省小学农村教师队伍水平的提

升。 

12月 5-7日，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的多项研究成果在首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进

行了展示、交流和推广。成果以“弱势群体教育研究”、“分层评价研究”、“校本教研新路

径研究”为专题进行了展示，受到来自全国的中小学教育管理者、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成为首

届教博会的一大亮点。会展期间，研究院举办了“改善中小学学习困难学生的策略及途径”分

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100 名教育者参加了本次论坛，使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多年的有关中

小学生学习困难的研究成果在全国得到推广。  

3.3.9 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 
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是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哲社规划办批准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的首都教

育经济研究基地，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个北京市哲社研究基地，基本职能被定为科学研究、学

术交流、人才培养、政策咨询、信息资料五个平台。 

主    任：袁连生 

首席专家：王善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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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 首都学习型社会研究院 
首都学习型社会研究院创立于 2011 年 10 月，是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市建设学习型城市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的研究机构。研究院是北京师范大学发挥综合学科特别是教育学科的优

势，与北京市合作共建的一个开放研究平台。 

理事会理事长：   刘川生 

执  行  院  长： 陈  丽 

学术委员会主任： 顾明远 
3.3.11 教育信息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教育技术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建设目标是：以服务北京市教育信息化工作为重点，以“关键技

术攻关、标准规定制定、有效应用推进”为主线，以北京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提供理论、模式、

资源、软件、技术等支持，将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和教学内容相结合提高教学质量，以推进信息技

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北京地区教育信息技术领域核心竞争力。  

主任：黄荣怀 

实验室在 2015年，积极配合北京市教委，通过数字校园、数字学校等多个项目，为北京市教育

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业务开展等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未来三年中，实验室计划继续全力配合北京市教委与北京市“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协

同研发基于大数据的智能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创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公共服务模式。拟解决的

关键问题包括：探索与创新北京数字学校现有资源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应用模式；研究学习者学

科学习与认知模型，以表达学习者的个性化特征和需求；基于大数据分析，构建以学习科学为基础

的数据分析模型，支持学习者个性化学习；开展智能教育服务平台融合于教育主流业务的模式与方

法研究，探索新的教育业务形态、治理方式和应用解决方案。 

未来实验室建设的主要保障方式：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内部研究梯队建设，尤其是促进中青年教

师、研究生的专业成长；增强对于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的教育信息化服务能力，通过提高政府、学

校、社会服务能力实现实验室的可持续发展；增强产教合作，拓展与教育信息行业企业合作，服务

和引领行业发展；提升国际化能力，争取与在国际上相关领域取得显著成果的专家及团队合作，进

一步加强与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 Kinshuk教授的学习分析研究团队及其他国际团队的联合研究。 

在经济效益方面：实验室通过和企业合作进行成果转化的方式，先后与博雅新创科技有限公司

和福建网龙网络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立了教育技术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博雅智慧校园研

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等机构，并在电子教材（互动教室）整体解决方案销售，电

子教材委托开发、委托研究，以及电子教材开发培训课程研发、教师培训等方面实现经济效益 1000

余万元。 

表 101  2015 年实验室新立科研项目清单(14 个)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批准

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万

元） 
类别 

1 智慧学习理论宇产品研发项目  黄荣怀 2015.01-2016.01 1000.00 横项课题 

2 

教育信息化促进基础教育各学

希(小学、初中、高中)教学变革

作用、途径与发展方向研究 

 黄荣怀 2015.01-2016.01 20.00 教育部 

3 
智能语音技术及产品研发与产

业化 
  余胜泉 2015.03-2015.12 95.00 横向课题 

4 

向基础教育倾斜-信息化建设—

网络课程中的尝试学习行业研

究 

  余胜泉 2015.01-2015.12 52.2232 北京市 

5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名教师信

息化协同教研能力提升 
 吴  娟 2015.12-2016.12 19.5787 广东省 

6 
道里区依托责任督学促进区域

教育信息化领导力提升 
 李玉顺 2015.12-2016.12 20.00 黑龙江省 

7 东城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  李玉顺 2015.11-2016.11 20.10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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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区域推进项目优秀课例评审 

8 
基于平板电脑环境下的新型课

堂教学应用区域（昌平区）推进 
 李玉顺 2015.11-2016.11 34.965 北京市 

9 
思维训练提升师生学习力(西安

市华远君城小学) 
 赵国庆 2015.07-2016.07 20.00 横向课题 

10 
思维训练提升师生学习力(北师

大二附中) 
 赵国庆 2015.07-2016.07 20.00 横向课题 

11 
思维训练提升师生学习力(西安

市后宰门小学) 
 赵国庆 2015.07-2016.07 20.00 横向课题 

12 中小学教材管理系统  杨开城 2015.05-2016.05 45.00 教育部 

13 2015 北京市教委数字学校   黄荣怀 2015-2016 146.00 北京市 

14 
丰台区第二期中学骨干教师专

业发展研究 
 黄荣怀 2015.05-2017.04 6.00 北京市 

表 102  2015 年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参会

人数 
类别 

1 
《2015 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

皮书》发布会 
北京师范大学 黄荣怀 2015.09.20 150 全国 

2 首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 

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

新媒体联盟联合举

办，北京师范大学智

慧学习研究承办  

黄荣怀 2016.01.14-16 200 人 全国 

3 

《新媒体联盟中国基础教育

技术展望：地平线项目区域报

告》发布会 

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

新媒体联盟联合举

办，北京师范大学智

慧学习研究承办 

黄荣怀 2016.01.14-16 200 人 全国 

4 

科技•创新•智慧  技术与教

育的双向融合经验交流研讨

会——第十二届全国“基础教

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研究”

年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余胜泉 

2015.07.20 

哈尔滨 
500 人 全国 

5 
“互联网+教育”的变革路径

之开放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余胜泉 

2015.12.20 

北京 
500 人 全国 

表 103  组织学术讲座活动清单 

序号 时间 讲座名称 报告人 来源 

1 2015.04.16 
Design，Implementation and Challenges in 

Flipped Classrooms 
陈年兴 台湾 

2 2015.04.09 
Future Trends of Designing Learning in the 

Global Context  

Jonathan Michael 

Spector 
美国 

3 2015.06.04 
Smarter Education Empowered by Digital 

Education Engine 
Victor Mao 中国 

4 2015.06.18 
Adaptive，Personalized, and Analytics based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s 
Kinshuk 加拿大 

5 2016.01.18 MOOCs:Potential and Pitfalls 
Jonathan Michael 

Spector 
美国 

3.3.12 教育家书院 
2015年，教育家书院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学校诊断与改进活动等，并前往贵州开展了

“支持乡村教师西部行”大型公益活动。 

表 104  教育家书院学术活动、学校诊断与改进活动一览表 

序 日期 活动名称 

1 2015.03.23 教育家书院第四批合作研究员座谈会 

2 2015.05.19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刘焱教授应邀到教育家书院主讲《幼儿园的环境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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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05.19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春青教授应邀到教育家书院做题为《儒家人格》的讲座 

4 2015.05.20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宁欣教授应邀到教育家书院带来《唐宋城市风貌》讲座 

5 2015.05.20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应邀到教育家书院做题为《现代教育起源》的讲

座 

6 2015.05.21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的田松教授应邀到教育家书院主讲《博物学：人

类拯救灵魂的一条小路》 

7 2015.05.21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陶沙教授应邀到教育家书院做题为《重新认识学生学习

与发展—儿童脑行为—基因—环境研究进展》的讲座 

8 2015.05.22 教育家书院兼职研究员到清华附小进行参观学习 

9 2015.05.22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岸瑛副教授为教育家书院兼职研究员带来《全球化与传统

复兴——当代艺术新潮》讲座 

10 2015.05.23 
中国科技馆原馆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渝生教授应邀到教

育家书院做题为《当代科技发展的态势与前瞻》讲座 

11 2015.09.25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教育家书院合作研究员杜霞应教育家书院首批

兼职研究员、沈阳市第 43 中学校长苏虹的邀请，到沈阳市第 43 中学做读书推

广活动 

12 2015.10.19 
教育家书院“支持乡村教师西部行”大型公益活动在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启动 

13 2015.10.20 教育家书院兼职研究员李燕、俞正强等在毕节上语文、数学示范课，做讲座 

14 2015.10.21 
教育家书院执行院长郭华，教育家书院兼职研究员苏虹、谭静等为毕节教师带

来 8 场讲座 

15 2015.10.22-10.23 教育家书院一行前往毕节一中、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进行参观指导。 

16 2015.12.01 清华大学谢维和教授应邀到教育家书院主讲《以学生为本的德育》 

17 2015.12.01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刘伟教授应邀到教育家书院带来《中国

佛学义理对教育教学的人文启示》讲座 

18 2015.12.02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雁云教授应邀到教育家书院带来《中国濒危鸟类

保护》讲座 

19 2015.12.02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张越教授应邀到教育家书院做题为《“国学”的变迁与

史学的转型》的讲座 

20 2015.12.03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于述胜教授应邀到教育家书院主讲《中国传统教育理念

——以<四书>为中心》 

21 2015.12.03 
清华大学经济学院的孟捷教授应邀到教育家书院做题为《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

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波兰尼和马克思的视角》的讲座 

22 2015.12.04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毛亚庆教授应邀到教育家书院主讲《新常态·新教育·新

学校》 

23 2015.12.04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文喆研究员应邀到教育家书院主讲《阅读学习的

几个问题》 

24 2015.12.05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沈湘平教授应邀到教育家书院做题为《哲学

的何谓与何为》的讲座 

25 2015.12.17-12.19 
教育家书院执行院长郭华教授带领五位教育家书院兼职研究员前往沈阳市第四

十三中学对学校内生型课堂的探索与实践情况进行诊断与改进 

3月 23日，教育家书院第四批合作研究员座谈会顺利召开。教育家书院执行院长郭华教授

主持座谈，第四批合作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朱旭东、冯晓霞、马健生、胡定荣、

余凯、洪秀敏以及《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刘华蓉等出席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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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合作研究院座谈会 

5月 19-23 日，教育家书院举行 2015 年春季常规学术活动，第三批和第四批兼职研究员积

极参与了此次活动。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的八位专家学者

为书院的兼职研究员们带来了精彩的学术讲座。 

表 105  春季常规学术活动 

序 日期 讲座 

1 2015.05.19 刘焱  《幼儿园的环境创设》 

2 2015.05.19 李春青 《儒家人格》 

3 2015.05.20 宁欣 《唐宋城市风貌》 

4 2015.05.20 渠敬东 《现代教育起源》 

5 2015.05.21 田松 《博物学：人类拯救灵魂的一条小路》 

6 2015.05.21 
淘沙《重新认识学生学习与发展—儿童脑行为 

—基因—环境研究进展》 

7 2015.05.22 清华附小参观学习活动 

8 2015.05.22 陈岸瑛 《全球化与传统复兴——当代艺术新潮》 

9 2015.05.23 王渝生 《当代科技发展的态势与前瞻》 

9月 25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教育家书院合作研究员杜霞应教育家书院首批

兼职研究员、沈阳市第 43 中学校长苏虹的邀请，到沈阳市 43 中学做读书推广活动，并做了题

为《点亮阅读之灯》的专题报告。 

10月 19-23 日，教育家书院于成立五周年之际，联合中国教师报、明远教育基金共同主办

了“支持乡村教师西部行”大型公益活动。 

表 106  “支持乡村教师西部行”大型公益活动 

日期 活动 地点 

10.19 

启 
动 
仪 

式 

1.贵州教育厅领导致辞 
2.教育家书院执行院长郭华教授致辞 
3.《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刘华蓉致辞 
4.明远基金会副秘书长滕珺致辞 

5.教育家书院与贵州省教育厅互赠纪念品并合影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顾明远 讲座 “怎么做一名好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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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旭东 讲座 “5C 课堂研究” 

10.20 

数学课 

讲座 

李  燕：执教四年级“平均数” 

毕节 

俞正强：执教四年级“用字母表示数” 

俞正强：讲座“数学因理解而亲切” 

语文课 

讲座 

王  雪：执教五年级绘本阅读  

钟  樱：评课 

陈彩虹：执教二年级《识字七》  

袁正芳：评课与讲座“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快乐种

子” 

10.21 讲座 

苏  虹：“青年教师的成长” 

谭  静：我看美国教育 

王冀敏：“创造一个儿童向往和留恋的生活世界” 

郭  华：“基于深度学习的教学改进” 

朱益民：“基于大数据分析，实施个性化教学” 

邱华国：“‘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支教活动” 

冯  力：“让生命绽放” 

李  唯：“国旗下课程整合与变革研究” 

10.22-10.23  学校考察 

10 月 19 日，教育家书院“支持乡村教师西部行”大型公益活动的启动仪式在贵阳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隆重举行。                    

12月 1日至 12月 5日，教育家书院举行了 2015年秋季常规学术活动，第三批和第四批兼

职研究员积极参与了此次活动。在此次活动中，兼职研究员们聆听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清华

大学、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九位专家学者带来的精彩讲座。 

表 107  秋季常规学术活动 

序 日期 讲座 

1 2015.12.01 谢维和 《以学生为本的德育》 

2 2015.12.01 刘伟 《中国佛学义理对教育教学的人文启示》 

3 2015.12.02 张雁云 《中国濒危鸟类保护》 

4 2015.12.02 张越 《“国学”的变迁与史学的转型》 

5 2015.12.03 于述胜 《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以<四书>为中心》 

6 2015.12.03 
孟捷 《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 

波兰尼和马克思的视角》 

7 2015.12.04 毛亚庆 《新常态·新教育·新学校》 

8 2015.12.04 文喆 《阅读学习的几个问题》 

9 2015.12.05 沈湘平 《哲学的何谓与何为》 

12 月 17 日至 19 日，郭华教授带领五位教育家书院兼职研究员——宁波万里外国语学校

校长林良富、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校长马丽娜、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执行校长谭静、濮阳市油

田第一小学校长马新功、滨湖区教育局副局长潘望洁以及两位老师来到沈阳市第四十三中学对

学校内生型课堂的探索与实践情况进行诊断与改进。活动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课堂观

察，第二部分为主题研讨。在课堂观察环节中，来自四十三中学的教师分别与四川沙汀实验学

校、宁波万里外国语学校、北京建华实验学校的三位教师进行了“同课异构”教学。课后，教

育家书院兼职研究员、宁波万里外国语学校校长、特级教师林良富对两位数学教师的“同课异

构”进行了点评。在研讨大会上，书院兼职研究员、四十三中学的苏虹校长做了题为《内生让

我们走得更久远》的报告，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执行校长谭静、宁波万里外国语学校校长林良

富分别介绍了北京以及江浙地区的课改现状及实践经验。最后，郭华教授做了《通过有意义的

教学实现课程内在价值》的主题讲座，从有意义的教学是“讲理”的教学、课程是知识的建构、

教师是课程转化的中介、教学要关注学生的体验等方面阐述了什么是有意义的教学，并明确提

出了在“互联网”时代下，学习应该来自学生的内在需要以及教师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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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非建制性机构 
3.4.1 3D 技术与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2015年是北京师范大学“3D技术与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下面简称“3D中心”）

成立的第一年，也是中心发展的关键的一年。在这开关的一年，“3D中心”在学校各级领导的

关心与支持下，在各位成员的辛苦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引领全球 3D打印技术教育应用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推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信息科

学、艺术与传媒专业相关的融合与创新，拓展与国际知名高校的合作，2015年 3月，北京师范

大学成立“3D 技术与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中心将联合国内外研究单位、企业、中小

学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利用和推广全球领先的 3D 打印技术，研究 3D 设计及学生创新能力培

养体系，形成面向青少年创新能力培养的国际平台。 

 4 月 1 日，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波士顿大学的客座讲师 AJ Perez 为北京师范大

学做了一场名为“3D 设计与 3D打印，重塑 21世纪的 stem教育”的专题讲座。在讲座的最后，

“3D中心”与 AJ Perez共同探讨了今后与 MIT合作的框架和具体的细节。 

 

图 19  AJ Perez 做 “3D 设计与 3D 打印，重塑 21 世纪的 stem 教育”的专题讲座 

为了进一步推广与普及创新课程，解决国内创新课程师资力量匮乏的现状，北师大“3D中

心”于 2015年 6月开办了首期创新课程师资力量培训班，并致力于创新课程师资培训的常态化，

为创新课程师资培训事业探索出新的道路。 

3 月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 3D 技术与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研究中心，联合麻省理工学院 3D

设计与打印技术研究中心，由北京热潮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支持。经过 3 个月的努力，

目前已初步探索成型的 3D 打印教育课程。为了进一步推动 3D 打印教学的深入实施，中国科学

技术馆展览教育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 3D技术与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合作，拟定利用联合

国内企业， 目标人群是 9月份以后即将就读高一、二的北京市学生（30人），由中国科学技术

馆展览教育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 3D技术与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北京热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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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有限公司支持。 

活动主题是“3D 打印——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活动目的是让学生了解 3D 打印技术，

并熟悉建模软件的基本使用；结合 3D 打印与学科知识、户外活动、社会生活，践行 STS 教育；

激发学生的创新创意思维，提高动手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以此夏令营为媒介，最终打通中美

青少年交流渠道。 

师资需求：主讲教师 3名（北京热潮网络 1名、北师大 2名）、辅导教师 5名（中科馆暑期

实习生）。课程内容与安排：根据中国学生特点，结合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整合北京师范大

学 3D 技术与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研究中心自主研发的课程与美国 MIT 面向中小学生的 3D 打印课

程内容。 

为了满足近些年各地教育系统开设中小学创客教育、开放性科学实践等创新型课程的需求，

借鉴国际最新的 STEAM 教育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下构建创新的人文与科学融合型课程体

系。“3D 中心”自主开发了部分有特色的创新课程，其中包括：“3D 打印创意课程”、“创意

电路课程”、“仿生学创意课程”、“智能硬件与物联网课程”、“STEAM综合科学实践课程”、

“移动 APP 设计与开发课程”等六门创新课程。 

10 月，北师大“3D 中心”与北京市教育技术设备中心合作，共同研制了北京市教育行业

“3D 打印机”标准。本标准的研究针对新型教学仪器设备（3D 打印机）,目标在于构建一个科

学可行的测评体系，为政府教学仪器设备主管部门的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和支持，为学校合理采

购、高效长期使用及维护教学仪器设备提供独立参考。此外，也为学习 3D打印提供课程指导思

路并为 3D打印人才的培养提供建议。参与本项目评估的单位包括北京市教育技术设备中心、北

京师范大学 3D技术与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参与实践评估

的专家学者有柴旭津、张进宝、闫实、王首一、吴继光、高勇、韩英魁、常占明、杨觊风、郭

浩、张小琳等。 

3D 创意打印学社成立于 2015 年 03 月份，依托于北京师范大学“3D 中心”。3D 创意打印

学社旨在应用 3D打印促进学生的设计能力、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使得很多以往

难以实现的“动手做”类型的课程成为可能，激发了学生投身技术和工程领域的热情。3D 打印

有利于学习过程和学习活动的开展，用于制作增强型的立体教具学具、辅助学生进行设计创新，

强化课堂交互活动和协作学习，帮助创设丰富的学习情境，有利于学生将知识和实践相结合。

“3D 创意打印学社”下设八个部门，文艺部、技术部、学习部、生活部、宣传部、实践部、课

程开发部和外联部，部门之间分工明确，联系紧密。 

3.5.  学术期刊 
3.5.1 比较教育研究 
    主      编：   顾明远 

执行  主编：   曲恒昌 

副  主  编：   刘宝存   鲍东明 

    编辑部主任：   刘健儿 

责 任编 辑：   曾晓洁  刘健儿  张瑞芳 

2015 年《比较教育研究》创刊 50 周年。全年出刊 12 期，每期 112 页，每期约 18 万字，

全年发文 217 篇，发行量每期 3200 册左右，与往年持平。 

年度重点栏目与选题有：“一带一路”教育研究、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教育国际化、教育质

量国际测评、职业教育研究。 

本年度推出特稿：中芬教育各有优势，两国要加强学习互鉴——顾明远教授对话哈内娜.涅

米教授。 

2 月 7 日，召开 2014 年度编委会；4 月 11 日，举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教育使命与行动

策略”座谈会；5 月 15 日，举办“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的使命及面临的挑战”研讨会；9 月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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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我刊鲍东明、刘健儿、曾晓洁、张瑞芳四位同志赴新疆，就新疆教育对外开放特别是与中

亚地区教育交流和合作议题进行调研；9 月 15 日，我刊与教育学部其他学术刊物一起倡导的 “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术论文写作指导与研究中心”成立；11 月，《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

书（12 册）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顾明远先生担任丛书主编；11 月 7 日，举办《比较教育研

究》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首发式；11 月，召开 2015 年度编

委会会议；12 月，申请加入全球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 Scopus，改变目前英文刊名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为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目前等待该数据库审核中。 

外部评价和转载情况： 

11 月 13 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 2015 年度考

核考核结果，《比较教育研究》考核结果为“优良”，并继续获得资助。 

截至目前发布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14）》（教育学排名第五）、《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 CSSCI（2014-2015）》（教育类排名第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13）》（教育

类排名第六）来源期刊均收录了我刊。 

转载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1 篇（2015 年第 5 期转载我刊 2015 年 1 期刊发的徐辉教授的

《世界高等教育改革趋向及启示》） 

人大复印资料中心相关刊物截至 2015 年 10 期已转载本刊文章 30 篇 

光 明 网 转 载 1 篇 （ 2015 年 8 月 6 日 ， “ 一 带 一 路 ” 教 育 规 划 与 战 略 ，

http://www.gmw.cn/xueshu/2015-08/06/content_16563710.htm）） 

《中国教师报》转载 1 篇（2015 年 6 月 17 日，丁瑞常，刘强《芬兰为何没有教育督导》

转自我刊 2014 年第 9 期《芬兰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探析》） 
3.5.2 教师教育研究 

本刊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 CSSCI 来源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评价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 2015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

会科学）》，本刊在期刊影响因子、各类计量指标、可被引文献量及被引频次等三部分重要计量

指标上均名列前茅； 

    中国科教评价网、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等机构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

报告（武大版）（2015—2016）》，将本刊评为“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2015-03）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将本刊

列为“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2015-03）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编委会，将本刊编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第七版）之教育类核心期刊（2015-07），且排名在教育学类前十名。 
3.5.3 教育学报 

2015 年第 1 期起，《教育学报》正式论文标识中加注 DOI 标注码（教育学报的 DOI

为:10.14082/j.cnki.1673-1298.年份.期.序号），推动期刊的信息化建设。DOI 为英文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的缩写，意为“数字对象标识符”，是规范化管理、组织、共享、利用数字

资源的有效工具，便于国内外读者统一发现存放在国际互联网不同网址(URL)上的同一出版物。 

3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布“报刊复印资料”（2014）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

《教育学报》 2014 年度全文转载 17 篇（不含《教育学文摘》7 篇），全文转载率 18.68%，在

教育学类 205种期刊中排名第 3。 

8月，《教育学报》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教育学

术出版大会，主编石中英教授代表教育学部致大会欢迎辞，编辑部主任参与分论坛演讲及点评。 

9月，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 年版编委会通知，《教育学报》入编《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第七版），排名在教育学类期刊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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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中国知网发布《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 2015 版），教育学报

2014 年度的相关数据如下：复合影响因子 1.047，五年影响因子 1.454，影响因子学科排序

38/247 ，基金论文比为 0.61，平均引文数 22，引用期刊数 165，被引期刊数 524，WEB 即年下

载率为 81%，均比上一年度有提高。 

2015年，《教育学报》共出 6 期，刊发 84篇文章，推出学术专题 3个，分别是郑新蓉主持

的第 1期的《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现状与对策》、阚维主持的第 2期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走向》、

江峰主持的第 4期的《教育学视角的儿童研究》。  

主      编：  石中英 

副  主  编：  李家永  于述胜（执行主编） 王本陆 

编辑部主任：  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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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部重要文件 

4.1.  学部发[2015]01 号-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5 年度工作计划要点的

通知 

2015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完成《北京师范大学“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的收官之年，也是

教育学部进入第二个五年、进一步深化国家试点学院改革、全面参与学校基础教育质量监测 2011

协同创新项目的起始之年。本年度教育学部工作将继续着眼于建设世界一流教育学科的战略目

标，紧密围绕和积极回应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重大需求，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途径，

利用内部专家和外部专家两种资源，完善顶层设计，继续深化试点学院和学部制综合改革，激

发全体师生专业激情与工作活力，努力开拓学部工作和学科建设新局面。 

一、综合性工作 

1.开展教育学一级学科自评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教育学科“十三五”发展规

划。 

2.稳步推进试点学院管理体制机制改革，重点推进人事制度和人才培养综合改革。适应学

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变化，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学部各项管理制度。 

3.利用已有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筹备召开“首届亚太教育论坛”国际会议，打造亚太地

区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新平台。 

4.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求，建立学部综合数据平台，将学部数据统筹管理，进行综合数据

统计、数据挖掘，为学部师生提供综合数据服务。 

5.贯彻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将师德建设纳入教师

专业发展全过程和教师工作全领域。 

二、人才培养工作 

1.继续加大招生宣传，争取 2015年硕博士生源质量进一步提升。 

2.全面梳理教育学部 3 个层次 7 类人才的培养状况，构建相对完善的教育学部人才培养体

系，包括：招生体系、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教学体系、人才培养实践教育体系、人才

培养国际化体系、人才培养支持体系、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等。 

3.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完成 2015版教育学本科生培养方案和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 

4.进一步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构建本科四年一贯制的实践教育体系，并落到实处。继

续支持实验室建设和实践基地建设，扩大海外实习基地。  

5.继续加强人才培养国际化，在现有 4 个英文项目的基础上，在教育技术学专业领域拟增

设一个全英文博士项目。力争开设“教育学国际暑期学校”，制定《教育学部学生国际交流资助

方案》，通过短期交流、学生互换、参加国际会议、联合培养等多种途径，提高本硕博学生海外

学习的比例。 

6.加大教学投入，设立学部年度教学改革项目，鼓励教师投入教学及相关研究，激励教师

进行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评选“教育学部年度优秀教师”。 

7.加强在线课程建设力度，开设“E时代的远程教育”等 4门 MOOC 课程，推进课程教学与

现代技术的整合，推动教学模式改革。 

8.通过培训、指导，制定相关管理制度等，加强教学管理团队建设，形成规范、制度、科

学、专业和人文的教学管理文化。提高教学管理服务水平，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服务体系。 

9.加强人才培养各项数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建立人才培养信息数据库，开展各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跟踪调查。 

10.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规章制度，出台《教育学部博士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制度》《教育学

部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管理办法》等。 

三、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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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做好各类课题，尤其是国家重大课题申报组织工作，做好各类科研奖励、尤其是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的申报组织工作。 

2.在二级学科评估的基础上，做好一级学科自评估工作。启动教育学科十三五规划的编制

工作，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 

3.协助完成《中国教育学年鉴》（2014）的出版工作，协助做好《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第

三版）的修订工作。 

4.协助做好小学教育研究中心、高中教育研究中心的发展规划工作，并实质性地开展研究。 

5.持续推进学术成果翻译项目，鼓励与支持教师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继续深化与 springer 出版社的合作，支持优秀著作出版。 

6.进一步完善科研成果奖励方案，出台《教育学部科学研究一般业绩奖励方案》。 

7.参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的相关研究工作，协助学校做好“教育信

息技术”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的成立以及相关项目实施的组织工作。 

8.做好各类科研成果收集整理工作，推进科研项目信息、科研成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科

研成果定期发布制度。 

9.继续举办跨学科学术沙龙，支持教师的跨学科研究。 

10.支持办好第二届明远教育奖的评选工作。 

11.继续与合作的境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建立研究中心，设立并推进联合研究项目。 

12.做好 2015 年学科建设项目、自主科研项目的规划组织工作，做好 2014年各类项目的检

查评估工作。 

四、人事工作 

1.出台《北京师范大学试点学院人事制度改革方案》（试行），完成部分特设岗位（如实习

基地主任）的招聘。根据学校业绩奖励综合改革办法，修订《教育学部业绩奖励试行办法》。 

2.继续推进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制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领军人物培养计划》，建

立国内外 50岁以下高层次教育学科人才档案。 

3.继续实施《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青年教师助长计划》（学部发[2012]13号），保证新入

职教师必备的教学、科研条件，加强新入职教师的入职培训和学术生涯指导；继续鼓励、支持

和有计划选派青年教师到实践一线挂职锻炼。 

4.继续提高师资队伍的国际化能力。开展国际人才招聘，争取引进 2-4 名国外知名学者来

学部工作；优先选留具有海外学历背景的、有良好学术经历的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各学术机

构有计划派出教师出国访学进修，明确进修任务。 

5.做好 2015 年人才招聘、职称晋升、年度考核、博士后流动站管理等日常人事工作。 

五、外事工作 

1.全面落实国际交流协议和备忘录，深化双边和多边的实质性合作，提高国际交流合作对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支撑作用。落实 4项学生交流项目。 

2.做好赴英国伦敦参加 INEI 第九届年会、赴日本鸣门教育大学参加双方合作举办的第六届

中日教师教育研讨会、赴韩国参加 2015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高丽大学-早稻田大学教育研讨会、

赴日本广岛大学参加第四届双边博士生论坛、赴美国参加 AERA 年会等团组出访的组织工作。 

3.组织好在我校举办的学术会议，包括首届亚太教育论坛、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和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博士生论坛暨论坛 10年庆、与日本京都大学的 2015年度博士生论坛等。 

4.配合学校资助短专的新政策，设立并实施教育学部短专普通项目配套资助计划。继续实

施“国际教育前沿系列讲座”计划。邀请 6-8名具有国际影响的专家学者开设讲座，举办 15次

左右的学术讲座。加强孔子学院建设，做好新老院长交接工作。依托学部出访的领导和教师，

在境外做好教育学科宣传工作。了解中外优秀学生学者的情况，采取多种方式引进智力资源。 

5.鼓励和支持各学术机构自主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学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体系。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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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实施资助教师出国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计划和资助学术机构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计

划。 

六、行政、财务与期刊工作 

1.加强岗位教育，坚持学习培训制度，提升行政队伍的专业化服务水平，选派 2 名管理干

部赴海外进行培训研修。 

2.促进公共资源整合和优化，加强对学部范围内公共会议室、功能室、远程视频会议室、

计算机室等公共资源统筹力度，提高利用率和使用效益。 

3.为离退休人员、兼职教师等人员提供公共办公室；配合学校完成培训学院大楼的整体装

修工作和回迁工作；配合学校完成英东楼学部区域卫生间的改造，完成英东楼 2 个楼层的房门

更新和楼道粉刷，定期更换直饮水设备过滤设备，确保卫生、健康、安全。更换公共会议室的

投影设备，继续推进 1-2间视频会议室改造，为开展国际远程交互式学术交流提供条件。 

4.组织教师认真学习国家和学校出台的各种财经文件，完善财务制度和采购制度，加强内

控管理，确保“三重一大”决策机制。 

5.根据学校下达的编制，调整和补充期刊专兼职编辑人员，建立每月一次期刊编辑工作联

席会制度；坚持期刊编辑人员专业培训制度，支持期刊编辑人员参加国内相关领域的学术会议。 

七、社会服务与筹资工作 

1.打造培训品牌,完善培训学院制度与文化建设，开发基于不同培训对象和层次的培训模块,

拓展高端培训的规模。 

2.召开学部培训与社会服务工作会，修订《教育学部社会服务管理办法》，激励学术机构参

与社会服务。 

3.完成教育部下达的国培计划，落实与门头沟区教委、北京市第十二中学、中关村第一小

学、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的合作协议内容。力争新增 1-2个大型对外合作共建项目。 

4.大力推进学部筹资工作，加强对筹资工作支持力度，积极挖掘社会关系和渠道。支持“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明远教育基金”工作。 

八、党务工作 

1.根据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组织好重大理论问题的宣传、教育和学习工作。 

2.在教工和学生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做好学部党员发展工作。 

3.成立“教育学部教师志愿服务队”，鼓励教师党支部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广泛参与到社

会实践之中。 

4.积极开展学部教育特色党建工作；继续建设“教育学部红色风采”微信平台；支持各党

支部联合举办活动，完善教工党支部与学生党支部共建、学部分党委与后勤分党委共建、学部

分党委与图书馆教育分馆单位共建。 

5.积极推进党建创新课题的研究工作，把深入开展制度建设与党建课题相结合，通过课题

研究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将制度建设落实到各基层学术机构。 

6.继续推进学部文化建设，进一步提升学部环境的文化品味。推进教育学部学科史编纂工

作，推进学术机构开展二级学科史编纂。 

7.完善校友名录，成立“教育学部校友分会”。 

8.继续开展学部教师健康体检，开展教育学部工会特色活动。以组建形式多样的俱乐部为

活动主要形式，支持各俱乐部开展活动。 

九、学生工作 

1.发挥学而书院生活指导室、学业辅导室、就业指导室等功能室的作用，借力“导师工作

坊”、“学而讲坛”、“学而书会”、“学而硕博论坛”、“学而学术沙龙”等，打造书院特色活动。 

2.组织实施报告会、座谈会、参观、采访先进、社会调研等多种形式的党性教育和社会实

践活动，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实习实践能力，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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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面开展公益社会实践活动，打造学部社会实践教育类品牌。鼓励学生走向中西部等边

远地区开展长期性的、有特色的教育公益、实践活动。 

4.继续深化开展“学长助力就业”项目和“进知名企业，圆就业梦想”项目，开展“中小

学教师职业素养提升”、“高校辅导员求职竞争力”、“入职适应”系列培训活动。组建学生创业

团队，聘请校内外导师指导学生创业，开展创业项目培训，举办创业挑战大赛，组织学生参观

考察高新企业。 

5.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依托学生会、分团委、研究生会等开展新生迎

新晚会、新生文化之旅、学而书院体育文化节、宿舍文化节、美食文化节、文化创意大赛、Open

书架、元旦晚会、毕业晚会等一系列的特色文体活动，丰富同学们的课外生活。 

6.做好日常管理与事务性工作。切实维护安全稳定，建立家庭困难学生的帮扶机制，做好

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定工作，完善新生入学和毕业生离校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育等。 

4.2.  学部发[2015]02 号-关于发布《教育学部资助研究生参加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规

定（试行）》的通知 

为了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拓展学术视野，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学部特设立专项资金，

用于资助研究生参加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规定如下： 

一、资助对象 

教育学部在读全日制研究生。 

二、资助范围及额度 

1.资助学部研究生参加高水平的国内学术会议，包括：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全国博士生

学术论坛、本学科国内学术年会，以及在国内举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等。 

2.资助内容包括：差旅费、注册费、住宿费，总资助额度限制在 2000 元（超过 2000 元部

分，由学生自付；低于 2000 元，实报实销）。 

3.每生在学期间限资助 1次。 

三、资助条件 

1.申请者作为第一作者，以北京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提交的论文，被国内高水平学术

会议正式接收，且被邀请为正式参会代表。 

2.参会结束返校后，应在本专业范围内做相关汇报交流。 

四、申请资助程序 

1.申请人在学部网站上下载并填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生参加国内高水平学术会

议资助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2.申请人向教学办提交《申请表》（一式两份），及参会通知书或邀请函、论文接收函和报

告邀请等材料。 

3.获批者根据会议实际召开时间订购飞机票/火车票。 

4.受资助人参会结束回校后，凭参会的相关材料（获批的《申请表》、会议通知、论文集等）

到学部财务办公室办理参会费用的报销手续。 

五、本实施办法由教育学部教学办公室负责解释。 

4.3.  学部发[2015]03 号-关于发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基金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为了进一步提高教育学部学生的国际化水平，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特设立

专项资金，用于资助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为其提供与国际同行学

者直接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拓宽其国际视野，并扩大我部本科生和研究生科学研究成果在国

际上的学术影响力。 

一、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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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全日制本科生和硕博士研究生（含全脱产定向研究生、

留学生）。 

2.申请者作为第一作者，以北京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提交的论文，被本学科高水平国

际学术会议正式接收，并被邀请在会议上作口头报告或张贴海报。 

3.申请者学业成绩优秀，具有较高外语水平，能够用外语进行口头学术交流。 

4.每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限资助一次。 

二、资助内容 

资助由北京出发至会议地点的往返旅费（飞机经济舱）。资助总额亚洲地区不超过 5000元，

亚洲以外地区不超过 10000 元。 

三、申请程序 

申请者须在会议召开前至少 40天向学部教学办公室提出申请，申请程序如下： 

1.申请者在学部网页下载并填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资

助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2.导师对申请者拟参加会议的学术影响力和申请者的参会资格进行审核，并在《申请表》

上签字。 

3.申请者向教育学部教学办公室（英东楼 242）递交以下申请材料： 

①《申请表》（一式两份，纸质版）； 

②会议主办方发给申请者的正式邀请信函（应包括申请人的个人信息、论文信息及参会形

式），电子邮件形式的邀请函需由导师签字确认，非英语邀请函应有中文翻译件并由导师签字确

认； 

③论文的会议录用通知书及被国际会议接收的相关证明，电子邮件形式的相关证明需由导

师签字确认，非英语文件应有中文翻译件并由导师签字确认； 

④投稿论文复印件； 

⑤会议日程安排； 

⑥能证明申请者外语水平的相关等级证书，或有关的成绩证明。 

4.教育学部教学办公室组织专家审核遴选。 

5.获得资助资格的申请者持获批的《申请表》到教务处（主楼 A 区 101）办理《北京师范

大学本科生公派赴境外学习/交流申请表》、研究生院综合处（主楼 A 区 207）办理《北京师范

大学研究生出国（境）审批表》。 

6.获得资助资格的申请者持获批的《申请表》到学部财务室（英东楼 249）办理机票购买

手续。 

7.获得资助资格的申请者如未能成行或放弃资助资格，应于结果公布之日起一个月内书面

告知教学办。 

四、质量管理 

1.受资助者参会结束返校后，应在学部网站下载并填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参加

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总结》，总结力求丰富、全面、突出重点，并附参加会议的照片 2张。 

2.受资助者应向教育学部教学办公室提交以下材料： 

①教育学部审批通过的《申请表》； 

②机票行程单、登机牌等发票； 

③收入国际会议文集的论文全文复印件、目录、文集首页复印件； 

④护照首页、签证页及标有出入境日期页面的复印件； 

⑤纸质版和电子版《参会总结》（请用“国际学术会议总结-院系所-姓名”命名，发至 

jiaoxueban@bnu.edu.cn）。 

3.受资助者提交以上材料后，凭审批通过的《申请表》及相关票据、凭证到学部财务室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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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 

4.鼓励获得资助的同学回国后在本专业内部做相关汇报交流。 

五、附则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教育学部教学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 

1.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申请表 

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总结 

4.4.  学部发[2015]05 号-关于发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支持课程外请国内专家专

题讲座暂行规定（试行）》的通知 

为鼓励学部教师邀请校外专家参与学部课程教学，开展专题讲座，以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部决定对课程外请国内专家的专题讲座予以支持，具体规定如下： 

一、支持范围 

学部每门主干课程（包括本科生的学科基础课，研究生的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每学

期可支持外请一位国内专家做一次专题讲座。 

二、支持经费额度 

外请专家为教授或相当职称，支持 2000 元课酬；外请专家为副教授或讲师，支持 1000 元

课酬。 

三、申请程序 

课程负责人填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外请国内专家专题讲座申请表》，并报教学办

公室审批。 

四、本规定由教育学部教学办公室负责解释。 

4.5.  学部发[2015]06 号-关于发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

辩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决定》的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对学

位论文质量监控，提高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经教育学分会和教育学部部务会讨论，自 2015年起

实行博士研究生预答辩制度，所有博士论文送审前必须进行预答辩，具体规定如下： 

一、程序及要求 

1.预答辩申请 

博士学位申请人应于预答辩前 2 周向导师递交论文全稿及《预答辩申请表》, 经导师签字

后，将预答辩申请表递交教育学部教学办公室。经审核后，由博士生所在学术机构组织预答辩，

学位论文预答辩应公开进行，导师个人不得单独组织预答辩。 

2.预答辩专家组构成 

由学术机构与导师团队协商聘请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3 至 5 人

组成预答辩小组，鼓励聘请校外本专业或相近专业专家参与。预答辩由预答辩小组组长主持，

指导教师可以参加，但不能作为小组成员。 

3.预答辩程序 

先由导师介绍学位申请人基本情况，再由申请人报告论文完成情况，之后预答辩小组成员

对论文进行评议，评议的重点是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学术规范等，应详细指出论文中存在的不

足和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最后，预答辩小组采取评议的方式做出论文是否通过预答辩的决议，

并将意见填入《预答辩小组决议》。 

二、时间安排 

博士论文预答辩时间要求安排在论文匿名送审前进行，具体时间由学部各学术机构自行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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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交材料 

预答辩结束后，各学术机构需向学部教学办提交《预答辩小组决议》、《送审申请表》（均一

式三份），预答辩通过者方可进行博士论文检测和匿名送审工作。 

四、附则 

本细则由学部教学办负责解释。 

（附件略） 

4.6.  学部发[2015]07 号-关于发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有关

工作的补充说明（修订）》的通知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关于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规定》、《关于学术学位硕士

研究生提前毕业有关工作的说明》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部实际情况，特做如下规定：  

一、提前毕业申请条件： 

1.思想品德良好，热心参与公益事业，无违纪情况； 

2.课程学习成绩良好，完成规定的学分，中期考核良好； 

3.在 CSSCI 学术期刊上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申请人为第二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1篇； 

4.已完成学位论文初稿，论文应包含作者对研究课题的新见解，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资

料和数据可靠，论证和计算准确，文字通顺，结构完整，条理分明；字数不少于 2 万字；在规

定时间内，经修改可达到送审和答辩要求。 

二、提前毕业办理流程 

1.提前毕业办理程序 

（1）办理时间：硕士生拟 2年完成学业，提前毕业登记截止时间为第二学年的 4月 30 日；

拟 2.5年完成学业，登记截止时间为第三学年的 10月 30日。 

（2）办理程序：硕士生在规定时间内填写《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登

记表》（附成绩单、学位论文初稿、已发表论文复印件），经导师同意，院系所领导签署意见以

及学部领导批准后，送研究生院培养处审核并备案。 

一旦递交登记表，不能撤销，必须严格按申请时间参加答辩。 

2.开通学校就业信息网、领取就业材料程序 

（1）硕士生凭导师、院系签署意见以及学部领导批准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

生提前毕业登记表》原件可到就业指导中心审核开通学校就业信息网，领取就业推荐表。 

（2）硕士生凭研究生院培养处签署意见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登

记表》原件可在就业指导中心领取三方协议等就业材料。 

三、提前毕业硕士研究生缴纳学费的问题 

1.有关退费的规定：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退费有关问题的规定》（2008 年 5 月 1 日

起执行），“提前一年毕业的研究生，减半收取第三学年度的学费。提前不足一年毕业的，仍然

按照三年缴纳学费，不减免学费”。 

2.提前毕业硕士研究生持培养处签署意见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

登记表》原件和毕业离校转单，到财经处结清学费和住宿费。 

四、附则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学部教学办负责解释。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登记表 

4.7.  学部发[2015]08 号-关于发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聘请国际学者承担教学任

务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为推进学部人才培养国际化，充分利用海外优质的教育资源，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国外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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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动态，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特设立基金资助各院系所聘请国际学者承担

教学任务。通过“请进来”的方式，让广大学生聆听海外教育名家的讲授，不出校门就能学习

到国外前沿的教育理念，拓展教育新视野。 

一、实施目标 

通过多种途径聘请国际学者承担教育学部教学任务，进一步加强学部在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与借鉴国际课程建设与教学经验，提高学部课程与教学的国际

化水准，保障和提升课程与教学质量。 

二、选聘国际学者的基本条件 

1. 在国外高水平大学任教多年； 

2. 在与教学任务相关课程或专业领域有公认高水平的研究； 

3. 专业技术职称为副教授及以上； 

4. 与学部相同或相关专业领域教师有密切的学术合作； 

5. 有明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大纲，有规范的考核方式和方法； 

6. 身心健康，无违背或涉嫌违背教师伦理的任何不良记录。 

三、资助内容与额度 

1.资助内容 

本项目资助类型主要是指国际学者承担学部培养方案中已经确定的本科生、研究生课程（含

必修课、选修课）的教学任务。 

承担由学部举办的国际高水平暑期学校学分课程教学任务的国际学者也可申请此项目资助。 

每位学者资助开设至少 1学分（16学时 1学分）的课程，修读学生的成绩应按照教学计划

的有关规定计入学生成绩单。鼓励开设跨年级、跨专业的小学分选修课程，供全体学生修读。 

2.资助经费与额度 

资助内容含国际学者的讲课酬金(800-1000 元/课时)、国际差旅(行程最经济便捷的经济舱

费用)、北京市内交通费（限 1000 元），以及工作期间住宿费（住宿标准参照我校聘请外国文教

专家规定执行），资助总金额限 5-8万元/人。上述费用币种均为人民币。 

四、申报与评选 

1. 每年 3月及 9月集中向教学办公室申报,以便纳入下一学期课程教学计划。 

2.项目实施需组成工作小组，邀请人(应为学科负责人)担任工作小组组长，其它人员由该

学科教师组成，工作组应有教师随堂听课，加强教学研究与交流。 

3．邀请人或项目工作组联系人填写《教育学部聘请国际学者承担教学任务项目书》，并提

交所在单位统一审核。审核通过后，提交教学办公室。 

4.教学办公室组织相关专家对院系所提交的申请项目进行评选，确定承担教学任务的拟聘

国际学者人选。 

五、质量管理 

1.教学任务结束后一个月内，项目邀请人需向教学办公室提交《教育学部聘请国际学者承

担教学任务项目总结》、学生选课情况说明、参加课程学生感言（5-10人）、课程照片（5-6 张，

需提供图解）、课程或者讲座录像（至少 1课时），有学分的课程需提交学生作业（5-10 人）。 

2.教学办公室组织相关专家对各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组织项目间的交流汇报活动，

以不断提高项目执行效益。受邀专家在教学期间将接受来自学部、各有关单位及专家的听课、

观摩和评议。对于项目执行优秀的单位，给予表彰。 

本办法由教学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一：《教育学部聘请国际学者承担教学任务项目书》 

附件二：《教育学部聘请国际学者承担教学任务项目总结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149 

 

4.8.  学部发[2015]10 号-关于调整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委员会名单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为适应学生工作需要，经 2015年 3月 9日总第 235 次部务会议研究，决定调整学生工作委

员会成员，调整后的成员名单如下： 

主  席：楚江亭 

副主席：朱旭东 

秘  书：刘  立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楚江亭、冯婉桢、傅  纳、黄  欣、阚  维、刘  立、刘姗姗 

吕巾娇、马思源、施克灿、滕  珺、田  甜、王  铄、余清臣 

赵  琼、张树东、朱旭东、曾晓东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5 年 3月 18日 

4.9.  学部发[2015]11 号-关于教育学部人事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课程与教学指

导委员会换届的通知 

教育学部人事工作委员会名单 

主  席：王英杰 

副主席：石中英 

秘  书：石兴娣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鲍传友、杜育红、郭法奇、洪成文、洪秀敏、康永久 

李家永、李  琼、刘宝存、庞丽娟、石中英、王本陆 

王工斌、王英杰、武法提、肖  非、辛  涛、余胜泉 

      赵志群     

教育学部学术委员会名单 

主  席：张斌贤 

副主席：余胜泉 

秘  书：刘  洋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  丽、邓  猛、杜育红、和  震、洪成文、胡定荣 

刘宝存、刘  焱、毛亚庆、檀传宝、王  磊、辛  涛 

余胜泉、张斌贤、朱旭东 

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  席：刘美凤 

副主席：朱旭东 

秘  书：黄  欣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傅  纳、高益民、李春密、刘美凤、刘  馨、施克灿 

宋  萑、韦小满、吴  娟、姚  云、余  凯、曾晓东 

张春莉、张莉莉、张树东、周慧梅、朱旭东 

4.10.  学部发[2015]13 号-关于设立教育学部招生委员会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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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学部招生工作需求，做好招生工作，经 2015 年 4 月 27 日总第 242 次部务会（党政

联席会）研究，决定设立教育学部招生委员会，任期四年。现将委员会名单予以发布: 

主  席：石中英、李家永 

副主席：朱旭东、郑新蓉 

秘  书：黄  欣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鲍传友、楚江亭、杜育红、郭法奇、洪成文、洪秀敏 

康永久、李  琼、刘宝存、王本陆、王工斌、武法提 

肖  非、辛  涛、赵志群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5 年 4月 29日 

4.11.  学部发[2015]15 号-关于发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家试点学院）兼职

教师聘任办法（暂行）》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北京师范大学试点学院工作方案》（师校发【2013】2 号）文件精神，建立一

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类型多样、能够满足各级各类教育人才培养需求的兼职教师队伍，充

分发挥学部外知名专家、学者和杰出人才对学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

合作等的指导和推动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一、兼职教师的基本要求 

兼职教师是指经学部批准聘请的承担具体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任务

的学部外知名专家、学者和杰出人才。 

兼职教师应符合以下要求： 

1.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品行端正，治学严谨； 

2.学术造诣较深，在所从事学科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在相关工作

领域有较高的知名度或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3.能胜任应聘岗位要求，在教育学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

指导和促进作用。 

二、兼职教师的岗位类型和工作内容  

兼职教师选聘应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坚持标准，按需选聘，具有明确的岗位任务。

兼职教师具体岗位类型和工作内容包括： 

1.高级咨询顾问。为学部战略发展、学科建设提供咨询和指导； 

2.兼职教授。讲授列入学部教学计划的中英文课程（至少 1学分）； 

3.兼职研究员。与学部教师联合申报科研项目，开展合作研究，有高质量学术成果产出；

开展学术交流，做专题学术讲座； 

4.兼职导师。担任研究生的实践导师，联合指导研究生。 

三、兼职教师的待遇  

1.高级咨询顾问采取年薪制。年薪标准为 5万元。 

2.其他类型兼职教师不设固定薪酬，按照任务完成情况和取得成果情况支付报酬： 

（1）兼职教授。兼职教授讲授列入学部教学计划的课程，由学部支付报酬。课酬标准为 12000

元/1 学分（教授）或 10000 元/1 学分（副教授），待授课完毕后一次性发放，不纳入年终绩效

奖励范围。京外的兼职教授，学部每年资助与其兼职教授职务行为相关的往返一次全额国内差

旅（经济舱机票或高铁火车票）、北京市内交通费、工作期间的住宿费；京内的兼职教授学部资

助与其兼职教授职务行为相关的北京市内交通费。 

（2）兼职研究员。兼职研究员来学部开展合作科学研究或学术讲座交流，由学术机构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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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组根据其具体工作情况自行向其支付报酬。 

（3）兼职导师。经学校研究生院批准聘任的兼职导师，学部根据其指导研究生情况发放指

导费；指导费于研究生毕业时一次性发放，硕士研究生每生 5000 元，博士研究生每生 10000元。

学术机构自行聘请的兼职导师，由学术机构根据其指导学生情况自行向其支付报酬。 

（4）兼职教授、兼职研究员、兼职导师取得的第一署名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的教学、科研成果纳入学部年终业绩奖励。 

3.学部为兼职教师提供共用办公场所和必要的办公条件。 

四、兼职教师的聘任程序 

1.学术机构根据岗位需求，提出兼职教师推荐人选，填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兼职教

师申请表》，并提供相应的个人简历和业绩材料，报学部人事办。 

2.部务会每年审批两次（1 月份、7 月份各一次），审批通过后，由学部或学部委托学术机

构负责安排聘任仪式。特殊情况，特别安排审批。 

五、兼职教师的管理 

1.兼职教师聘任总数根据学部年度预算，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聘，经费用完为止。 

2.兼职教师实行合同管理，聘期灵活，一般为一至三年，可根据工作需要及考评结果续聘。 

3.兼职教师的合同任务和日常管理以学术机构为主。学术机构要明确兼职教师的岗位任务，

加强与兼职教师的联系，为兼职教师来学部开展实质性工作创造条件。 

4.年度总结。兼职教师每年年底须对当年的工作情况进行年度总结，并撰写总结报告，学

术机构负责人须在兼职教师的总结报告上签署意见。 

5.聘期考核。兼职教师聘期届满后，学术机构要提出聘期评价意见，作为是否续聘的依据。 

六、其他 

1.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学部人事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2.培训学院和学术机构可参照此办法自行制定本单位的兼职教师聘任办法。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兼职教师申请表 

4.12.  学部发[2015]17 号-关于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应用戏剧与表达性艺术教

育研究中心等 6 个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中心管理办法（试行）》（学部发[2009]9号）文件精神，

经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术委员会审议，决定成立：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应用戏剧与表达性艺术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评价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术论文写作指导与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后发展研究与评估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习与绩效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小学知识管理研究中心 

聘任： 

马利文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应用戏剧与表达性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刘焱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评价研究中心主任 

朱旭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术论文写作指导与研究中心主任 

姚云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后发展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 

刘美凤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习与绩效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余凯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小学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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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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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才培养工作 

5.1.  加强招生宣传，完善招生改革方案 

5.1.1 本科招生 

高度重视本科招生宣传工作，积极落实学校下达的各项招生任务，精心设计招生宣传材料，

参与学校主办的校园开放日，并负责辽宁、吉林两省包干宣传任务。积极动员本科招生相关专

业院长、教学副院长重视招生宣传工作，组织包含书记、教学部长、教学院长在内的优秀教师

参加行前培训会，最后派出教师 46 人次赴辽宁、吉林 16 所高中进行招生宣讲，同时参加 9 场

大型咨询会。 

2015年教育学部继续实施自主招生计划。今年是突出学科特长定位、取消高校联考，实施

高考后自主招生的第一年，教育学部积极落实国家、学校对自主招生人才选拔的相关规定，各

环节信息均在教育部阳光平台上进行公示；同时，为应对国家高考前申请、高考后考试的新自

主招生方式所带来的考生申请材料初审压力，学部制定了明确的自主招生工作方案，包括自主

招生初审实施细则。初审组织了 35位专家网上集中打分，采取随机分配、多人审核的形式，共

对 2447份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审核通过 350人，并有近 200 人在高考后参加自主招生面试。为

保证公平、公正选才，面试环节专家、考生现场抽签确定考场与分组，面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

以备后期查验。面试后资格发放共 30 人，最终录取 22 人，虽然录取率较去年降低，但线上比

例却较去年提高了 17 个百分点，表明优特考生的录取率有所提高。 

2015年教育学部的本科生生源质量依然保持较高水平。文史类非师范生统招录取专业生源

质量排全校第四位，较去年下降一名，理工类排名与去年相同，全校第六位。统招非师范生第

一专业录取率文史类教育学专业达 91.1%，排全校第三位，理工类 60.5%，均高于全校平均水平。 

 

图 20  校园开放日教育学部展板与宣传 

5.1.2 硕士招生 

今年上半年主要进行 2015 级双证硕士研究生统考招生及录取工作。教育学部继续采用自主

命题形式，成立命题专家组，命制包含学术型硕士初试试题教育学基础综合、程序设计与数据

结构，全日制教育硕士业务课教育综合以及 3 个专业的专业课等，共计 8 门。今年报考人数继

续小幅增长，报考 1129人，其中学术型硕士 1038 人，全日制教育硕士 91人；达到专业复试分

数线，进入复试 173 人，其中学术型硕士 141 人，全日制教育硕士 32人；最终录取 147 人，其

中学术型硕士 104人，全日制教育硕士 43人。平均考录比达到 7.68:1，其中学术型硕士 9.98:1，

全日制教育硕士 2.12:1，生源质量较好。 

下半年招生主要是 2016 级双证硕士研究生的接收推荐免试工作。2015 年申请推荐免试研

究生共 322 人，基本与去年保持一致，参加复试考核 117人,最终录取 106人，其中来自 985 学

校的学生 39名，来自 211 学校的 63名。此次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投放 157个招生指标，

约占总招生计划的 57.5%，实际完成 67.52%，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5.1.3 博士招生 

2015 年教育学部学术型博士招生工作继续实施申请-审核制，并进一步完善学部博士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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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评审系统，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 

2015年学术型博士报考共计 385人，其中硕博连读 3人；纸质版、电子版申请材料审核通

过并参加匿名初审 313 人，含 1 名同等学力报考人员。审核通过进入复试 200 人，其中外语免

试 59 人，专项计划 6 人。最终录取 73 人，含协同创新中心招生 8 人、博士特等奖学金 1 人、

调节名额 2 人、专项计划 3 人、扩招高水平运动员 1 人。2015 年各专业平均考录比 6.6:1，考

录比最高为教育学原理专业，达到 11:1, 最低为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4.2:1。但生源质量良

好，报考考生中 211 院校生源占 51%，985院校占 31%；录取考生中，211/985 院校学生占 63%，

境外获取硕士学位的占 10%；非定向比例达 77%，超过学校平均水平。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招生工作，自 2015年起完全由教育学部负责。2015 年网上报名共计 109

人，教育学部对于报考人员严格把关，最终审核合格可参加初试者 82人，其中中小学学校领导

与管理方向 12人，高校领导与管理方向 43 人，学生发展与教育专业 27人。达到学校划定的复

试分数线、参加复试人数 21人；经科研组、实践组双轮面试，最终录取 15 人。 

5.2.  实行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与实习 

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与实习是试点学院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这项新举措试图使学部的本

科生能够从大一就开始深入了解学校发展、课程教学、现代信息技术、教育企业等方面的实践

改革前沿，并贯穿其四年大学生涯。其宗旨是让大学生走进教育现场，加深对教育的理解、增

强实践意识、提高实践能力，进而培育他们的教育实践情怀。与此同时，学部学生通过多次见

习能够更好地理解教育学部各专业的特点，为其二次专业选择做好准备；更重要的是，通过四

年一贯制教育见习和实习提高大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对培养教育学部 APLIC 人才

具有重要意义。 

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与实习属于专业必修课程，其活动安排贯穿本科生学习的前七个学期。

学生第一到第六学期参与教育见习，每学期获得 0.5 学分，活动以参观等见习为主，学生通过

具体的参观与实践，逐渐深入了解教育发展基本情况，能够留下教育实践的框架印象；第七学

期参与教育实习，获得 1 学分，学生直接到学校参与相关的教学管理等活动，进行实习真正体

验教育实习所带来的教育专业价值。 

今年秋季学期，学部组织 2015级本科新生进行首次教育见习，分专业方向参观相应教育实

践产业。例如，教育学专业组织学生参观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教育技术学专业参观百度公

司、拓思德公司、中国移动教育创新中心、天津科大讯飞，学前教育学专业参观六一幼儿园、

中国教育电视台早教频道和红黄蓝幼教集团，特殊教育学专业参观聋校、盲校和培智学校，公

共事业管理专业参观培星小学。学生们深刻体会到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与实习的本意就是与你

一起看看教育世界，看有人正在做你想做的事；体会到“实地求教，才知从前浅薄；践行真知，

方觉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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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首次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学生风采 

5.3.  全面推进试点学院人才培养国际化 

作为全国领军，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QS 排名第 42 位）的教育学科，教育学部致力

于培养能够解决国家重大教育问题、满足国家需求的、具有引领中国教育学术和教育未来、适

应全球化和国际教育发展需要的一流教育学科人才，为实现此建设目标，教育学部确立了教育

学科人才培养国际化的战略，依托“国际顶尖教育学院联盟”等国际平台，多渠道拓展学生的

国际交流机会，提出了“为教育学部的每一位学生在学期间提供一次国际交流的机会”的目标，

全方位推进学部人才培养国际化。 

5.3.1 完善现有 4个全英文项目，提高留学生培养质量 

教育学部自 2011 年在学校首批开展全英文研究生项目以来，陆续建立了 4 个全英文项目，

包含硕士项目——高等教育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专业、比较教育专业教育管理与领导方向，博

士项目比较教育学专业教育领导与政策方向，以及联合培养的伊拉斯谟项目。今年全英文项目

共招收留学生 52名，比较教育学博士项目 11人，比较教育学硕士项目 16人，高等教育学硕士

项目 7 人，伊拉斯谟项目 18 人。这些留学生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韩国、印度、墨西哥、

海地、津巴布韦、马来西亚等 27 个国家与地区。2015 年，学部继续根据本届学生特点以及历

年留学生培养经验，特别是博士项目第一届学生的培养经验，修订了比较教育学专业教育领导

与政策方向博士项目培养方案，新增教育国际化问题研究、国际化视野下的教育政策课程。 

表 108  2015 级全英文项目学生名单 

护照姓名 专业 经费来源 国籍 学生类别 性别 

SONG,MIRAN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韩国 博士研究生 女 

KHAN,MARIA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女 

ASHRAF,MUHAMMAD AZEEM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男 

IFTEKHAR,SYEDNITASIFTEKHAR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印度 博士研究生 男 

LARBI,FRANK OKAI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加纳 博士研究生 男 

TSEGAY,SAMSON MAEKELE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厄立特里亚 博士研究生 男 

BONJAH,ISHMAEL ANCHOMESE 比较教育学 中国地方政府奖学金 加纳 博士研究生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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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VENUKE,PATRICK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坦桑尼亚 博士研究生 男 

UWAMAHORO,EMILE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卢旺达 博士研究生 男 

RASSIDY,OYENIRAN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科特迪瓦 博士研究生 男 

BEKOE,MCJERRY ATTA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加纳 博士研究生 男 

KANIKI,ROBERT LUCAS 高等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坦桑尼亚 硕士研究生 男 

WITT,RACHEL 高等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美国 硕士研究生 女 

MWALUTAMBI,ZUENA  SALUM 高等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坦桑尼亚 硕士研究生 女 

MENDEE,MELVINA MAMIE 高等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利比里亚 硕士研究生 女 

ACHEAMPONG,PHINIHAS 高等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加纳 硕士研究生 男 

MUZA,NATALIE KUZIVAKWASHE 高等教育学 中国地方政府奖学金 津巴布韦 硕士研究生 女 

ENG,XIN JUN 高等教育学 中国学校奖学金 马来西亚 硕士研究生 女 

TEDROS,GIDEON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厄立特里亚 硕士研究生 男 

ZEMUY ZEGERGISH,MULUGETA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厄立特里亚 硕士研究生 男 

OWUSU BOATENG,RAYMOND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加纳 硕士研究生 男 

RUDOLPH,DANIEL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美国 硕士研究生 男 

SHOAIB,SOBIA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巴基斯坦 硕士研究生 女 

ADAMS,FRANCIS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加纳 硕士研究生 男 

KETTER,BARBARA LEEMU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利比里亚 硕士研究生 女 

AMANKWAA,AFUA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加纳 硕士研究生 女 

SIMWICHE,RODRICK JACOB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坦桑尼亚 硕士研究生 男 

ROJO HERNANDEZ,LUIS ANGEL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墨西哥 硕士研究生 男 

MWANZA,TAMARA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赞比亚 硕士研究生 女 

DORSAINVIL,ROCHENY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海地 硕士研究生 男 

LEVI,OWEN MAHALAWIPA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马拉维 硕士研究生 男 

GYASI,JULIANA FOSUA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加纳 硕士研究生 女 

GAYMER,DANIEL ROY JOSEPH 比较教育学 中国学校奖学金 英国 硕士研究生 男 

SUANTE,KAM TUNG TUANG 比较教育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 缅甸 硕士研究生 男 

表 109  2015 级伊拉斯谟项目学生名单 

学号 护照姓名 国籍 性别 

201551010001 ZHANG,YING 中国 女 

201551010002 HUSEN,MARSELA GIOVANI 印度尼西亚 女 

201551010003 CHEN,RUI XUE 中国 女 

201551010004 MIN,HWA HYUN 韩国 女 

201551010005 HA,THANH BINH 越南 女 

201551010006 KOPELYAN,SOFYA 俄罗斯联邦 女 

201551010007 MAES,JON MICHAEL 美国 男 

201551010008 GAROMSSA,HABTAMU DIRIBA 埃塞俄比亚 男 

201551010009 HACER,TERCANLI 土耳其 女 

201551010010 GUNEY,ISIL 土耳其 女 

201551010011 AVRAMOVIC,ALEKSANDAR 塞尔维亚 男 

201551010012 YASMIN,NOWREEN 孟加拉国 女 

201551010013 LAI,XIN 中国 女 

201551010014 GODONOGA,ANA 摩尔多瓦 女 

201551010015 TAO,JIN 中国 女 

201551010016 FRAUMANN,GRISCHA JULIUS RICHARD 德国 男 

201551010017 CLARK,DAMARIS LOWENNA 英国 女 

201551010018 GUTIERREZ VITE,LAURA 墨西哥 女 

表 110  比较教育学专业教育领导与政策方向博士项目课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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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urriculum Type Credits Semester 
1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Education Systems, Policy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Core 

2 I 

2 Theories and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3 I 

3 Major Issues of Education Refor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3 II 
4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3 II 

5 Chinese Language 

Elective 

2 I 
6 Edu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2 I 

7 Advanc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3 I 
8 Frontiers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Theori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 I 

9 Administ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tudent Affairs 2 I 

10 Advanc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3 II 
11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3 II 

12 Educational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3 II 
13 Issu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2 II 

14 Politics of Educa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2 II 

除根据情况适当调整培养方案外，今年学部继续依托留学生会开展各类活动，增加留学生

对我国历史、现行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认识。开展的活动包括新年联欢晚会、玉渊潭公园野餐会、

国子监参观、北京留学生之夜等，并继续赶赴东城区回民小学开展“童心看世界”合作项目，

今年向小学生展示的是赞比亚和加纳的风土人情。另外，今年 5 月 23 日至 25 日，教育学部留

学生代表团赴山东青岛参加了 2015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北京师范大学董奇校长也获邀参加

出席了此次会议，并与学部留学生代表亲切合影。 

今年全英文项目留学生培养工作取得较多成果，学部博士留学生 KAYOMBO, JOEL JONATHAN

获得 2015-2016学年优秀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张丹慧老师主讲的《教育统计》，以及李家永、桑

国元老师主讲的《中国概况（中国教育体制、政策与管理）》两门课程荣获校级“来华留学英文

授课精品课程”；高等教育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专业方芳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还有

众多留学生荣获“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优秀志愿者”、“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特殊贡献奖”、“北

京师范大学 2014-2015年度留学生（学历生）奖学金”等奖励。  
表 111  教育学部留学生获得各项奖励名单 

奖项名称 学号 姓名 

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优秀志愿者三等奖 201529010021 朴动现 

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优秀志愿者优秀奖 201039010003 曾巧玲 
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优秀志愿者优秀奖 201539010004 阿子木 

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特殊贡献奖三等奖 201529010021 朴动现 

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特殊贡献奖优秀奖 201039010003 曾巧玲 

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特殊贡献奖优秀奖 201539010004 阿子木 

北京师范大学 2014-2015 年度留学生（学历生）奖学金一等奖 201439010007 
MUTHANNA,ABDULGHANI ALI 

NAGI 

北京师范大学 2014-2015 年度留学生（学历生）奖学金二等奖 201439010017 白修銀 

北京师范大学 2014-2015 年度留学生（学历生）奖学金二等奖 201429010004 大沼正树 

2015/2016 学年优秀来华留学生奖学金获奖名单 201339010005 KAYOMBO, JOEL JONATHAN 

通过全英文项目建设与不断完善，促进了学部全英文课程的建设，促进了学校教学管理与

国际接轨，有助于全面推进教育学科人才培养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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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教育学部 2011-2015 年全英文课程建设情况 

5.3.2 建立国际学者承担教学任务聘请制度，外籍教师授课常态化 

学部除了聘用 5名专职外籍教师参与教学和科研外，2015年 1 月发布了《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聘请国际学者承担教学任务暂行规定（试行）》，设立专项基金资助院系所聘请国际学者

来学部开设本硕博课程，或国际高水平暑期学校学分课程。学部试图通过“请进来”的方式，

让广大学生聆听海外教育名家的讲授，不出校门就能学习到国外前沿的教育理念，拓展教育新

视野。此规定一经公布，受到各院系所的广泛关注，纷纷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前来为本专业学生，

甚至学部所有学生讲授本专业最新研究动态。目前已立项并完成授课的有：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院系所 经费预算 

教育史国际学者授课项目——外国教育管理史 王  晨 
教育历史与文
化研究院 

5 

日本高等教育史与文化 姜星海 
高等教育研究

所 
4.5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English Writing 
for Academic Purposes 

刘  强 
国际与比较教
育研究院 

3.9 

国际化大学中的教与学 顾明远 
国际与比较教
育研究院 

4.5 

美国核心课程标准——实践标准，评估方法及实
施-美国陶森大学孙伟教授 

张春莉 
课程与教学研

究院 
3.36 

Joe Winston 教授——教育戏剧在中小学的应用 马利文 
教育心理与学
校咨询研究所 

4.5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ights from Practices 

刘  强 
国际与比较教
育研究院 

3.2 

5.3.3 设立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专项资助基金，鼓励学生国际学术交流 

2015年初，学部为了进一步提高教育学部学生的国际化水平，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

型人才，学部出台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基金管理办法（试行）》，设立

专项资金，用于资助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这一制度为学部全体全日制学生提供了与国际学者、学生直接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有利

于学生拓宽国际视野，并扩大学部学生的科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制度实施一年

来，申请专项基金参加国际会议的学部学生共计 69 人次，其中本科生 1 人，硕士生 42 人，博

士生 26 人；参会形式有口头报告 60 人次，论文张贴 15 人次；参会地分布在全球 13 个国家和

地区，其中中国台湾地区最多，有 28 人次，美国次之，有 12 人次，其他有澳大利亚、德国、

加拿大、菲律宾、日本、新西兰、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受资助学生来自学部 14 个院系所，具

体来源名单可见下表： 

表 112  教育学部 2015 年参加国际高水平学术会议学生来源统计 

参会学生所属院系 参会人数 

高等教育研究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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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18 

教师教育研究所 2 

教育管理学院 4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5 

教育技术学院 32 

教育经济研究所 2 

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 1 

学前教育研究所 1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3 

合计 69 

5.3.4 支持建立海外实践基地，开展海外实习与实践 

今年，在学部的大力支持与学前教育研究所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前教育研究所在加拿大

和挪威成功建立两个实践基地，并于今年 6 月和 9 月分别落实加拿大高贵林区海外实习项目、

挪威卑尔根大学的专业实践活动。 

学前教育研究所为期十二天的加拿大高贵林区海外实习项目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特色筹备，

12名实习生分别在 Toddler、Daycare、Preschool三个不同年龄段班级进行了深度实习和试教，

积极开展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剪纸、吹画、音乐律动等活动。 

挪威卑尔根大学的专业实践活动为期一个月，4 位研究生扎根当地幼儿园，了解当地幼儿

园的自然教育，体验其最具特色的户外游戏，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教师访谈等方法围绕自己感兴

趣的选题进行了田野研究。2 位本科生聆听了卑尔根大学最具特色的户外与艺术教育、数学教

育、审美教育、戏剧教育等课程，并参观了 7 所各具特色的幼儿园，如农场特色、现代特色、

音乐特色、森林特色等。 

 

图 23  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海外实习实践剪影 

5.3.5 建立海外短期访学项目，多渠道促进国际交流 

今年学部也积极通过各种项目与国际一流大学或教育学科建立合作，开展校际间的海外短

期访学项目，具体包括台中教育大学、加州大学长滩分校、密歇根州立大学、香港教育学院合

作项目。 

台中教育大学项目共选派 8 名优秀本科生，于 7 月初赴台进行了为期 8 天的短期参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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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间，我校师生在台中教育大学师生的带领下，参观了台湾东海大学、南投县水里国小、

新竹科学园区实验高中、桃园市文昌国民中学英语村、台北博爱国小等多所学校，对台湾的教

育体系和教育制度有了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了解；并参加了台中教育大学杨浴贸老师开设的写

作教学课程和陈盛贤老师开设的台湾师资培育的发展课程，亲身体验了台湾大学的课堂氛围与

教学模式。在参观交流的过程中我校师生对台湾地区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彼此交流

理解的基础上加深了两岸师生的友谊。 

 

图 24  教育学部学生参与国际交流项目场景 

为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领导力，培养具备 APLIC 素质结构的教育专业人才，

教育学部于 7 月 19 日至 8 月 1 日遴选学部 20 位优秀学子，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参加

“学而卓越训练营领导力培训”项目。在为期两周的学习中，学员们聆听了“领导力提升”、“美

国教育领导力”、“全球视野和教育领导力发展”、“冲突管理”等专题讲座；参与了“如何成为

领导者”、“如何提升领导力”、“如何进行公共演讲”、“如何发展批判性思维”主题讨论。学员

们还参观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观摩了长滩市政会议，走进了美国家庭。此次培训，同学们

既深刻理解了“领导”与“领导力”的内涵，又对美国文化有了较深刻的理解。 

 
图 25  教育学部“学而卓越训练营领导力培训”项目 

10月 4日至 10月 13日，学部共遴选优秀本科及研究生 20余人，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参

加“BNU-MSU合作研究”交流项目。在 10天的行程中，活动安排主要以参观学校和学术交流为

主，同学们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负责人及当地学校领导的带领下，参观了 Haslett 高中、儿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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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实验室、Wexford 小学以及 Post Oak小学，深入课堂旁听了美国中小学课程；参观了密歇根

州立大学，旁听了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并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生进行了学术交流活动。

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同学们在短时间内对美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了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另外还有已进行一年的“BNU-HKIED 特选交换课程项目”。“BNU-HKIED特选交换课程”项目

是中联办组织推动纳入“万人计划”，由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两校共同策划，由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学部承办，并由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具体承担的师范生培养项目。项目

于 2014 年秋季启动实施，第一届香港教育学院的 19 名交换生对在北师大的交换学习的满意度

非常高，认为项目给予了他们深入学习和体认两地教育体系的运行和教育发展的现状的机会。

学部为香港交换学生安排了多元化的课程，包含四类：一类是核心必修课程，专门为交换学生

设置；一类是专业选修课程，遴选双方共同认定专业课程，供交换学生选修；一类是通识选修

课程，交换学生所访学期所有通识课程都可供交换学生选择；一类是实践必修课程，专门为交

换学生安排到中小学和社区访问、观察、教学实践。2015 年秋季学期，学部第一次派出了 20

名优秀本科生去香港教育学院进行交流学习，近期已结业返校，香港教育学院举行了欢送会。 

5.3.6 开展国际暑期学校，中外学生共同在“做”中学习 

今年，学部大力支持各院系所开展国际暑期学校，最终落实的有教育学部 STEM 创新教学研

究中心举办的 STEM2015国际暑期学校、教育学部环境教育中心举办的环境教育国际暑期学校。 

STEM2015国际暑期学校授课教师除了有学部的江丰光、傅骞副教授外，还有来自美国塔夫

茨大学、田纳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和专家，课程设置丰富，包含 STEM 领域的理论教学、

设计环节和实践活动，内容分别涉及了 STEM 课程整合、美国 STEM教育的案例介绍以及 Little 

bits、Arduino和 Lego EV3 在教育中的应用；学员由本校本科生、研究生和少数外校学生和企

业从事教育的人员组成，学习过程以小组的形式进行。 

环境教育国际暑期学校分为两期，教学内容分别涉及了可持续发展教育、能源与气候政策、

现代农业与环境、食品安全与营养等，课程教授方法不仅有理论教学、小组合作探究，还有参

观和实践活动；授课教师分别来自挪威科技大学、北京大学、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美国阿拉斯

加大学、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IGES）、北京蔬菜研究中心和绿色企业，学员来自教育学部、

环境学院、地遥学院、化学学院的本科学生与研究生以及北京市在职中学教师等。  

国际暑期学校大都采用中外学科专家共同开设课程、中外学生共同学习互动的形式，探讨

专业国际前沿问题，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教学形式多样新颖，让同学们在“做”中体会教育的

理念，促进中外学生深度交流和融合。 

5.4.  完成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推动人才培养改革 

5.4.1 完成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根据学校统一部署，教育学部今年 3月启动了 2015 版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组建以

部长和学位评定分委会主席为首的培养方案修订工作领导小组，以及以课程与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席为带领的专家研制小组，先后召开 20余次工作会议，认真分析当前研究生人才培养各环节

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明确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目标和主要改革内容等。硕士方案强调拓

宽学科基础、加强方法课的训练、突出学科特色与优势、提高课程质量、增加实践、阅读、写

作与讨论环节的学分；博士生方法加强文献阅读与学术研讨，加强研究方法与学术技能训练，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和学习经历要求，提高中期考核标准等。方案经多次讨论，不断完善，

于年底基本完稿，将在通过校内外专家评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于 2016年 9月开始实施。 

5.4.2 制定一系列人才培养制度，推动人才培养改革 

为配合新版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具体落实，学部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教育学部学术型硕士生

中期考核规定》《教育学部学术型博士生中期考核规定》，强化中期筛选功能，明确提出在中期

考核阶段的要求，明确提出对不适合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员进行及时分流。 

针对新版培养方案必修环节的实践或科研活动，制定《教育学部学术型硕士/博士生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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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管理规定》，要求研究生务必完成学术实践活动、教学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两种，并

对各类活动覆盖的范围进行了详尽说明。值得一提的是，规定明确提出博士研究生务必完成教

学实践活动中的课程助教一项，以熟悉教学过程，培养教学技能，达到能够承担部分课时（4-6

课时）的能力。 

针对博士培养方案中要求的 2 学分的国际化经历，制定《教育学部学术型博士生国际研习

管理规定》，要求博士生务必从 5类国际研习活动中选取 2类完成，如参加国际会议、修读外文

专业课程、参加半年及以上的国外学术机构学习项目、修习第二外语或参加其他国际交流和竞

赛活动。 

另外，还制定了《教育学部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导师组规定》，借助导师组联合指导学生，以

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5.4.3 制定教育学研究生学位质量标准，严格学位授予要求。  

与此同时，为配合学位由大学授予的政策，培养方案修订专家小组制定“北师大教育学科

学位质量标准”，包含：《教育学博士生学位质量标准》《教育学硕士生学位质量标准》、《教育博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质量标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质量标准》。从获教育学科博

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获教育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学术能力、培养过

程的基本要求、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发表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等方面，详细规定了授予北京

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相关学位应满足的要求。这一质量标准的制定，严格明确了教育学的学位授

予要求。 

 

 
图 26  修订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研讨会现场 

5.5.  注重各层次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加强实验室和实践基地建设 

5.5.1 开展实习工作 

学部历来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并将其作为试点学院人才培养目标 APLIC 之一，坚持为

本科、全日制教育硕士应届毕业生统一安排实习单位进行实习。本年度共有 3 个全日制教育硕

士专业、5个普通师范生专业、1个免费师范生专业，共计 207名学生参与实习，实习单位涉及

京内外 56所幼儿园、中小学、职业学校和科技场馆,具体实习单位安排如下： 

表 113  本科实习安排情况 

类型 专业 实习单位 人数 

  

类型 专业 实习单位 人数 

2012 级普通
师范生实习

单位 

教育学 

北京工业大学附
属中学英才分校 

16 

2012 级免费
师范生实习

单位 

教育技
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第
二附属中学     

3 

右安门一小 16 
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实验中学 

3 

 合计：32 人 
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 

3 

公共事
业管理 

海淀民族小学 9 贵阳市民族中学 1 

海淀育英学校 5 贵阳市清华中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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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帆中学朝阳学
校 

4 青海湟川中学 1 

顺义第十一中学 6 
宁夏大学附属中
学 

1 

中关村四小 9 
宁夏银川市第九
中学 

1 

 合计：33 人 
乌鲁木齐市兵团
二中 

1 

教育技
术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附属中学 

6 
乌鲁木齐市第二
十三中学 

2 

北京市陈经纶中
学 

6 
乌鲁木齐市第二
十中学 

1 

北京杨庄中学 4 
乌鲁木齐市第二
中学(初中) 

1 

北京师范大学三
附中 

4 
乌鲁木齐市第三
十六中学 

1 

 合计：20 人 
乌鲁木齐市第五
中学（初中） 

1 

特殊教
育 

西城区培智中心
学校 

4 
乌鲁木齐市高级
中学 

1 

学前教
育 

师大幼儿园 16 
新疆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 

1 

总计 105 合计 23 

表 114  全日制教育硕士实习安排情况 

专业 实习单位 人数 

  

专业 实习单位 人数 

学前教育 

西城教育研修学院 14 

心理健康教
育 

八一中学 2 

棉花胡同幼儿园 3 北京京源学校 2 

槐柏幼儿园 2 北师大实验 3 

北京第六幼儿园 3 北师大附中 2 

三义里第一幼儿园 2 东直门中学 2 

北京六一幼儿院 2 海淀工读学校 2 

空直蓝天幼儿园 2 北京第一五九中学 2 

北京第一幼儿园 2 北京 19 中 2 

海淀区恩济里幼儿园 2 人大附中 2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 3 北京四中 2 

合计 35 北理工附中 2 

科学与技术
教育 

中国科学研究院计算机网络信
息中心 

6 合计 23 

中国科学技术馆 8 

全日制教育硕士 2015 年实习人数总计 79 人 

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科技馆 1 

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 2 

科学普及出版社 1 

浙江省温州中学 3 

合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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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高度重视实习工作，每年都有学部领导带队巡视实习工作，慰问实习学生。10 月底，

学部部长石中英，副部长朱旭东、毛亚庆、张京彬，党委副书记楚江亭、李雪莲，部长助理刘

强、工会主席曾琦等学部领导，分别带队巡视教育学部本科及硕士生所在实习学校，看望在校

参加实习的学部学生，慰问实习单位的领导和指导老师。在巡视过程中，学部领导强调了实习

在本科、硕士学习阶段的重要性，并向实习单位介绍学部实行的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与实习安

排；实习的同学们在座谈中表示，教育实习促使他们将课堂上学的理论知识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有利于有的放矢地学习，大家表示很珍惜这段宝贵的实习经历，并感谢实习单位领导、老师的

指导；实习单位纷纷表示欢迎教育学部的实习生继续来见习实习，认可学生们的付出与进步。 

5.5.2 新建教育管理案例教学实验室 

为全面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部不断加强实验室投入与建设，在教育技术学院、特殊教

育研究所原有实验室基础上，今年继续追加经费投入，用于支持实验室后续建设与完善。同时，

由教育管理学院院长鲍传友牵头，整合教育管理学院优秀师资力量，新建教育管理案例教学实

验室。 

教育管理案例是联系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主要桥梁，加强教育管理案例教学实验室建设

是推进教育管理学科建设，提高教育管理人才培养和研究质量的重要途径。教育管理学院已整

理出来 20多个教育管理案例，为实验室建立、实施案例教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预计今后会持

续投入，不断丰富教育管理案例。实验室将主要用于以下 9 门课程的建设：教育管理学、学校

管理实务、教育政策分析、教育管理案例分析、学校规划与设计、学校与社会、教育人力资源

管理、教育组织行为学、学校领导。预计它将不仅有利于推动大学教育管理教学观念和模式的

转变，而且对于改善教育管理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5.5.3 建立制度，鼓励学生国内学术交流 

2015年年初，制定并发布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资助研究生参加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

规定（试行）》，支持有学术成果的研究生积极参与国内学术交流活动。自本办法实施以来，申

请基金参加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的共 32人次，参加会议类型覆盖各个教育学相关领域，例如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特殊教育分会年会、全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委员会第 14 届学术年会、全国德育学

术委员会 2015年学术年会、第三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第三届教育康复高峰论坛等。 

表 115  教育学部 2015 年参加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学生来源统计 

参会学生所属院系 参会人数 

高等教育研究所 2 

教师教育研究所 1 

教育管理学院 3 

特殊教育研究所 12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11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1 

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 2 

合计 32 

5.6.  落实教育博士培养改革，完成教育博士评估工作 

今年 9月，北京师范大学首批全脱产一年的教育博士研究生入学开始在校学习。学部自 2014

年 5月逐步接手教育博士培养工作以来，认真调研自身及国内外高校 ED.D项目培养模式及现状，

多次召开教育博士座谈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方案，明确全脱产一年在校学

习，保证学习时间与课程质量；课程设置增加博士论文的写作与规范、Workshop:Education  and 

global leadership 等，要求课程学习与专题研讨、案例分析、现场研究、团队学习、教育调

查、国际工作坊等衔接。 

2015年，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下发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

评估工作的通知》。教育学部自年初收到评估工作通知以来，认真对待此项工作，第一时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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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团队、制定工作时间表，对照评估方案开展自评，按要求收集材料撰写自评报告。于 6 月

5日，在英东楼 352 室召开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自评估工作会议》，会议

由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教授主持，副部长朱旭东教授做会议汇报，受邀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北京

师范大学王英杰教授、乔志宏教授，清华大学谢维和教授、史静寰教授，北京大学文东茅教授，

以及华中师范大学涂艳国教授。与会专家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自评报告》

对学部教育博士学生培养工作进行充分交流，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与建议。 

会后，学部专家组针对自评估会议上提出的意见，修改自评估报告，完成《教育博士专业

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自评表》，并以纸质和电子文档方式将评估材料报送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2015 年 9 月 24 日，全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工作会议在远望楼宾馆举行，

15 个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予院校参会。会议评审专家组由清华大学谢维和教授、北京大学文东

茅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吴康宁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吴刚教授等担任，国务院学位办专业学位处

处长唐继为、教育部研究生司专业学位处副处长郝彤亮参加会议，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胡克

文副院长，教育学部朱旭东副部长、黄欣主任参会，并由朱旭东教授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做大会

汇报。会上 15个院校分别对本单位教育博士培养的特色、问题与改进意见进行汇报，会议评审

专家逐一进行点评、提问，整个会议在紧张而又热烈的气氛下进行。随着全国教育博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工作会议在京的圆满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已顺利通过国务院学位办的评估。 

5.7.  统筹设计人才培养项目，加大人才培养经费投入 

2015 年学部对人才培养项目进行了统筹设计，对照 APLIC 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学部规划整

体方案，设计多种项目，并为人才培养工作总计投入 1300 余万元，共设立项目 79 项，覆盖招

生、培养各个环节。项目重点投入于：人才培养国际化、人才培养实践、课程与教学质量 3 大

方面，投入经费分别为：330 万、400 万、400 万左右，具体设置的子项目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项目 子项目 

招生 
本科自主招生 

本科及研究生招生宣传 

课程 

课程方案修订 

新课程建设 

教学案例库及资源库建设 

本科课程助教费 

研究生课程助教费 

优秀教材建设 

教学 

教改立项 

教学团队建设 

优秀教学奖 

实践 

教育见习实习 

研究生专业实践 

暑期社会实践 

实习基地建设 

学生活动课程、国内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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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建设 

暑期学校 

国际化 

国际学者授课 

学生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 

学生海外实习项目 

国际暑期学校 

卓越研究生领导力培训计划 

学术能力 
学生参加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 

学生科研基金 

学位 
开题、预答辩外请专家费 

答辩费 

管理 日常教学运行经费 

为确保各项项目的合理使用，学部制定了人才培养项目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教学办组

织了项目申报、项目评审，并要求各项目负责人签订项目任务书，以取保各项项目的合理性和

有效性。截至目前，各个项目已做了年度总结，总体运行良好，体现了建设效益。 

5.8.  成立微信宣传小组，加强人才培养宣传 

随着网络社会发展，以及学校企业号、学部英洞洞等微信平台关注度日益增长，学部敏锐

地认识到网络社会可以成为教学管理等工作的新阵地，利用网络可以简洁、生动、准确地传达

人才培养新动态、新举措、新制度。教学办公室于今年 9 月成立微信宣传小组，及时发布和宣

传人才培养的新举措和新动向，方便学生了解的同时，极大扩大了教育学部人才培养方面的社

会影响力。如：教学办推出“试点学院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与实习”。它是本科生实践能力培养

的新举措，通过微信推广，参与学生第一时间获悉见习安排、见习意义与目的，以及相关注意

事项；并在结束后，继续通过微信总结首次教育见习经历，抒发自己的感受与收获，分享自己

对教育的认识与体验，帮助更多的人了解教育，了解学部，了解学部的人才培养工作。 

 
图 27  微信宣传内容 

 此外，通过微信推送，学部第一时间发布了推免保研结果、多媒体软件教学设计大赛结果、

STEM2015国际暑期学校内容，扩大宣传。教学办还通过微信推送为即将进入实习、论文写作阶

段的本科学生制作了详细的指南，帮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微信推动工作的方式得到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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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广泛认同和欢迎。 

5.9.  2015 年度人才培养工作基本数据 
5.9.1 招生和培养数据 

表 116 教育学部 2015 年招生人数 

学生类型 人数 

本科生 143 

学术型硕士 212 

全日制专业硕士 67 

国际硕士 26 

伊拉斯谟英文硕士 18 

教育硕士 267 

学术型博士 65 

国际博士 14 

教育博士 17 

夜大学生 589 

合计 1418 

表 117 教育学部 2015 年在读学生人数统计 

类别 2015 级 2014 级 2013 级 2012 级 总计 

本科生 
147(含 9
名留学) 

158 133 138 576(含 9 名留学生) 

学术型硕士 
203(含 8
名留学) 

201 
211(含 1
名留学) 

-  615(含 9 名留学生) 

全日制专业硕士 63 73 - - 136 

英文项目硕士 23 16 17 - 56 

Erasmus Mudus 18 20 - - 38 

暑期教育硕士 251 170 208 - 629 

学术型博士 
72(含 7
名留学) 

77 69 -  218(含 7 名留学) 

英文项目博士 11 13 7 - 31 

教育博士 15 17 13 23 68 

夜大学生 522 383 410 - 1315 

总计 1325 1128 1068 161 3682 

表 118 教育学部 2015 年获得学位学生人数统计 

学生类型 人数 

本科生 111 

学术型硕士 223 

英文项目硕士 17 

全日制专业硕士 73 

暑期教育硕士 108 

学术型博士 77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168 

 

教育博士 5 

高校、中职教师，同等学历申请硕士学位 6 

夜大学生 144 

合计 511 

5.9.2 各类教学获奖汇总 
表 119 教育学部 2015 年获得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奖一览表 

序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级 

1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成果奖 
石中英、余清臣、康永久、 

高益民、丁道勇 
二等奖 

表 120 教育学部 2015 年获批本科教改示范课程 

姓名  课程名称  

王  雁 人体解剖生理学 

郭  华 教学论 

刘美凤 教学设计 

钱志亮 教育学 

马秀麟 多媒体技术与网页设计 

表 121 教育学部 2015 年获得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大赛奖励一览表 

序 奖项 获奖者 获奖等级 

1 演示课件组 江丰光 一等奖 

2 演示课件组 周 颖 二等奖 

3 演示课件组 方 芳 二等奖 

4 演示课件组 杜 霞 三等奖 

5 演示课件组 高潇怡 优秀奖 

6 演示课件组 李蓓蕾 优秀奖 

7 演示课件组 张悦歆 优秀奖 

8 网络课程组 马秀麟 一等奖 

表 122 教育学部 2015 年获得优秀教师奖一览表 

项目类型 获奖名称 获奖者 

校级 钱瑗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 刘美凤 

校级 通鼎青年教师奖 赵国庆、滕珺 

校级 本科教学优秀奖 马秀麟 

校级 2014-2015 学年新生优秀导师 

程黎、楚红丽、冯婉桢、傅骞、
高潇怡、和震、胡定荣、李敏
谊、王晨、吴娟、张树东、 

赵国庆 

校级 优秀教育实习工作者 
康永久、赵树贤、周颖、 

王兴华 

校级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綦春霞、王晓辉、周海涛、 

陈丽、胡咏梅 

校级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教师 康永久、武法提、李晓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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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 校级优秀“本科生科研训练与创新创业”项目指导教师 

项目级别 指导老师 学生姓名 项目名称 

国家级 
项目 

康永久 胡雪龙 农村学生如何考上名牌大学：低阶层学生突破再生产意义建构研究 

傅  骞 解博超 基于移动物联网的智能电教设备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王  晨 李潇潇 学而书院研究——学生视角下的大学育人模式探索 

洪秀敏 朱  丽 动画片对幼儿合作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 

北京市级项
目 

蔡永红 孙  琦 高校组织氛围与教师科研绩效的关系研究——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 

蔡  苏 
江丰光 

王沛文 基于移动增强和位置导航的校园及周边信息服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杜  屏 王  倩 
大学生角色认同变化过程的动态研究——基于 Burke 认同控制理论
的模型建构 

江丰光 王烨宇 辅助自闭症儿童语言表达能力提升的移动软件设计与开发 

校级项目 

蔡  苏 刘恩睿 基于 metaio SDK 的移动应用程序在中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李  琼 樊世奇 “学霸”是怎样炼成的——成绩优秀本科生的特质研究 

胡咏梅 李佳哲 跨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适应性研究——以北京某高校某些专业为例 

胡定荣 黄润珂 “课堂六不准”出台动因、过程与效果分析 

李艳燕 陆星儿 基于工程设计思想的小学生主体性 

傅  骞 
李玉顺 

孙博凡 基于社交网络的英语单词学习平台“聊呗背”的设计与开发 

王  雁 胡艺曦 特殊教育教师胜任力现状的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表 124 教育学部 2015 年学生竞赛获奖情况 

序号 竞赛名称 项目级别 获奖人 获奖等级 

1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北京赛区 北京市级 王一杰 一等奖 

2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北京赛区 北京市级 万心珂 二等奖 

3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北京赛区 北京市级 孙铭泽 二等奖 

4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北京赛区 北京市级 朱  丽 二等奖 

5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北京赛区 北京市级 曾汶婷 三等奖 

6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北京赛区 北京市级 汪子津 三等奖 

7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北京赛区 北京市级 胡佳琪 三等奖 

8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北京赛区 北京市级 卜尚聪 三等奖 

9 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省部级 张子泽 二等奖 

10 
第六届“未来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师范生教育教学技能创新实

践大赛” 
校级 许晏宁 一等奖 

11 
第六届“未来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师范生教育教学技能创新实

践大赛” 
校级 刘  颖 一等奖 

12 北京师范大学英语演讲、阅读与写作比赛 校级 周  静 三等奖 

13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建模竞赛 校级 陆星儿 二等奖 

14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建模竞赛 校级 熊潞颖 二等奖 

15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建模竞赛 校级 孙博凡 二等奖 

16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实验竞赛 校级 曾嘉灵 三等奖 

5.9.3 学生科研项目 
表 125 教育学部 2015 年获批本科生科研训练与创新创业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学生 
姓名 

导师 
姓名 

立项级别 

1 
AAAAA 景区无障碍旅游建设实地调查与改进建议——以我
国 12 个城市为例 

高鑫 王  雁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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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学生创业行为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12 个大
学生创业群体的多案例分析 

瞿志林 胡定荣 国家级 

3 
文科生大学数学学习困难的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以北
京市六所大学文科院系为例 

任志鹏 张树东 国家级 

4 基于 blockly 的小学游戏化编程课程的设计与开发 蒋琪 吴  娟 国家级 

5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知识检索与推荐系统的设计
与开发 

陆星儿 
傅  骞            
王志春 

国家级 

6 基于移动平台的儿童安全教育 AVG 的设计与开发 胡丹妮 江丰光 国家级 

7 移情训练促进中班幼儿亲社会行为发展的研究 段天雪 潘月娟 市级 

8 
北京地区与香港地区师范类院校大学生阅读投入及其影响
因素的比较研究 

梁雨微 张莉莉 市级 

9 
本科生创业意向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对北京四所
985 大学本科生的调查 

乔悦 杜  屏 市级 

10 课堂环境对初中生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郑昊 程  黎 市级 

11 
教育学专业本科生教育实习的效果、需求调查及改进方案
——以教育部两所重点高校为例 

鲁芮萌 胡定荣 市级 

12 
基于 SIENA 社会网络分析法的 MOOC 讨论交互分析    
---- 以同质性、择优连续性、互惠性和传递性四个维度为
例 

高敏 张婧婧 市级 

13 自然交互游戏改善自闭症儿童认知及精细动作研究 陈苗 
蔡  苏             
胡晓毅 

市级 

14 大学专业课课堂沉默现象研究 罗艺 朱志勇 校级 

15 模拟联合国中的国际理解教育：个案研究 奚源 朱志勇 校级 

16 同步网络课堂中交互行为模式的探究 谭玉婷 陈  桄 校级 

17 
本科生导师制的现状分析 
——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为例 

卢宇翔 朱旭东 校级 

18 PBL 教学法规范小学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的试行 李莹 乔锦忠 校级 

19 关卡式英语作业对英语学习的影响研究 杨子豪 吴  娟 校级 

20 高校本科课程成绩评定中的问题与改进 宋雨柔 赵德成 校级 

21 小学教室物理环境差异对学生视力的影响 叶丽 钱志亮 校级 

22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与个人学业成就关系调查研究——以
5 所“985”高校为例 

曹宇新 刘复兴 校级 

23 大学生通识教育课程模式现状的调查研究 王照萱 朱旭东 校级 

24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两岸高校理想教师形象调查
研究 

王皓静 赵德成 校级 

25 
小学 3D 打印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基于学生创造力培
养的角度 

郭幸君 
傅骞、李玉

顺 
校级 

26 基于任务的英语移动学习软件设计模式分析和开发研究 汤筱玙 余胜泉 校级 

27 
乐高教具于初中物理创新课堂教学实施与效果验证——以
力与机械单元为例 

刁诗哲 江丰光 校级 

28 乐高活动对小学生协作探究能力的影响及其因素研究 方俊策 李艳燕 校级 

29 
性别比例失衡的高校环境对大学生社会交往能力的影响—
—基于北京两所高校的调查 

安奕 杜  屏 
校级   （自

筹） 

30 将高校读书会打造成学习型组织的行动研究 韩鹏 裴  淼 
校级   （自

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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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类专业本科生对从事教师职业的意愿状
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王晗 郑新蓉 
校级   （自

筹） 

34 
大学免费师范生参与短期支教与对教师身份认同的相关性
研究 

尹凤杰 滕  珺 
校级   （自

筹） 

35 
基于 iBeacon 技术与微信“摇一摇-周边”功能的校园信息
服务系统 

吕倩如 陈  桄 
校级   （自

筹） 

表 126 教育学部 2015 年获批研究生科研基金一览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姓名 项目类别 

15 秋-02-01 教师移动备课 app 工具设计与应用研究 顿卜双 硕士 

15 秋-02-02 翻转课堂模式下教师备课系统中学习分析工具的设计与实现路径 杨玲玉 硕士 

15 秋-02-03 
网络协同备课的个性化推荐系统设计和应用——以学习元平台为
例 

汪  丹 硕士 

15 秋-02-04 教学方案与教学行动学习焦点转移一致性的研究 孙会平 硕士 

15 秋-02-05 基于移动平台的植物学习认知导师工具的设计与开发 宣津丽 硕士 

15 秋-02-06 
语文学科师范生TPACK知识的实证研究——基于师范生信息化教学
技能的培养 

陈丽竹 硕士 

15 秋-02-07 
基于 LEGO StoryStarter 的情景化写作活动对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
影响研究 

张莹莹 硕士 

15 秋-02-08 学习分析视角下的临场感评价模型设计 刘  月 硕士 

15 秋-02-09 北京市中小学基于创客空间的创新教育活动实施策略研究 经倩霞 硕士 

15 秋-02-10 高校师范生科学与技术素养对其创新力的影响研究 李坊慧 硕士 

15 秋-02-11 首都高校大学生学习投入现状研究 李  涵 硕士 

15 秋-02-12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学生评价的现状调查研究 何丹梅 硕士 

15 秋-02-13 学校教研组的领导力分布密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柳斯邈 硕士 

15 秋-02-14 个体工作系统对自闭症儿童独立性的干预研究 吴曼曼 硕士 

15 秋-02-15 
气候变化教育的实证研究与探索——基于我国东北地区种粮农户
对气候变化感知和适应行为偏差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邓  旭 硕士 

15 秋-02-16 
中国留学生在德国高校的就读体验调查——柏林自由大学的个案
研究 

宁海芹 硕士 

15 秋-02-17 
“家庭是否比教育更重要”——以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收益率影响
视角分析教育公平问题 

张雅楠 硕士 

15 秋-02-18 师幼互动与 5-6 岁幼儿学习品质的关系研究 杨晓丽 硕士 

15 秋-02-19 
以乐高活动为媒介的同伴介入式干预对发展孤独症儿童社交技能
的干预研究 

郑群山 硕士 

15 秋-02-20 
师生关系对硕士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以北京师范大学
为例 

闫欣媛 硕士 

15 秋-02-21 教育分权背景下校长与教师间的权力关系 尹  珮 硕士 

15 秋-02-22 新入职幼儿教师情绪管理水平对师幼互动的影响 宋贝朵 硕士 

15 秋-02-23 
北京师范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实施现状研究——基于学生满意度的
视角 

黄凌梅 硕士 

15 秋-02-24 
本科生现代性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
为例 

叶铖垒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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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秋-02-25 研究型大学教师学缘结构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 叶晓梅 硕士 

15 秋-02-26 孤独症儿童家庭的教育需求分析与对策研究 岳孝龙 硕士 

15 秋-02-27 婴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特点及其与家庭气氛、气质的关系 解  婧 硕士 

15 秋-02-28 小学新入职教师专业适应性的个案研究 李雪珊 硕士 

15 秋-02-29 
《跨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适应性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为例》 

白航源 硕士 

15 秋-02-30 国家“引智”政策下高校外籍人才引进的现实问题研究 张若梅 硕士 

15 秋-02-31 特殊学校教师职业认同与离职倾向的现状及关系研究 唐佳益 硕士 

15 秋-03-01 泛在环境下自适应在线学习模型的设计与实现-以学习元平台为例 万海鹏 博士 

15 秋-03-02 网络学习空间支持基础教育教学方式创新的有效应用研究 刘晓琳 博士 

15 秋-03-03 在线协作学习过程的自动化分析及可视化研究 郑娅峰 博士 

15 秋-03-04 美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政策研究 王  铄 博士 

15 秋-03-05 学前儿童学习过程的内在机制和支架策略研究——胜任力的角度 孙蔷蔷 博士 

15 秋-03-06 逆向社会再生产的文化回音——精英大学里的农民子弟 程  猛 博士 

15 秋-03-07 
治理视域下民办幼儿园内部管理制度的执行——关于Y幼儿园的个
案研究 

唐文雯 博士 

15 秋-03-08 京津冀地区民办高校学生能力发展调查研究 张墨涵 博士 

15 秋-03-09 媒介素养与学校教育：个案研究 李彩虹 博士 

15 秋-03-10 《史密斯-休斯法》与美国公共职业教育体系的奠基 高  玲 博士 

15 秋-03-11 
三角张力与重叠共识——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陆公民教育话语研
究 

胡君进 博士 

15 秋-03-12 我国公立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宋婷娜 博士 

15 秋-03-13 7-9 年级学生的概率素养及其发展研究 何声清 博士 

15 秋-03-14 困境与应对：自闭症儿童家长抗逆力的质性研究 赵梅菊 博士 

15 秋-03-15 从“教化”到“教育”——中国教育概念的现代变迁 黄晓磊 博士 

15 秋-03-16 
服务质量视角下我国城乡小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对比研究——以
淄博市马尚中心小学和师专附小为例 

穆洪华 博士 

15 秋-03-17 美国博士生就业能力研究——以匹兹堡大学为个案 王雪双 博士 

15 秋-03-18 青年失地农民职业教育需求的个案研究：基于浙江省余姚市的调研 张冉 博士 

15 秋-03-19 基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研究 袁玉芝 博士 

15 秋-03-20 
高等教育学科知识生产对教育决策的影响力研究——以知识动员
为视角 

孟    彦 博士 

15 秋-03-21 中国古代儿童故事的教化价值及其在当代教育中的转化研究 于  超 博士 

15 秋-03-22 
民国教会大学学科建设的社会适应性研究——以燕大新闻学科为
个案 

王聪颖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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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秋-03-23 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收益率影响——基于贝叶斯工具变量分析 邢  芸 博士 

15 秋-04-01 教育学部教学教务信息类型与网络传播方式研究 解博超 招标 

15 秋-04-02 高校兼职教师制度构建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为例 高  帆  招标 

15 秋-04-03 
基于导师制的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为例 

马  跃 招标 

表 127 教育学部 2015 年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奖励情况 

序号 学号 姓名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名称 

1 201031010056 黄  展 近十年来国际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国外研究新进展 比较教育研究 

2 201131010012 王少芳 
中国比较教育学的早期移植与创生——以钟鲁斋
和康德尔的《比较教育》为中心 

比较教育研究 

3 201131010048 陈  敏 
A context-aware dynamical learning env
ironment for multiple objectives 

Proceedings of 
the 22nd Intern
ational Conferen
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4 201131010053 李彤彤 
Theory on Ecological Design of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s 

Proceedings-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
ducational Innov
ation Through T
echnology 

5 201221010111 李  洁 
中国高校全英文授课项目留学生的就读体验调查
—北京师范大学的个案研究 

教育学报 

6 201221010113 丁瑞常 芬兰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探析 比较教育研究 

7 201231010004 余  庆 论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情境生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科版） 

8 201231010004 余  庆 儿童价值学习的现象学诠释 教育研究 

9 201231010006 牛瑞雪 
从口耳相传到云课程——课程形态视域下的课程
演变史 

课程•教材•教法 

10 201231010006 牛瑞雪 我国数字教科书的研究现状、不足与展望 课程•教材•教法 

11 201231010008 王永明 
威廉·派纳对美国课程的反思和重构——派纳的
课程观述评 

教育学报 

12 201231010015 屈廖健 美国大学院校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 

13 201231010017 桂  敏 
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结构公司化趋势及其特征分析
——新管理主义视角 

比较教育研究 

14 201231010040 孙立会 关于电子教科书的争议、正确理解与科学使用 课程•教材•教法 

15 201231010040 孙立会 日本电子教科书研究的现状及启示 课程•教材•教法 

16 201231010062 张  建 名师基地培养模式之缘由、理念及路径 教育研究 

17 201321010002 范云霞 
近十年英语国家教育哲学研究状况——以教育哲
学组织为考察对象 

比较教育研究 

18 201321010071 苏  洋 古德莱德论学校教育改革 比较教育研究 

19 201331010002 李乃涛 论中小学德育活动“娱乐化”的原因与对策 课程•教材•教法 

20 201331010003 高  洁 杜威价值哲学视角下的价值教育新探索 教育学报 

21 201331010030 林成华 
大宗筹款运动与大学发展-当代美国一流大学大
宗筹款运动研究 

教育学报 

22 201331010042 陈思颖 
关注教师作为“人”的存在：论教师教育研究的
人文主义取向——第二届全球教师教育峰会综述 

比较教育研究 

23 201331010043 马永全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教师的阶级身份：识别与
升迁路径--基于哈利斯《教师与阶级：马克思主
义分析》 

比较教育研究 

24 201331010070 吴鹏飞 
Design of a Novel Intelligent Framewo
rk for Finding Experts and Learning 
Peers in Open Knowledge Communities 

EAI Endorsed Tr
ansactions on F
uture Intelligen
t Educational E
nvironments 

25 201431010001 刘磊明 极权主义与公民教育：对阿伦特的一种新的综合 教育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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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学生交流 
表 128 教育学部 2015 年学生国际交流情况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生 
类型 

学生 
类别 

申请国家 
和地区 

事项类别 经费来源 

1 200931010051 雷  军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2 201231010002 武晓伟 博士 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3 201231010033 张  辉 博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4 201231010042 段金菊 博士 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5 201231010047 程  薇 博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6 201231010047 程  薇 博士 非定向 台湾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7 201231010048 徐连荣 博士 定向 台湾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8 201231010064 申晓月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9 201232360015 高  鸾 博士 定向 新西兰 参加会议 自费 

10 201321010002 范云霞 博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1 201331010001 孔祥渊 博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2 201331010003 高  洁 博士 非定向 英国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3 201331010006 安  超 博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4 201331010008 汪  明 博士 非定向 加拿大 旅游探亲 自费 

15 201331010018 王向旭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6 201331010018 王向旭 博士 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7 201331010038 许  易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8 201331010039 汪晓凤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9 201331010039 汪晓凤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短期访学 对方资助 

20 201331010042 陈思颖 博士 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导师课题资助 

21 201331010045 林世员 博士 非定向 韩国 培训 导师课题资助 

22 201331010052 闫晓庆 博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23 201331010056 陈瑛华 博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24 201331010060 王  莉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25 201331010064 范文凤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26 201331010070 吴鹏飞 博士 定向 捷克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27 201339010018 HANGYAL 博士 
 

加拿大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28 201421010117 刘姵希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29 201431010001 刘磊明 博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30 201431010002 郝东方 博士 非定向 英国 参加会议 自费 

31 201431010004 张  越 博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32 201431010005 王成龙 博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33 201431010005 王成龙 博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34 201431010005 王成龙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自费 

35 201431010007 俞子恩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36 201431010016 田  京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37 201431010024 孙蔷蔷 博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38 201431010030 毛金德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39 201431010031 孟  彦 博士 非定向 英国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40 201431010032 孙芳芳 博士 非定向 德国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41 201431010036 汪斯斯 博士 定向 美国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42 201431010041 万海鹏 博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43 201431010042 徐恩芹 博士 定向 美国 短期访学 自费 

44 201431010043 刘晓琳 博士 非定向 罗马尼亚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45 201431010044 郑娅峰 博士 定向 罗马尼亚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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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1431010045 沈晓燕 博士 非定向 新西兰 参加会议 自费 

47 201431010047 钟芳芳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短期访学 学部资助、自费 

48 201431010048 谢  洵 博士 定向 韩国 短期培训 对方资助 

49 201431010048 谢  洵 博士 定向 美国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50 201431010049 张  琪 博士 定向 加拿大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51 201431010049 张  琪 博士 定向 罗马尼亚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52 201431010053 刘  惠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旅游 自费 

53 201431010059 张清宇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54 201431010062 马晓蓉 博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55 201431120011 谢良才 博士 非定向 澳大利亚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56 201439010004 安  娜 博士 
 

加拿大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57 201439010005 MARASIG 博士 
 

加拿大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58 201531010017 王  铄 博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59 201531010032 曹昭乐 博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60 201531010036 史少杰 博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61 201531010052 王  恒 博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62 201532010001 郝少毅 博士 定向 加拿大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63 201539010030 KAVENUK 博士 
 

加拿大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64 201121110029 闫贝妮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65 201221010008 崔明坤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66 201221010109 尤  铮 硕士 非定向 香港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67 201221010187 黄  亮 硕士 非定向 香港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68 201221010193 田  雨 硕士 非定向 香港 参加会议 自费 

69 201221010233 田  兰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70 201221010234 史鹏越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71 201321010015 王伟剑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72 201321010025 秦怡萌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教育实习 自费 

73 201321010032 李艾欣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教育实习 自费 

74 201321010065 饶舒琪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75 201321010067 王琳琳 硕士 非定向 香港 参加会议 自费 

76 201321010071 苏  洋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77 201321010072 王  珍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78 201321010073 李  昕 硕士 非定向 韩国 交换留学 院系资助 

79 201321010076 时晨晨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80 201321010078 吕云震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81 201321010079 位秀娟 硕士 非定向 加拿大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82 201321010084 马  群 硕士 非定向 加拿大 海外实习 院系资助 

83 201321010085 刘  润 硕士 非定向 挪威 短期访学 对方资助 

84 201321010086 周  彬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教育实习 自费 

85 201321010101 耿  响 硕士 非定向 澳大利亚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86 201321010102 徐德娜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87 201321010105 田  甜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88 201321010106 王  丽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教育实习 自费 

89 201321010120 陈倩娜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90 201321010120 陈倩娜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91 201321010121 赵丹丹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92 201321010122 李肖艳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93 201321010124 裴  丽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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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201321010125 任双燕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95 201321010126 林情情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96 201321010127 陈  瑶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97 201321010128 黄  红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98 201321010129 靳  伟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99 201321010130 蔡沁知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100 201321010131 王莹莹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101 201321010131 王莹莹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02 201321010132 孙婉莹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103 201321010133 王敬英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104 201321010133 王敬英 硕士 非定向 匈牙利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05 201321010133 王敬英 硕士 非定向 布达佩斯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06 201321010134 魏林苹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教育实习 自费 

107 201321010134 魏林苹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108 201321010140 于  畅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109 201321010297 马思滕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教育实习 自费 

110 201321010298 潘安琪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11 201321010317 林哲雨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12 201321010319 张  喆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13 201321010342 蒋亚娜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14 201321010342 蒋亚娜 硕士 非定向 加拿大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115 201321010344 万丽丽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16 201321010347 黄志南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17 201321010352 陈玉姣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18 201321010353 郑晓霞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19 201321010357 杨振涛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20 201321010358 邹  蕊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21 201321010358 邹  蕊 硕士 非定向 加拿大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122 201321010359 陈  露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研究生院资助 

123 201321010362 包昊罡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24 201321010362 包昊罡 硕士 非定向 加拿大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125 201322010189 刘  月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课题调研 课题资助 

126 201322010191 张媛静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27 201322010199 刘  格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课题调研 课题资助 

128 201322010206 阚莹莹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29 201329010005 
Nick 
Ward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30 201329010006 
Jihye 
Hyeon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31 201421010011 何  柳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32 201421010013 段  昭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33 201421010014 赵  彬 硕士 非定向 韩国 校际交流 国际处 

134 201421010018 佟  彤 硕士 非定向 韩国 校际交流 国际处 

135 201421010018 佟  彤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36 201421010019 张晓丽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37 201421010057 武雅静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研工部国际处

个人 

138 201421010064 王玉清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短期访学 国际处项目 

139 201421010066 张  潇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校际交流 国际处 

140 201421010073 宁海芹 硕士 非定向 德国 交流合作 国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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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201421010080 解  婧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42 201421010085 管亚男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43 201421010089 李  涵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44 201421010095 迟傲然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短期访学 国际处 

145 201421010098 李春园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46 201421010109 谢  燕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47 201421010117 刘姵希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校际交流 国际处 

148 201421010118 蔡凡弘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49 201421010118 蔡凡弘 硕士 非定向 澳大利亚 校际交流 国际处 

150 201421010119 韩春晓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校际交流 国际处 

151 201421010120 公  辰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52 201421010123 杨泽宇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交流合作 台方资助 

153 201421010124 王文娟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54 201421010127 周深几 硕士 非定向 芬兰 交换留学 
国际交流处项

目 

155 201421010129 万芳怡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56 201421010155 赵其蕙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校际交流 国际处 

157 201421010162 赵春雪 硕士 非定向 韩国 校际交流 国际处 

158 201421010167 马  跃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校际交换 
国际交流处项

目 

159 201421010170 梁凯丽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60 201421010174 周  达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61 201421010179 谢敏漪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62 201421010180 陈  晨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63 201421010184 经倩霞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64 201421010186 淮瑞英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65 201421010190 宋  畅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研究生院资助 

166 201421010190 宋  畅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交流合作 
研工部国际处

个人 

167 201421010191 杨玲玉 硕士 非定向 新加坡 交流合作 
研工部国际处

个人 

168 201421010192 李佳燊 硕士 非定向 加拿大 校际交换 
国际交流处项

目 

169 201421010194 张  韵 硕士 非定向 意大利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70 201421010194 张  韵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171 201421010197 王  丹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72 201421010200 梁安安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73 201421010208 陈凯月 硕士 非定向 香港 交流合作 导师课题资助 

174 201421010208 陈凯月 硕士 非定向 香港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75 201422010005 梁  诗 硕士 非定向 澳大利亚 交流合作 
研工部国际处

个人 

176 201422010008 黄  硕 硕士 非定向 澳大利亚 交流合作 
研工部国际处

个人 

177 201422010011 梁涧溪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校际交换 交换生 

178 201422010026 张  瑾 硕士 非定向 卡塔尔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79 201422010033 武欣欣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研究生院资助 

180 201422010046 闻  娟 硕士 非定向 美国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81 201422010046 闻  娟 硕士 非定向 台湾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82 201422010049 潘  越 硕士 非定向 挪威 短期访学 对方资助 

183 201422010060 焦  娇 硕士 非定向 挪威 短期访学 对方资助 

184 201422010061 钮亚磊 硕士 非定向 加拿大 海外实习 院系资助 

185 201422010064 郭子辰 硕士 非定向 加拿大 海外实习 院系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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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201422010066 陈亚雯 硕士 非定向 挪威 短期访学 对方资助 

187 201422010070 章  誉 硕士 非定向 加拿大 海外实习 院系资助 

188 201521010063 石  玥 硕士 非定向 德国 短期访学 国际处项目 

189 201521010067 王苏雅 硕士 非定向 德国 短期访学 国际处项目 

190 201521010072 张诺亚 硕士 非定向 德国 短期访学 国际处项目 

191 201531010018 李  媛 硕士 非定向 日本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生
类型 

学生专业 学习单位 
申请国家和

地区 
事项类别 

1 201411011094 史薇 本科 教育学 
哥伦比亚
大学 

美国 交流项目 

2 201411011101 汪鹿鸣 本科 教育学 

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
校、斯坦
福大学 

美国 交流项目 

3 201211011087 章林昱 本科 教育学 九州大学 日本 交流项目 

4 201311011091 宿文华 本科 教育管理学 
台湾东海
大学 

台湾 交换留学 

5 201311011031 杨  阳 本科 教育技术学 
国立台南
大学 

台湾 交流项目 

6 201311011008 陈  苗 本科 教育技术学 
国立台南
大学 

台湾 交流项目 

7 201411011061 吕倩如 本科 教育技术学 
国立台南
大学 

台湾 交流项目 

8 201311011107 周  青 本科 教育技术学 
国立台南
大学 

台湾 交流项目 

9 201311011001 顾懿宁 本科 教育学 

台湾师范
大学、台
湾辅仁大
学、台湾
铭传大学 

台湾 交流项目 

10 20131101111 高  鑫 本科 教育学 东海大学 台湾 交流项目 

11 201411011094 史  薇 本科 教育学 
哥伦比亚
大学 

美国 交流项目 

12 201311011052 郭  潇 本科 教育学 
曼彻斯特
大学 

英国 交换留学 

13 201311011052 黄  珺 本科 教育学 
英属哥伦
比亚大学 

加拿大 交流项目 

14 201311011068 王晓娜 本科 教育学 
 

英国 交换留学 

15 201211011058 张筱彤 本科 教育学 
台湾师范
大学 

台湾 交换留学 

16 20131101111 高  鑫 本科 教育学 
俄克拉荷
马大学 

美国 交换留学 

17 201211011031 黄瑞妮 本科 教育学 
台湾师范
大学 

台湾 交流项目 

18 201211121035 姜秉辰 本科 教育学 
全球计算
机教育应
用学会 

台湾 交流项目 

19 201311103001 吴  冕 本科 教育学 牛津大学 英国 交流项目 

20 201311011047 安  奕 本科 教育管理 
台湾师范
大学 

台湾 交换留学 

21 201311011036 李  鑫 本科 公共事业管理 
台湾师范
大学 

台湾 交换留学 

22 201211011087 章林昱 本科 教育学 
俄罗斯国
立高等经
济大学 

俄罗斯 交换项目 

23 201111011014 麻嘉玲 本科 公共事业管理 
斯坦福大

学 
美国 交流项目 

24 201311011020 李福金 本科 教育学 
韩国首尔
梨花女子
大学 

韩国 交换留学 

25 201211011099 邢瑜洁 本科 教育学 
哥伦比亚
大学 

美国 交换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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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1111011057 任  琳 本科 教育学 
台湾东海
大学 

台湾 交换留学 

27 201211011083 毛霁燕 本科 教育学 
坦佩雷大

学 
芬兰 交流项目 

28 201211011013 刘  婷 本科 学前教育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29 201211011014 王一平 本科 学前教育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30 201211011018 秦  晗 本科 学前教育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31 201211011030 朱  虹 本科 教育学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32 201211011039 朱  丽 本科 学前教育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33 201211011053 高  博 本科 教育学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34 201211011069 陈亚涵 本科 公共事业管理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35 201311011026 卜尚聪 本科 教育学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36 201311011037 刘  赛 本科 教育学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37 201311011060 刘佳怿 本科 教育学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38 201311011070 黄润珂 本科 教育学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39 201311011072 叶碧欣 本科 教育学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40 201311011079 王雪涵 本科 教育学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41 201311011081 赵子琪 本科 教育学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42 201311011106 杨  扬 本科 教育学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43 201311011113 李睿淼 本科 教育学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44 201411011103 高文哲 本科 教育学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45 201411012903 杨曼华 本科 教育学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46 201411012907 陈紫珊 本科 学前教育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47 201411012912 郭丹雅 本科 学前教育 
香港教育
学院 

香港 交换项目 

48 201211011016 陈  晨 本科 公共事业管理 
台中教育
大学 

台湾 交流项目 

49 201211011068 樊世奇 本科 教育学 
台中教育
大学 

台湾 交流项目 

50 201211011070 刀  睿 本科 教育学 
台中教育
大学 

台湾 交流项目 

51 201211011006 杨天唯 本科 公共事业管理 
台中教育
大学 

台湾 交流项目 

52 201311011045  郝展欣 本科 教育学 
台中教育
大学 

台湾 交流项目 

53 201211012916 曹  峰 本科 教育技术学 
台中教育
大学 

台湾 交流项目 

54 201411011119 李依桐 本科 教育学 
台中教育
大学 

台湾 交流项目 

55 201211012021 王雨晨 本科 教育技术学 
台中教育
大学 

台湾 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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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学研究工作 

6.1.  科学研究工作  
6.1.1 编制教育学部十三五规划 

启动教育学部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系统梳理十二五期间教育学部发展规划的实施情况，

全面总结教育学部十二五规划的成绩，深入分析发展中的不足、机遇和挑战，以实现世界一流

教育学科为目标，科学论证“十三五”期间学部的发展思路和工作重点，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

“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重点突破与整体发展。 
6.1.2 成立学科资源建设委员会 

为切实加强一流教育学科资源建设，学部与图书馆联合成立学科资源建设委员会，通过双

方的协作对教育学科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对教育学科发展态势进行评价分析，满足教育学科人

才培养模式和教育研究范式的不断演进对文献资源类型和信息服务内容产生的更加多元的需求。 
6.1.3 支持跨学科研究 

今年共组织 3 场教育学部跨学科沙龙，以跨学科沙龙为纽带，为青年教师搭建跨学科的平

台，积极推动一级学科内部不同学科方向以及不同一级学科之间的交叉建设。 
6.1.4 做好各类课题的申报和管理工作 

积极做好各类课题的组织申报工作，重点组织和推荐国家级重大、重点课题的申报工作，

今年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大课题 1 项、重点课题 1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

项目 3 项。按照国家和学校的要求，严格项目经费预算和执行管理，定期向项目负责人告知项

目经费使用情况，监督预算执行情况，督促项目进度。继续加大对各类科研项目的检查验收，

加强对项目的过程性管理，严格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对纵向项目进行检查，同时组织对 2014 年

度学科综合专项中科研招标的 13 项课题进行检查验收，切实将各类项目的管理、服务、支持、

预警工作落实到位。 
6.1.5 实施外文论文发表助推计划 

设立外文论文发表助推计划，包括：中译英科研论文翻译项目、外文论文润色项目、外文

论文发表专家指导项目、外文论文期刊指南等。今年，共完成中译英科研论文 16 篇、253517

字，完成外文润色 12 篇、73455 字，专家指导论文 24 篇，同时，学部与图书馆共同发布教育

学科 318种 SSCI/SCI 期刊发表投稿指南。论文发表助推计划为提升教师外文论文发表水平与层

次，促进学部科研与国际研究接轨发挥了显著作用。 
6.1.6 深化与斯普林格出版社合作 

目前，教育学部与斯普林格出版社已联合出版 9本外文著作，另有 11本外文著作已签订合

约即将出版，在此基础上，今年教育学部与斯普林格出版社继续签订合约出版《教育反思与变

革述评》系列丛书，丛书计划每年至少出版 5本著作，共计 20本。此外，学部与斯普林格出版

社不断扩大合作范围合作内容，从著作出版扩展到外文期刊发行以及外文著作出版、论文发表

培训等方面。 
6.1.7 做好科研成果的整理与推广 

建立科研成果定期整理、发布制度，与图书馆合作定期整理学部教师的科研成果，并通过

网站、微信等信息网络平台进行推送和宣传。推动教育学部与中国教育报刊社广泛深入的合作，

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等方面的工作，积极报道、宣传和推广教

育学部的最新科研成果，提升教育学部的社会影响力。 
6.1.8 有效推进科研平台建设 

成功申报北京市“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成立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成为首

批获得认定的 13 个创新中心之一。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中心管理办法》，经过学

部学术委员会评审，成立 6个学部级非建制性研究中心。 
6.1.9 支持第二届明远奖的评选工作 

经专家通讯评审、专家会议评审、理事会审议和对外公示，第二届明远奖共推选出 6 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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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实践工作者、6 份教育研究成果和 2 名面向海外的中国教育研究杰出贡献奖得主。通过明远

奖的评选，进一步体现了顾明远先生的家国情怀与教育责任，也彰显了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

师、行为师范”的校训精神与社会责任。 
6.1.10 协助做好编撰出版工作 

协助做好《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编撰工作，协助做好《教育大辞典》（第三版）

的修订工作，积极推进《中国教育学年鉴》（2014 年）的出版工作，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举

办“第二届出版教育大会”。 

6.2.  科研立项、科研获奖与科研成果情况 
6.2.1 科研立项情况 

2015年，学部到账科研经费共计 6309.5万元。其中纵向项目到账 840.5万，横向项目到

账 5273.2万，国际合作项目到账 195.8万。 

表 129  2015 年教育学部科研经费到账 

经费类型 社科处到账（万元） 科技处到账（万元） 合计（万元） 

纵向 527.1 313.5 840.5 

国际合作 195.8 0 195.8 

横向 3458.0 1815.2 5273.2 

总计 4180.9 2128.6 6309.5 

2015年，教育学部教师共获得 35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其中国家级课题 12 项，省部级课题

23 项。国家级课题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省部级课

题中，包括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项目 3 项，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课题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 4项，其他省部级课题 15项。 

表 130  2015 年度教育学部省部级项目 

项目类别 项目数 

省部级项目 23 

国家级项目 12 

合计 35 

今年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首次设立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级重大招标课题，学部获准立

项 1项。此外，学部今年获批 3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五年来在该

项目上的立项数取得了新的突破。学部在承担国家重大重点课题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表 131  2015 年度教育学部省部级以上项目列表 

序 项目名称 年度 主持人 项目级别 项目类别 

1 
“一带一路”战略中扩大教育

开放研究 
2015 刘宝存 国家级重大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国家重大课题 

2 
先秦儒家“意义—感通”的

教化哲学研究 
2015 于述胜 国家级重点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

项目 

3 
“后 4%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财

政投资规模与配置结构研究 
2015 胡咏梅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 

4 
迎接工业化的挑战：美国职业

教育运动研究 
2015 张斌贤 国家级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 

5 
家庭行为对子女教育获得的

代际效应研究 
2015 郑  磊 国家级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

项目 

6 

城市家庭祖辈—父辈共同养

育的特征及其对婴幼儿适应

的影响研究 

2015 李晓巍 国家级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

项目 

7 

“项目制”下财政专项资金

影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效

果分析研究 

2015 刘云波 国家级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

项目 

8 

新常态下完善政府财政和社

会资本投资高等教育的机制

研究 

2015 方  芳 国家级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

项目 

9 管办评分离下社会第三方参 2015 王  璐 国家级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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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评价的机制与模式比

较研究 

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10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

研究 
2015 薛二勇 国家级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11 
随班就读教师融合教育素养

及提升模式研究 
2015 王  雁 国家级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12 卓越教师精神成长史研究 2015 张华军 国家级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国家青年课题 

13 
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及贡献

研究 
2015 杜育红 省部级重大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4 
我国社会需求变化与学位授

予体系发展前瞻研究 
2015 姚  云 省部级重大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5 

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中的纪律

建设、德治礼序和权力配置协

调机制研究 

2015 周作宇 省部级重大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6 
教育与美国社会改革

（1890-1920 年） 
2015 张斌贤 省部级重大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 

17 
学校改进模式与策略比较研

究 
2015 张东娇 省部级重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8 
大学教师职业伦理和行为规

范的国际比较研究 
2015 林  杰 省部级重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9 

“国培计划”实施的项目模式

构建经验、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实证研究 

2015 朱旭东 省部级重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0 
地方政府教师培训项目实施：

成效、问题及其解决对策研究 
2015 李  琼 省部级重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1 
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杜威

的批判与构建 
2015 郭法奇 省部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规划基金项目 

22 
知识地图在教师微培训中的

实证研究 
2015 马  宁 省部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青年基金项目 

23 美国研究型大学章程研究 2015 李子江 省部级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24 
促进研究生课堂学习共同体

形成的案例研究 
2015 周  钧 省部级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25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薪酬水平

研究 
2015 蔡永红 省部级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重点课题（优先

关注） 

26 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改革研究 2015 邓  猛 省部级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27 
基础教育生产中的教师教学

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2015 梁文艳 省部级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

究基地项目 

28 
“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幼儿教

师的供给及其影响因素 
2015 杜  屏 省部级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重点课题 

29 
北京市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

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2015 姚  颖 省部级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重点课题 

30 

北京市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

体系的元评估：新制度主义的

视角 

2015 潘月娟 省部级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重点课题 

31 
社会实践理论视野中的大学

生存在性焦虑问题研究 
2015 楚江亭 省部级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重点课题 

32 
专家教师原型观下课堂教学

执行力的提升 
2015 张春莉 省部级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重点课题 

33 
智慧教室环境下协作学习的

学习行为分析研究 
2015 杨开城 省部级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年度重点课题 

34 
面向北京市中小学创客教育

的教学体系研究——以创意
2015 傅  骞 省部级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年度青年专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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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教育为例 题 

35 
视力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巡回

指导教师制度的研究 
2015 张悦歆 省部级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

研启动基金 

6.2.2 科研获奖 
2015年，教育学部共获得 9项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包括一等奖 1项，二等

奖 4项，三等奖 4项。此外，学部获得第二届明远教育奖研究奖 1项。 

表 132  2015 年教育学部省部级以上科研获奖列表 

获奖者 获奖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名称 

顾明远等 
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共

四卷） 
一等奖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第七届） 

褚宏启 
教育现代化的路径--现

代教育导论（第 2 版） 
二等奖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第七届） 

杜育红等 

教育政策的监测与评价

研究——以“西部地区基

础教育发展”项目影响力

评价为例 

二等奖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第七届） 

庞丽娟 

洪秀敏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报告 二等奖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第七届） 

檀传宝等 

公民教育引论——国际

经验、历史变迁与中国公

民教育的选择 

二等奖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第七届） 

梁威等 

撬动中国基础教育的支

点——中国特色教研制

度发展研究 

三等奖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第七届） 

王雁等 
中国特殊教育教师培养

研究 
三等奖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第七届） 

薛二勇 

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当前我国深入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评

估指标 

三等奖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第七届） 

周慧梅 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 三等奖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第七届） 

6.2.3 论文情况 
2015年学部教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共发表 SSCI 论文 19 篇；教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共发表了 CSSCI 论文 285 篇；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版、人民

政协报等报纸发表文章 100 余篇。 

表 133  教育学部 2015 年 SSCI 论文收录情况 

序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发表刊次 发表刊物名称 

1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in China: An Impact Study 
刘水云 刘水云 

2015, 

28(2)：

175-195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 

AN EXAMINATION OF THE IMPACT OF 

TEACHER QUALITY AND "OPPORTUNITY 

GAP" ON STUDENT SCIENCE ACHIEVEMENT 

IN CHINA 

张丹慧 张丹慧 

 2015, 

13(3):489

-51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3 

How the ICT development level

 and usage influence student 

achievement in reading, mathema

tics, andscience 

Skryabin, 

M (Skryab

in, Maxim) 

张丹慧 
2015, 

85:49-58 

COMPUTERS & 

EDUCATION 

4 

From Learning Object to Learning 

Cell: A Resource Organization Model 

for Ubiquitous Learning 

余胜泉 余胜泉 

2015,18( 

2)206-224

；特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2&SID=1DE21nVbQpJOw4yGzTU&page=1&doc=6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2&SID=1DE21nVbQpJOw4yGzTU&page=1&doc=6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3BpUOqvtxJB1Zt6haxj&field=AU&value=Skryabin,%20M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3BpUOqvtxJB1Zt6haxj&field=AU&value=Skryabin,%20M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3BpUOqvtxJB1Zt6haxj&field=AU&value=Skryabin,%20M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Yu,%20SQ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Yu,%20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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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SI 

5 

Designing a Resource Evolution 

Support System for Open Knowledge 

Communities 

Yang, 

XM (Yang, 

Xianmin) 

余胜泉 

2015, 18

(4): 385

-400;特

刊: SI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6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epistemic beliefs and their 

judgmental standards of searching 

for literature online: 

undergraduate versus graduate 

comparisons 

董  艳 Liang, JC 

2015,23(2

):250-266 

特刊: SI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7 

Exploring the Profiles and 

Interplays of Pre-service and 

In-service Teacher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in China 

董  艳 桑国元 
2015,18(1

):158-169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8 

John Dewey, Liang Shuming, and 

China's education reform: 

cultivating individuality 

Liu, 

LB (Liu, 

Laura 

Blythe) 

Liu, 

LB (Liu, 

Laura 

Blythe) 

 

2015,35(1

):140-142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9 

'You're not able to breathe': 

conceptualizing the 

intersectionality of early career, 

gender and crisis 

Misiaszek, 

LI (Misia

szek, 

Lauren Ila) 

Misiaszek

, 

LI (Misi

aszek, 

Lauren 

Ila) 

2015, 

20(1):64-

77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10 

Ecopedagogy and Citizenship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connections 

between environmental and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to save the 

planet 

Misiaszek, 

GW (Misia

szek, Greg 

William) 

Misiaszek

, 

GW (Misi

aszek, 

Greg 

William) 

2015,50(3

): 280-2

92,特

刊: SI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1 

Measuring Knowledge Elaboration 

Based on a Computer-Assisted 

Knowledge Map Analytical Approach to 

Collaborative Learning 

郑兰琴 郑兰琴 

2015,18(1

): 

321-336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12 

Professional Task-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or Distance Education 

Practitioners at Master's Level: A 

Design-Based Research 

冯晓英 冯晓英 
2015,16(2

):288-310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13 

 Adverse Environments and 

Children's Creativity Development: 

Transforming the Notion of "Success 

in Adversity" in China 

程  黎 

 Liu, ZK 

(Liu, 

Zhengkui) 

2015(147)

:93-100 

GLOBAL CONTEXT 

FOR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4 

Needs of Chinese Families With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

isabilities: A Qualitative Inqu

iry 

胡晓毅 胡晓毅 
2015,12(1

):64-73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15 

An Enquiry into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Inclusive Education 

Teachers in Beijing: Attitudes, 

Mu, 

GM (Mu, 

Guanglun 

王  雁 

2015, 62

(6): 571

-589,特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BILITY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Yu,%20SQ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Liu,%20LB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Liu,%20LB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Liu,%20LB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Liu,%20LB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Liu,%20LB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Liu,%20LB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Liu,%20LB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Liu,%20LB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Misiaszek,%20LI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Misiaszek,%20LI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Misiaszek,%20LI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Misiaszek,%20LI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Misiaszek,%20LI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Misiaszek,%20LI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Misiaszek,%20LI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Misiaszek,%20LI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Misiaszek,%20LI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DE21nVbQpJOw4yGzTU&field=AU&value=Misiaszek,%20LI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Ccvc8Cv4XNsl7hdkkf&field=AU&value=Misiaszek,%20GW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Ccvc8Cv4XNsl7hdkkf&field=AU&value=Misiaszek,%20GW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Ccvc8Cv4XNsl7hdkkf&field=AU&value=Misiaszek,%20GW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Ccvc8Cv4XNsl7hdkkf&field=AU&value=Misiaszek,%20GW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Ccvc8Cv4XNsl7hdkkf&field=AU&value=Misiaszek,%20GW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Ccvc8Cv4XNsl7hdkkf&field=AU&value=Misiaszek,%20GW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Ccvc8Cv4XNsl7hdkkf&field=AU&value=Misiaszek,%20GW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Ccvc8Cv4XNsl7hdkkf&field=AU&value=Misiaszek,%20GW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Ccvc8Cv4XNsl7hdkkf&field=AU&value=Misiaszek,%20GW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1Ccvc8Cv4XNsl7hdkkf&field=AU&value=Misiaszek,%20GW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186 

 

Knowledge, Skills, and Agency Michael) 刊: SI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16 

Multidimensional Classroom Support 

to Inclusive Education Teachers in 

Beijing, China 

王  雁 
Mu, GM (通

讯作者) 

2015, 62

(6): 644

-659,特

刊: S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BILIT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17 

Perceived posit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Chinese left-behind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adjustment 

Liu, 

Y (Liu, 

Yan) 

李晓巍 

2015, 

50(5):354

–36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8 

Marital Conflict of Chinese American 

Immigrant Couples: A Mediator of 

Socioeconomic Incorporation and 

Children's Behavioral Problems 

李晓巍 李晓巍 

2015,24(1

2):3816-3

826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19 
Local Equating of Cognitively 

Diagnostic Modeled Observed Scores 
Xin, Tao Xin, Tao 

2015,39(1

):44-61,

特刊:SI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表 134  教育学部 2015 年教师发表 CSSCI 论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序 论文名称 作者 期刊名称 年/期 所属学术机构 

1 

“公民”还是“私民”?——现代化

转型中的中国大陆中学生公民德性

调查与分析 

班建武

檀传宝 
教育科学 2015年03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2 

通往“科学”之路:维吾尔、哈萨克

和藏族学生文理分科选择的个案研

究 

杜  亮  

伟  剑 
教育学报  2015年01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3 
做好与“一带一路”战略相适应的教

育政策规划研究 
刘复兴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6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4 
关于当前我国普通高中教育任务的

再认识 
石中英 

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 
2015年01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5 教育:基于信念的事业 肖  川 
湖南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报 
2015年01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6 论高中教育机构和培养模式多样化 袁桂林 
湖南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报 
2015年02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7 “两为主”政策原则分析 袁桂林 

中国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15年01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8 专题: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现状与对策 郑新蓉 教育学报  2015年01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9 少数民族理科学习困境的因素分析 
郑新蓉 

王学男 
教育学报  2015年01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10 
“特岗计划”:边远地区教师补充机

制的探索 

郑新蓉 

杨赟悦 
民族教育研究 2015年01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11 
品德课程应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

道 
班建武 中国教育学刊 2015年01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12 
镜像神经元理论视野下的“母思维”

与知识呈现 
陈建翔 课程.教材.教法 2015年07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13 
“合道”与“离道”:从《道德经》

看当下道德教育的某些误区 
陈建翔 大学教育科学 2015年04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14 儿童观与教育 丁道勇 教育发展研究 2015年Z2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15 民主与教育:一种评论 丁道勇 教育学报  2015年06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16 两种公德教育:基于民国经验的讨论 丁道勇 教育发展研究 2015年04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2DVsX7xeuxdOH9MypaD&author_name=Liu,%20Y&dais_id=15663828&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2DVsX7xeuxdOH9MypaD&author_name=Liu,%20Y&dais_id=15663828&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2DVsX7xeuxdOH9MypaD&author_name=Liu,%20Y&dais_id=15663828&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2DVsX7xeuxdOH9MypaD&field=AU&value=Li,%20XW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2DVsX7xeuxdOH9MypaD&field=AU&value=Li,%20XW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2DVsX7xeuxdOH9MypaD&field=AU&value=Li,%20XW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88%98%e5%a4%8d%e5%85%b4&code=14215589;0636264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7%9f%b3%e4%b8%ad%e8%8b%b1&code=0636726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8%82%96%e5%b7%9d&code=06365167;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8%a2%81%e6%a1%82%e6%9e%97&code=1090706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8%a2%81%e6%a1%82%e6%9e%97&code=1090706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9%83%91%e6%96%b0%e8%93%89&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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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德育理论发展的同质化陷阱 丁道勇 全球教育展望 2015年05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18 大学治理与制度创新的逻辑起点 刘复兴 教育研究 2015年11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19 教育公平政策终极价值指向反思 石中英 探索与争鸣 2015年05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20 
合乎道德的教育与真正幸福的追寻

——当代中国教育的伦理思考 
檀传宝 课程.教材.教法 2015年08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21 中国教育的缺失 檀传宝 教育发展研究 2015年06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22 
何为“公民意识”?——中国“公民

意识”概念的官方定义及其特征分析 
檀传宝 全球教育展望 2015年05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23 
良法视域下中国儿童保护法律制度

的发展 
尹  力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3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24 
教育理论的话语实践——通达教育

实践之路 
余清臣 教育研究 2015年06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25 

“在家教育”立法的现实诉求及框架

构想——以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为

例 

余雅风 北京社会科学 2015年12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26 
科学认识教师职业特性 构建教师职

业法律制度 

余雅风 

劳凯声 
教育研究 2015年12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27 
如何防止城乡教师交流轮岗制度空

转 
袁桂林 探索与争鸣 2015年09期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28 中国教育路在何方——教育漫谈 顾明远 课程.教材.教法 2015年03期 
  国际与比较教

育研究院 

29 “一带一路”与比较教育的使命 顾明远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6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30 

美国基金会如何影响教育发展——

以华莱士基金会的学校领导力项目

为例 

谷贤林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4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31 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的挑战与使命 

顾明远 
王英杰 

张民选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4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32 既做经师 更做人师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1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33 
大学理性的本质在于求真育人——

《大学理性研究》读后 
顾明远 教 育 学 报 2015年01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34 做一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教育人 顾明远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21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35 
中国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中国

比较教育研究 50 年》丛书序 
顾明远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1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36 
世界主要国家民族教育政策的基本

趋势 

顾明远  

马健生  

田  京 

外国教育研究 2015年08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37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理解教育 
顾明远 

滕 珺 
教 育 学 报 2015年04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38 
PISA 2012 教育成功国家和地区的基

本经验 

刘宝存 

屈廖健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6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39 

探寻康德尔比较教育思想的根基与

灵魂——康德尔自由教育思想的再

发现 

马健生 

饶舒琪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4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40 
外部论文项目: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研究生教育的特色 

马健生 

田  京 

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 
2015年08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41 
重建共和国学校——法国当前基础

教育改革 
王晓辉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4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42 “七艺”考略:西方古典课程的传统 杨明全 全球教育展望 2015年07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8%b0%b7%e8%b4%a4%e6%9e%97&code=06364780;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9%a1%be%e6%98%8e%e8%bf%9c&code=0597066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7%8e%8b%e6%99%93%e8%be%89&code=0637390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d%a8%e6%98%8e%e5%85%a8&code=0636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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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变 研究院 

43 大学生发展理论 谷贤林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8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44 师门研讨会互动网络生成解析 
谷贤林 

韩  丰 

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 
2015年04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45 

从“和而不同”到“‘异己’间共生”

——全球化时代国际理解教育模式

的新探索 

姜英敏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2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46 
斋藤喜博“互动教学论”及其实践意

义 

姜英敏  

于  帆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1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47 
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学术自由判例的

影响--以尤诺夫斯基案为例 
林  杰 

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 
2015年01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48 
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学术自由判例的

影响--以尤诺夫斯基案为例 
林  杰 

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 
2015年01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49 
美国高等教育反性骚扰的法案与判

例 
林  杰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3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50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教育领域优先发

展议题及其展望 

刘宝存  

刘  强  

荆晓丽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3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51 
大数据时代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转

型 

刘宝存  

杨尊伟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0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52 
浅析法国自闭症国家政策及教育策

略 
刘  敏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9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53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研究生教育特点

浅析 

刘  敏  

张自然 
外国教育研究 2015年05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54 
我国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能

力培养调查:理想与现实 

刘  强  

丁瑞常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1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55 
变革中的大学学科排名——QS世界

大学学科排名最新进展与反思 

刘  强  

潘鹏飞  

王玉清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2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56 
专业学位教育中学术能力培养的错

位问题检视 

马健生  

陈  玥 
教育研究 2015年07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57 
论中国比较教育的重生——基于学

科制度结构的视角 

马健生  

陈  玥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9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58 

规范·绩效·多元·卓越——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课程评估体系

的核心 

马健生  

时晨晨 
外国教育研究 2015年05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59 

英国“全面提升教育质量”项目成功

的动力之源——基于霍普金斯能量

建构理论的分析 

马健生  

时晨晨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2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60 
学科自信心与满意度——中国比较

教育学科成员的现状调查 
孙  进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1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61 

德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国之魅力溯源

——兼析德国吸引留学生的国际化

政策 

孙  进 

宁海芹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2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62 
教育是人类最幸福的事业——访北

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 
滕  珺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1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63 

中国比较教育视域下“教育国际化”

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比较教

育研究》1987～2014 年发表成果的内

容分析 

滕  珺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5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64 
大数据与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

新相对优势 

滕  珺 

大

卫·特

纳 

吕云震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1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9%a1%be%e6%98%8e%e8%bf%9c&code=05970661;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BJSF&UnitCode=&NaviLink=%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ad%a6%e6%8a%a5(%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7%89%88)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BJSF&UnitCode=&NaviLink=%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ad%a6%e6%8a%a5(%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7%89%88)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bb%95%e7%8f%ba&code=0637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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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涌动的潮流:当代世界教学改革动态

——陶西平先生专访 

滕  珺 

吕云震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1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66 
国际视野下督学责任区制度发展与

模式研究——基于对湖南省的调研 

王  璐 

王雪双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1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67 法国大学治理与大学章程 王晓辉 现代大学教育 2015年04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68 法语世界中的比较教育 王晓辉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0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69 

试论比较教育在中国的学科地位—

—纪念《比较教育研究》发刊 50 周

年 

王英杰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9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70 
美国大学中的院长:制度、文化和责

任 
王英杰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2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71 大学官本位何以久治不愈 王英杰 江苏高教 2015年05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72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青年创新人才培

养政策分析 

肖  甦 

孙春梅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9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73 
批判课程理论的知识谱系与当代课

题 
杨明全 全球教育展望 2015年04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74 

试论比较教育学科知识的谱系化发

展——兼论比较课程与教学论学科

建设 

杨明全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9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75 
超越传统:走向批判与本土化的比较

教育学 
杨明全 

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教育科学版) 
2015年04期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76 19 世纪末美国学院向大学转型研究 李子江 
天津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5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77 
从信息中心到院外集团:美国全国工

业教育促进协会史 

张斌贤 

高  玲 
社会科学战线  2015年02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78 
工业民主社会的职业教育——杜威

职业教育观探析 

李子江 

姜玉杰 

湖南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报 
2015年01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79 东佳书堂小考 徐  梓 
湖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5年02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80 西方教育思想史研究的视角与视野 张斌贤 
北京大学教育评

论 
2015年04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81 
高等学校校史研究的现状、问题与趋

势 

张斌贤 

杜光强 
大学教育科学 2015年05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82 
艰难历程:《史密斯—休斯法》的创

制 

张斌贤 

高  玲 

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5年02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83 
文献综述与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撰

写 

张斌贤 

李曙光 

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 
2015年01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84 
揭开美国中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十

人委员会报告》发表始末 

张斌贤 

李曙光 

王慧敏 

外国教育研究 2015年01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85 
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美国全国

教育协会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报告 

张斌贤 

杨  帆 
教育学报  2015年06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86 
艰难的创业:美国高等教育早期历史

的特征与成因 
张斌贤 高等教育研究 2015年11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87 
1906——1917 年美国职业教育运动

学术史 

张斌贤 

高  玲 
社会科学战线  2015年02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88 

勉为其难 善始无终——美国天主教

本笃会圣文森总会院对北京辅仁大

学的创办始末 

孙邦华 世界宗教研究  2015年02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89 
近代维新思想家王韬科举考试的心

路历程 
孙邦华 江苏社会科学  2015年02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90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师改大运动的 孙邦华 天津师范大学学 2015年04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BJJY&UnitCode=&NaviLink=%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7%8e%8b%e6%99%93%e8%be%89&code=0637390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7%8e%8b%e8%8b%b1%e6%9d%b0&code=06369830;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d%8e%e5%ad%90%e6%b1%9f&code=06366250;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be%90%e6%a2%93&code=0637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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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误与纠正 姜  文 报(社会科学版) 研究院 

91 
“生生”:天地之德 人生之的——先

秦儒、道思想中的意义世界通诠 
于述胜 教育学报  2015年06期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92 
基于设计的“协作-探究”教学模式

创新与实践 

包昊罡 

康  佳 

李艳燕 

齐虎春 

现代远程教育研

究 
2015年06期 教育技术学院 

93 

新兴技术应用于教学的挑战思考:我

们很少正视我们失败的地方——访

国际资深教育技术学学者迈克尔·斯

佩克特教授 

程  薇 

凡正成 

陈  桄 

张定文 

黄荣怀 

现代远程教育研

究 
2015年06期 教育技术学院 

94 

教育技术领域的基本问题与未来走

向——2014-2015 年美国教育传播与

技术学专家视点述评 

董丽丽 

吕巾娇 

刘美凤 

开放教育研究 2015年05期 教育技术学院 

95 
校长信息化教学领导力的内涵与结

构 

董  艳 

黄  月 

孙月亚 

桑国元 

现代远程教育研

究 
2015年05期 教育技术学院 

96 

教师 ICT应用知觉对其设计创新素质

的影响研究——兼论创新自我效能

感的中介作用 

董  艳 

鲁利娟 
远程教育杂志 2015 年 2 期 教育技术学院 

97 
基于“中国创造”的创客教育支持生

态研究 
傅  骞 中国电化教育 2015年11期 教育技术学院 

98 
远程教育学术期刊论文研究范式的

元分析 

冯晓英 

李秋菊 

陈  悦 

刘  月 

中国电化教育 2015年12期 教育技术学院 

99 关于 MOOCs 的“热追捧”与“冷思考” 何克抗 
北京大学教育评

论 
2015年03期 教育技术学院 

100 
智慧教室+课堂教学结构变革——实

现教育信息化宏伟目标的根本途径 
何克抗 教育研究 2015年11期 教育技术学院 

101 

多媒体学习理论视角下英语多媒体

学习资源设计框架——基于学龄前

儿童英语听说 APP 的实证研究 

江丰光 

王  丹 

林  群 

曾繁博 

中国电化教育 2015年12期 教育技术学院 

102 1 对 1 学习环境中的师生感知研究 

李葆萍 

傅  骞 

淮瑞英 

梁安安 

中国电化教育 2015年11期 教育技术学院 

103 
远程学生学习投入评价量表编制与

应用 

李  爽 

喻  忱 
开放教育研究 2015年06期 教育技术学院 

104 
尹俊华先生口述史——谈我国教育

技术学学科的开创 

刘美凤 

吕巾娇 
中国电化教育 2015年12期 教育技术学院 

105 
大数据时代网络学习资源组织策略

的探索 

马秀麟 

岳超群 

蒋珊珊 

现代教育技术 2015年07期 教育技术学院 

106 
通过学校自身的内涵发展促进“教育

结果公平”的创新举措 

何克抗 

余胜泉 

吴  娟 

马  宁 

陈  玲 

赵兴龙 

曹培杰 

电化教育研究 
2015 年第 5

期 
教育技术学院 

107 
精品资源共享课的资源建设和开放

共享现状调查——信息化促进优质

胡永斌  

黄荣怀 
电化教育研究 2015年02期 教育技术学院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YCJY&UnitCode=&NaviLink=%e8%bf%9c%e7%a8%8b%e6%95%99%e8%82%b2%e6%9d%82%e5%bf%97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4%bd%95%e5%85%8b%e6%8a%97&code=1498028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4%bd%95%e5%85%8b%e6%8a%97&code=14980282;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DHJY&UnitCode=&NaviLink=%e7%94%b5%e5%8c%96%e6%95%99%e8%82%b2%e7%a0%94%e7%a9%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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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共享研究(一) 

108 
国际教育信息化的现状与趋势——

访新媒体联盟 CEO 拉里·约翰逊博士 

胡永斌 

张定文 

黄荣怀 

李  馨 

赵云建 

中国电化教育 2015年01期 教育技术学院 

109 

数字教育资源的开放成熟度模型研

究——信息化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研究(二) 

黄荣怀 

胡永斌 

刘晓琳 

电化教育研究 2015年03期 教育技术学院 

110 
智慧教室中影响教师创新教学方法

选择的因素探究 
李葆萍 教师教育研究 

2015 年第 3

期 
教育技术学院 

111 

支持校际协作的教师在线专业学习

社区建设策略探索——基于国内外

实践的调查与反思 

李  爽 

张艳霞 

孙洪涛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4期 教育技术学院 

112 
基于 4C/ID模型的自主学习活动设计

及教学应用 

李  爽  

张艳霞  

喻  忱 

现代远程教育研

究 
2015年05期 教育技术学院 

113 
一对一教学应用、推进策略与阶段模

型研究 

李玉顺 

焦辰菲 

马沁妍 

史鹏越 

中国电化教育 2015年02期 教育技术学院 

114 
平板电脑教学应用及其在我国的发

展 

李玉顺 

史鹏越 

杨  莹 

辛雪园 

桑宇霞 

马沁妍 

电化教育研究 
2015 年第 6

期 
教育技术学院 

115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

教学模式的实践 

吴亚婕 

赵  宏 

陈  丽 

现代远程教育研

究 
2015年02期 教育技术学院 

116 
交互式电子教材写作工具的关键技

术与基础技术框架 

武法提 

牟智佳 
中国电化教育 

2015 年第 4

期 
教育技术学院 

117 
基于一体化思想的网络备课系统设

计 

武法提 

黄洛颖 

邹  蕊 

现代教育技术  2015年09期 教育技术学院 

118 
基于九因子模型的新手教师 TPACK知

识结构分析 

许如聪 

董  艳 

鲁利娟

等 

现代远程教育研

究 
2015年01期 教育技术学院 

119 再论教学设计理论与教学论的关系 

杨开城 

许  易 

何文涛 

电化教育研究 2014年06期 教育技术学院 

120 
基于 IIS图分析的教案质量评估指标

体系的构建 

杨开城 

张媛媛 
中国电化教育 2015年01期 教育技术学院 

121 STEM 教育理念与跨学科整合模式 
余胜泉 

胡  翔 
开放教育研究 2015年04期 教育技术学院 

122 
基于学习元平台的生成性课程设计

与实施 

余胜泉  

万海鹏  

崔京菁 

中国电化教育 2015年06期 教育技术学院 

123 
再论开放教育资源:开放标准与协议

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张婧婧 

许  玲 

郑勤华 

曾  爽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5年04期 教育技术学院 

124 教育学要揭示什么样的教育规律? 
赵国庆 

杨开城 
现代教育技术 2015年09期 教育技术学院 

125 北京开放大学远程学习者学习策略 赵  宏 中国电化教育 2015年11期 教育技术学院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ZDJY&UnitCode=&NaviLink=%e4%b8%ad%e5%9b%bd%e7%94%b5%e5%8c%96%e6%95%99%e8%82%b2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DHJY&UnitCode=&NaviLink=%e7%94%b5%e5%8c%96%e6%95%99%e8%82%b2%e7%a0%94%e7%a9%b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7%8e%b0%e4%bb%a3%e6%95%99%e8%82%b2%e6%8a%80%e6%9c%af%e7%a0%94%e7%a9%b6%e6%89%80&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7%8e%b0%e4%bb%a3%e6%95%99%e8%82%b2%e6%8a%80%e6%9c%af%e7%a0%94%e7%a9%b6%e6%89%80&code=0159173;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ZDJY&UnitCode=&NaviLink=%e4%b8%ad%e5%9b%bd%e7%94%b5%e5%8c%96%e6%95%99%e8%82%b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d%a8%e5%bc%80%e5%9f%8e&code=06365340;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d%a8%e5%bc%80%e5%9f%8e&code=06365340;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d%a8%e5%bc%80%e5%9f%8e&code=06365340;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ZDJY&UnitCode=&NaviLink=%e4%b8%ad%e5%9b%bd%e7%94%b5%e5%8c%96%e6%95%99%e8%82%b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6%95%99%e8%82%b2%e5%ad%a6%e9%83%a8%e6%95%99%e8%82%b2%e6%8a%80%e6%9c%af%e5%ad%a6%e9%99%a2&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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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现状分析 陈  丽 

赵玉婷 

126 

远程教育的比较优势仍在?——互联

网时代远程教育成本-效益的实现路

径研究 

郑勤华 

陈  丽 

许  玲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2期 教育技术学院 

127 
国际翻转课堂主题结构研究及可视

化分析 

郑娅峰 

黄志南 

徐  唱 

李艳燕 

中国电化教育 2015年10期 教育技术学院 

128 

在线协作学习交互效果评价方法的

实证研究——基于信息流的分析视

角 

于俊辉  

郑兰琴 
现代教育技术 2015年12期 教育技术学院 

129 
中国开放教育资源研究发展脉络探

析——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张婧婧 

许  玲 

郑勤华 

电化教育研究 
2015 年第 5

期 
教育技术学院 

130 
基于学习风格的个性化学习策略指

导系统设计 

赵  宏  

陈  丽  

赵玉婷 

中国电化教育 2015年05期 教育技术学院 

131 

2002-2014 年国际远程教育领域特尔

斐法应用图景——基于国际远程教

育核心期刊的质性元分析 

赵文涛  

冯晓英  

王志军 

现代远程教育研

究 
2015年02期 教育技术学院 

132 
教学设计与实施一致性分析的个案

研究 
郑兰琴 

现代远程教育研

究 

2015 年第 3

期 
教育技术学院 

133 中国 MOOCs 教学模式调查研究 

郑勤华  

李秋菊  

陈  丽 

开放教育研究 2015年06期 教育技术学院 

134 网络游戏评价模型及指标权重研究 

周  颖 

江绍祥 

张大林 

中国电化教育 
2015 年第 5

期 
教育技术学院 

135 小学教师教学专长的构成研究 

蔡永红  

申晓月  

王  莉 

教育学报 2015年01期 教育管理学院 

136 
风险社会视野中大学生自杀意念问

题研究 

楚江亭  

姜  男 

首都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1期 教育管理学院 

137 

香港地区教育博士项目制度改革的

动因及其历程——以香港大学和香

港中文大学为例 

朱志勇  

高  鸾  

韩  倩 

全球教育展望 2015年11期 教育管理学院 

138 

非正式教育制度与正式教育制度的

冲突——基于我国当前教育改革实

践的思考 

苏君阳 

王  珊 

阚  维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4期 教育管理学院 

139 国际教育的全球化陷阱 
王  熙 

陈晓晓 
教育学报  2015年05期 教育管理学院 

140 试论作为“国家工程”的价值观教育 王  熙 教育学报 
2015 年第 2

期 
教育管理学院 

141 
生命周期中教育收益率变动轨迹分

析 
于洪霞 统计研究 2015年05期  教育管理学院 

142 学校变革压力、机制与能力建设策略 张东娇 教育研究 2015年10期 教育管理学院 

143 
坚持简单 应对复杂——简易主义者

马利克管理思想特点及其启示 
张东娇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1期 教育管理学院 

144 论学校文化与校长领导力 张东娇 教育科学 2015年01期 教育管理学院 

145 
重思案例教学的知识观、师生观与教

学观 

张新平  

冯晓敏 
高等教育研究 2015年11期 教育管理学院 

146 
对义务教育优质学校及其建设路径

的几点思考 
张新平 教育研究  2015年04期 教育管理学院 

147 教育伦理学的新问题与新思考 
王本陆

汪  明 
教育学报 2015年01期 

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XDYC&UnitCode=&NaviLink=%e7%8e%b0%e4%bb%a3%e8%bf%9c%e7%a8%8b%e6%95%99%e8%82%b2%e7%a0%94%e7%a9%b6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XDYC&UnitCode=&NaviLink=%e7%8e%b0%e4%bb%a3%e8%bf%9c%e7%a8%8b%e6%95%99%e8%82%b2%e7%a0%94%e7%a9%b6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XKJY&UnitCode=&NaviLink=%e6%95%99%e8%82%b2%e5%ad%a6%e6%8a%a5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SDSD&UnitCode=&NaviLink=%e9%a6%96%e9%83%bd%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ad%a6%e6%8a%a5(%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7%89%88)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SDSD&UnitCode=&NaviLink=%e9%a6%96%e9%83%bd%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ad%a6%e6%8a%a5(%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7%89%88)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bc%a0%e4%b8%9c%e5%a8%87&code=06370333;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JYKO&UnitCode=&NaviLink=%e6%95%99%e8%82%b2%e7%a7%91%e5%ad%a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7%8e%8b%e6%9c%ac%e9%99%86&code=063737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7%8e%8b%e6%9c%ac%e9%99%86&code=0637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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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静待花开——新世纪原创图画书的

创作与展望 
杜  霞 

天津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3期 

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 

149 
课程标准何以被“悬垂”:社会知识

论的视角 
阚  维 教育学报 2015年02期 

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 

150 专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走向 阚  维 教育学报 2015年02期 
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 

151 

八年级学生数学学业水平的现状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三地测试为

例 

綦春霞 

张新颜 

王瑞霖 

教育学报  2015年02期 
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 

152 
保障教改专家客观研究的工作机制

——基于深度访谈的研究报告 
郭  华 教育学报 2015年02期 

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 

153 
“教学认识论”在中国的确立及其贡

献 
郭  华 

山西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04期 

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 

154 
协同论视域下的 U-S-A校本课程合作

开发案例研究 
胡定荣 教育学报 2015年03期 

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 

155 学校课程创新:从自主到协同 胡定荣 课程.教材.教法 2015年11期 
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 

156 
教育实习中实习生学科教学知识的

发展及其改进 

李小红  

秦  晋 
教育研究 2015年12期 

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 

157 
信息技术背景下不同教学手段对解

决问题能力的影响研究 

张春莉  

程圆圆  

王本陆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5年06期 
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 

158 
小学数学教师提问与学生回答之间

的认知一致性研究 

张春莉  

吴加奇 
课程.教材.教法 2015年08期 

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 

159 
师生人际关系对教师教学反馈及学

生行为的影响研究 

张春莉 

马慧珍 

吴加奇 

教育学报 
2015 年第 2

期 

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 

160 

日本教职大学院的课程设置及其实

践性分析——以东京学艺大学教职

大学院为例 

周逸先 

陈  英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6期 

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 

161 

我国西部省区教师培训财政投入体

制的改革趋势——以广西自治区为

例 

曹夕多 教育与经济 2015年02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62 
我国新型教育智库若干重要问题的

思考 
庞丽娟 教育研究 2015年04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63 国外教师幸福感研究进展 
裴  淼 

李肖艳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6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64 
我国高校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

政策分析 
薛二勇 高等教育研究 2015年12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65 

城镇化进程中教师队伍建设的体制

机制与政策创新——“庆祝第三十个

教师节暨 2014·中国教师发展论坛”

会议综述 

薛二勇 

高  莉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1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66 
义务教育师资城乡均衡配置政策评

估 

薛二勇 

李廷洲 
教育研究 2015年08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67 

澳大利亚教师教育的标准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政策发展的趋势

及其启示 

袁 丽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3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68 

超越“学术性”与“实践性”的钟摆

之争?——对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

师学院林·古德温教授 

赵  萍 

李  琼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7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69 

中国当代乡村教师身份认同中的困

境研究——基于一位乡村教师的口

述历史 

胡  艳 教师教育研究 2015 年 6 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70 
特殊教育信息化研究综述——基于

2000-2015 年 CNKI 数据的分析 

胡  艳 

俞树煜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12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au&skey=%e6%9d%9c%e9%9c%9e&code=0636415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9%98%9a%e7%bb%b4&code=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9%98%9a%e7%bb%b4&code=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b%b9%e5%a4%95%e5%a4%9a&code=06368420;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ba%9e%e4%b8%bd%e5%a8%9f&code=3288880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8%a2%81+%e4%b8%bd&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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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慧芳 

王国华 

171 
UGIS 伙伴协作的困境与出路——大

学的视角 

胡  艳 

袁  丽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 年 6 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72 
论美国人文主义教师教育思想及其

实践的三种取向 
叶菊艳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0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73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师身份认同

的建构及其类型——基于历史社会

学视角的案例考察 

叶菊艳 
北京大学教育评

论 
2015年04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74 

以教师研究促进教师改变的路径研

究——对 X市某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的

个案研究 

赵  萍  

          

杨泽宇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6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75 
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培养机构与培

养过程研究——基于文献的考察 
赵  萍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1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76 
农村学校教师流动及流失问题研究

现状与发展趋势 
周  钧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1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77 
家庭生计对基础教育阶段随迁子女

就地升学的影响与对策 
周秀平 教育发展研究 2015年10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78 异地高考期待的群体差异 周秀平 高等教育研究 2015年04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79 
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发展:质性研究路

径选择 
朱旭东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1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80 论当前我国三轨多级教师教育体系 朱旭东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6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81 论当代西方教师教育思想 朱旭东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10期 教师教育研究所 

182 

教育财政经费反腐模式研究——基

于中美中央政府教育经费监管体系

的比较 

成  刚 教育发展研究 2015年11期 教育经济研究所 

183 

省级统筹、纵向公平与省域城乡义务

教育差距——基于北京市 2003-2013

年小学数据的分析 

成  刚  

孙宏业 
教育与经济 2015年02期 教育经济研究所 

184 

省内财政分权与“新机制”对城乡义

务教育经费差距的影响——基于浙

江省普通小学数据的分析 

成  刚  

孙晓梁  

孙宏业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2期 教育经济研究所 

185 
幼儿教师劳动力市场制度分割实证

探析——基于云南省调查数据 

杜  屏  

朱菲菲  

杜育红  

钱丽阳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1期 教育经济研究所 

186 
新常态下的教育资源配置——2015

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综述 

杜育红 

张  喆 
教育与经济 2015年05期 教育经济研究所 

187 

影子教育是否扩大教育结果的不均

等——基于 PISA 2012 上海数据的经

验研究 

胡咏梅 

范文凤 

丁维莉 

北京大学教育评

论 
2015年03期 教育经济研究所 

188 

人口变动与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基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义务教

育适龄人口规模的预测 

梁文艳  

杜育红  

刘金娟 

教育研究  2015年03期 教育经济研究所 

189 

研究型大学教师科研合作与科研生

产力——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为例 

梁文艳 

刘金娟 

王玮玮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4期 教育经济研究所 

190 
明瑟教育收益率述评:计量方法及在

中国的估计趋势 
周金燕 教育学报 2015年01期 教育经济研究所 

191 
教育是中国社会的“平等器”吗?—

—基于 CHNS 数据的实证分析 
周金燕 复旦教育论坛  2015年02期 教育经济研究所 

192 
人力资本内涵的扩展:非认知能力的

经济价值和投资 
周金燕 

北京大学教育评

论 
2015年01期 教育经济研究所 

193 
我国中小学教师工资的地区差异问

题研究 

曾晓东 

易文君 

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5年05期 教育经济研究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c%b1%e6%97%ad%e4%b8%9c&code=0637070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c%b1%e6%97%ad%e4%b8%9c&code=0637070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c%b1%e6%97%ad%e4%b8%9c&code=0637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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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教育中的社区效应和同伴效应:方

法、证据及政策启示 
郑  磊 教育学报  2015年05期 教育经济研究所 

195 

被误解的“修枝剪叶”与理想化的“静

待花开”——关于课堂有效教学的思

考 

张亚星 课程.教材.教法 2015年10期 教育经济研究所 

196 
民办幼儿园园长对地方政府学前教

育管理的满意度 
冯婉桢 学前教育研究 2015年04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197 论教师的“哲学运思”之境 
洪秀敏 

姜  勇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4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198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效果调

查——基于内部利益相关者评价的

视角 

洪秀敏 

马  群 
教育学报 2015年01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199 
全美幼教协会《幼教机构管理者定义

与专业素质》及其启示 

洪秀敏  

刘  鹏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3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00 
区域学前教育公平的权责博弈——

基于城乡政府履职的差异分析 

洪秀敏  

马 群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6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01 

论我国学前教育师资供给的困境与

突围——基于第一期三年行动计划

后的数据分析 

李敏谊  

程  旭 
中国教育学刊  2015年04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02 非认知因素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 

李晓巍  

刘  艳  

曾  荣  

王英芊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2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03 
父母参与的现状及其对幼儿社会能

力的预测 
李晓巍 学前教育研究 2015年06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04 
基于教师和家长评定的 3~6岁幼儿发

展特点研究 

李晓巍 

刘  艳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5年01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05 
巴西推进学前教育的政策、举措及其

未来发展 

刘  焱  

李相禹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3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06 
美国学前儿童观察记录系统的评价

内容、实施方法与借鉴意义 

霍力岩 

陈雅川 

周  彬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01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07 
导师制在美国幼儿园教师职前培养

中的应用 

霍力岩  

高宏钰  

姜珊珊 

学前教育研究  2015年02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08 表现性评价内涵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霍力岩  

黄  爽 

西北师大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5年03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09 
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

保障研究 

刘  焱 

康建琴 

涂  玥 

教育研究 2015年07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10 
我国农村学前一年班级教育环境质

量研究 

刘  焱 

涂  玥 

史  瑾 

教育发展研究 2015年12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11 
幼儿园教师职业生涯适应力与离职

意向的关系 

徐兴芳 

洪秀敏 

于海波 

学前教育研究 2015年04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12 
印度发展学前教育的措施、问题及其

对我国的启示 

潘月娟  

孙丽娜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3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13 
不同发展阶段的幼儿园教师数学学

科教学知识的比较研究 

潘月娟  

王艳云  

汪  苑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3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14 
德国学前教育的发展现况和未来趋

势 
王兴华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3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15 
新的机遇 新的挑战——从“第七届

中小学音乐课观摩活动”谈起 
王懿颖 中国音乐教育  2015年04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216 教师的仁爱之心——怀念我的导师 王懿颖 中国音乐教育 2015年08期 学前教育研究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bc%a0%e4%ba%9a%e6%98%9f&code=10656728;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86%af%e5%a9%89%e6%a1%a2&code=1738725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d%8e%e6%99%93%e5%b7%8d&code=11720324;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R&sfield=au&skey=%e7%8e%8b%e6%87%bf%e9%a2%96&code=0636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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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瑗教授 

217 
10～12 岁流动儿童教师课堂行为感

知对创造力的影响 

程  黎  

庞亚男  

程  霞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04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18 

教师课堂行为感知与家长参与对

10~12 岁低学业成就学生学习策略的

影响 

程  黎 

李浩敬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07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19 

美国“双证式”融合教育教师职前培

养项目的概况和启示——以田纳西

大学早期教育融合教师培养项目为

例 

冯雅静  

王  雁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03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20 
自闭症儿童计算机辅助教学单一被

试研究综述 

范文静 

胡晓毅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08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21 

残疾儿童家长亲职压力的特点及其

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

作用 

关文军 

颜廷睿 

邓  猛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5年04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22 
国外自闭症儿童体感游戏研究状况

及启示 

刘艳虹  

雷显梅  

胡晓毅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05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23 
慈善还是责任:对残疾人事业本质的

探讨 

雷  雳 

王  雁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02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24 
学前残疾儿童家长亲职压力:社会支

持与应对方式的作用及性质 

李  静 

王  雁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05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25 
融合教育背景下的残疾学生社会支

持系统探析 

牛爽爽 

邓  猛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09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26 
我国七个少数民族使用盲文状况的

调查研究 

刘艳虹 

顾定倩 

程  黎 

魏  丹 

韩  萍 

钟经华 

教育学报  2015年05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27 国外孤独症谱系障碍研究前沿探测 

刘艳虹 

董鸣利 

胡晓毅 

唐小小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12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28 
随班就读教师专业素养现状及影响

因素研究 

王  雁 

王志强 

冯雅静 

邓  猛 

梁松梅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4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29 
对我国大陆培智学校课程建设问题

的几点思考 

王  辉 

王  雁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01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30 
瑞典融合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思

考 

王  辉 

王  雁 

熊  琪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06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31 
生活技能教育对打工子弟学校小学

生学校适应的促进研究 

王  雁 

殷俊益 

雷  雳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09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32 
使用选择策略改善自闭症儿童行为

表现的个案研究 

左秋芳 

肖  非 

邓云梅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07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33 
美国自闭症幼儿家长执行式干预法

研究综述 

曾松添 

胡晓毅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06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34 
联邦德国高等全纳教育的现状、支持

模式及启示 
张悦歆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10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35 美国学习障碍概念的新发展及其启 张树东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9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9%a1%be%e6%98%8e%e8%bf%9c&code=0597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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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高潇怡 

236 
“复合型”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

基于复合型的内涵分析 

朱  楠 

王  雁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6期 特殊教育研究所 

237 日本终身学习推进机制及启示 李兴洲 教育研究 2015年12期 
职业与成人教育

研究所 

238 
不同举办主体的高职院校资源汲取

差异分析 

刘云波 

郭建如 
教育发展研究 2015年19期 

职业与成人教育

研究所 

239 
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教师资格制度

改进的探讨 
俞启定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3期 

职业与成人教育

研究所 

240 瑞士经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赵志群 
周瑛仪 

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5年03期 
职业与成人教育

研究所 

241 
国家想象与民国时期教育电影的意

识走向 

周慧梅 
李  媛 

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教育科学版) 
2015年01期 

职业与成人教育

研究所 

242 
美国学校咨询专业师资培养及资格

认证制度的启示 

钟秉林 
和  震  
张斌贤 

中国高等教育 2015年17期 
职业与成人教育

研究所 

243 
我国新一轮高考改革的路径及挑战

——教育家对话企业家微论坛纪要 

杜瑞军 
洪成文 中国高教研究 2015年06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44 

“基于证据”教育政策研究的评估

与整合——以英国 EPPI 与美国 WWC

的经验为例 

洪成文 
莫蕾钰 

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5年06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45 
大学生科研参与与学生发展——来

自中国案例高校的实证研究 
李湘萍 

北京大学教育评

论 
2015年01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46 助推高校毕业生领跑新一轮创业潮 
周海涛 
范绪锋 中国高等教育 2015年09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47 
重点大学教师招聘优先群体的路径

选择 

姚  云 
李福华 

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学报 
2015年01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48 
中小学要应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

新挑战  
钟秉林 中国教育学刊  2015年03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49 
财政支持民办高等教育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分析 
方  芳 高教探索 2015年05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50 新高考改革助推教育升级 
周海涛 
景安磊 教育研究 2015年08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51 校长工作室 15 年:历程、困境与对策 
周海涛  
陈  丹 中国教育学刊  2015年03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52 
完善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难题

与策略 

周海涛 
施文妹 江苏高教 2015年04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53 如何突破民办高校筹资的困境 
周海涛 
张墨涵 

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学报 
2015年02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54 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如何推 周海涛 教育发展研究 2015年Z1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55 论高等教育评估的价值选择 
刘慧珍  
张红伟 

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学报 
2015年03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56 

新建本科院校要高度重视内涵发展

和质量建设——基于 41 所本科院校

合格评估结果的分析 

钟秉林 中国高教研究 2015年06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57 
高等学校要主动应对高考招生制度

改革新挑战 
钟秉林 高等教育研究  2015年03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58 
深化综合改革,应对高考招生制度改

革新挑战  
钟秉林 教育研究 2015年03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59 
强化高校办学主体地位 促进内涵建

设和质量提升 
钟秉林 中国高等教育 2015年18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60 

教育专业学位新拓展 职业教育发展

新举措——写在增设职业技术教育

领域教育硕士之际 

钟秉林 
和  震 
张斌贤 

中国高等教育 2015年17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61 试析本科院校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 
钟秉林  
李志河 中国高等教育 2015年22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62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与高中学校人才 钟秉林 中国教育学刊 2015年10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9%a1%be%e6%98%8e%e8%bf%9c&code=0597066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4%bf%9e%e5%90%af%e5%ae%9a&code=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6&CurRec=1&recid=&FileName=GDSZ201306016&DbName=CJFDHIS2&DbCode=CJFQ&pr=&urlid=11.5147.G4.20131125.1658.016&yx=Y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6&CurRec=1&recid=&FileName=GDSZ201306016&DbName=CJFDHIS2&DbCode=CJFQ&pr=&urlid=11.5147.G4.20131125.1658.016&yx=Y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9%a1%be%e6%98%8e%e8%bf%9c&code=0597066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9%a1%be%e6%98%8e%e8%bf%9c&code=0597066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9%a1%be%e6%98%8e%e8%bf%9c&code=0597066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d%8e%e6%b9%98%e8%90%8d&code=06372600;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9%92%9f%e7%a7%89%e6%9e%97&code=2765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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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263 
“慕课”发展与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 

钟秉林 
方  芳 中国高等教育 2015年21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264 允许 CAT题目检查的区块题目袋方法 
林  喆 
陈  平 
辛  涛 

心理学报 2015年09期 
教育统计与测量

研究所 

265 
我国数学障碍研究的科学计量学分

析 

何  壮 
韦小满 
李  刚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12期 
教育统计与测量

研究所 

266 
多维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模型、技

术和方法 

毛秀珍 
辛  涛 心理科学进展 2015年05期 

教育统计与测量

研究所 

267 
我国残疾人参加普通高考的问题与

对策 

田  霖 
韦小满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01期 

教育统计与测量

研究所 

268 
学业质量标准的建立途径:基于认知

诊断的学习进阶方法 

辛  涛 
乐美玲 
郭艳芳 
姜  宇 

教育学报  2015年05期 
教育统计与测量

研究所 

269 
课程评价模型的理论建构与实证分

析 

王烨晖 
边玉芳 教育学报  2015年05期 

教育统计与测量

研究所 

270 测验链接中的锚题代表性研究 
叶  萌 
辛  涛 心理科学 2015年01期 

教育统计与测量

研究所 

271 题目参数漂移:概念厘定及相关研究 
叶  萌 
辛  涛 心理科学进展 2015年10期 

教育统计与测量

研究所 

272 数学微课程设计与应用的实证研究 

张  生 
王丽丽 
苏  梅 
齐  媛 

现代教育技术 2015年12期 
教育统计与测量

研究所 

273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识字量测验的编

制研究 

温红博 
唐文君 
刘先伟 

语言文字应用 2015年03期 
教育统计与测量

研究所 

274 
初中生依恋与主观幸福感:自尊的中

介作用 

邓林园 
马博辉 
武永新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5年02期 
教育心理与学校

咨询研究所 

275 
中学心理教师胜任力探索：对资深心

理教师的访谈 

邓林园 
王美璇 教师教育研究 2015年03期 

教育心理与学校

咨询研究所 

276 
父母冲突与大学生自我分化:冲突评

价的中介作用 

邓林园 
许  睿 
方晓义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4期 

教育心理与学校

咨询研究所 

277 
初中生感知的父母冲突与亲子冲突

的关系:冲突评价的中介作用 

邓林园 
赵鑫钰 

中国临床心理学

杂志 
2015年05期 

教育心理与学校

咨询研究所 

278 
中学心理教师的胜任力探讨:经验型

教师与新手型教师的对比分析 

邓林园 
王美璇 教育学报  2015年06期 

教育心理与学校

咨询研究所 

279 
父母冲突与大学生宿舍冲突方式的

关系:自我分化的中介作用 

邓林园 
刘  丹 
伍明明 
方晓义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5年02期 
教育心理与学校

咨询研究所 

280 

父母冲突与大学生恋爱冲突及其解

决的关系:大学生自我分化的中介作

用 

邓林园 
许  睿 
方晓义 

中国特殊教育 2015年11期 
教育心理与学校

咨询研究所 

281 初中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的编制 
高永金 
张  瑜 
傅  纳 

心理学探新 2015年04期 
教育心理与学校

咨询研究所 

282 
团体咨询改善高一学生同伴冲突解

决策略的实验研究 

王乃弋 
谭海静 
常晓琴 

教育学报  2015年04期 
教育心理与学校

咨询研究所 

283 
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自我同一性

对其网络成瘾的影响 

张馨月 
邓林园 

中国临床心理学

杂志 
2015年05期 

教育心理与学校

咨询研究所 

284 
美国“在家上学”法律渊源及特点探

析 
张瑞芳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3期 

其他（行政办公

室、实验中心、

编辑部） 

285 从学分到学位:MOOC 与大学的融合 曾晓洁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08期 
其他（行政办公

室、实验中心、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bc%a0%e7%91%9e%e8%8a%b3&code=06366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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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 

表 135  教育学部 2015 年教师在重要媒体发表的部分文章情况 

序 论文名称 作者 报纸 发表日期 所属学术机构 

1 家庭教育不该沦为学校的附庸 陈建翔 中国教育报 2015.04.24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2 一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小百科 石中英 中国教育报 2015.03.09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3 中小学职称制度改革的喜与忧 石中英 中国教育报 2015.11.08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4 
以问题为抓手推动高中阶段教育普

及 
石中英 中国教育报 2015.11.06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5 时代呼唤民主的教育家 石中英 中国教育报 2015.11.05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6 教育治理的价值追求 石中英 中国教育报 2015.04.30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7 
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长效

机制 
石中英 中国教育报 2015.11.18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8 稳住农村教师队伍到底靠什么 袁桂林 中国教育报 2015.02.09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9 
“中央一号文件”释放了哪些教育

政策红利 
袁桂林 中国教育报 2015.02.17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10 教育比拼应关注对人的影响 袁桂林 中国教育报 2015.09.17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11 农村校长之忧就是我们的关注 袁桂林 中国教育报 2015.05.07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12 教育改革关键在观念改变 顾明远 中国教育报 2015.01.30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13 全社会来共同治理“教育污染” 顾明远 中国教育报 2015.09.15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14 教育现代化离不开依法治教 

顾明远 

晋浩天 

徐  畅 

光明日报 2015.03.08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15 依法治教，消除教育治理不均衡 顾明远 中国教育报 2015.04.02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16 
为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实师资保

障 
顾明远 中国教育报 2015.12.08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17 人人都需要学习的教育学 顾明远 光明日报 2015.04.28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18 教育改革发展需要双轮驱动 顾明远 人民日报 2015.05.14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19 
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百姓得实

惠 
顾明远 中国教育报 2015.04.28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20 大学仅靠政府拨款是不够的 刘宝存 中国教育报 2015.03.23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21 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什么样 刘宝存 中国教育报 2015.03.10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22 重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刘宝存 人民日报 2015.12.15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23 未来十年法国高等教育发展目标 
刘  敏 

景立燕 
中国教育报 2015.12.02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24 看法国家长如何参与学校教育 刘  敏 中国教育报 2015.02.16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25 “法国高考”哲学试题你会做吗 
刘  敏 

景立燕 
中国教育报 2015.07.08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26 德国幼儿园如何过渡分离焦虑期？ 孙  进 中国教育报 2015.09.24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9%99%88%e5%bb%ba%e7%bf%94&code=06361369;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7%9f%b3%e4%b8%ad%e8%8b%b1&code=0636726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8%a2%81%e6%a1%82%e6%9e%97&code=1090706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8%a2%81%e6%a1%82%e6%9e%97&code=1090706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au&skey=%e8%a2%81%e6%a1%82%e6%9e%97&code=1090706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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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国际组织人才十大核心素养 滕  珺 中国教育报 2015.01.29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28 未来国际教育会怎么发展 

滕  珺 

乔  鹤 

沈蕾娜 

中国教育报 2015.07.15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29 教育是全人类共同核心利益 滕  珺 中国教育报 2015.11.22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30 在教育的田野上哲思 
滕  珺 

王杨楠 
中国教育报 2015.11.25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31 
“定县实验”：定州值得珍视的文

化符号 
孙邦华 光明日报 2015.12.12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32 现代教育须促进个性发展 郭法奇 
中国社会科学

报 
2015.07.02 

教育历史与文化

研究院 

33 环境演变怎样影响教与学 
黄荣怀 

靳晓燕 
光明日报 2015.08.18 教育技术学院 

34 以人为本推进教育信息化 黄荣怀 中国教育报 2015.05.26 教育技术学院 

35 高校学生逃课现象反思 马秀麟 
中国社会科学

报 
2015.11.19 教育技术学院 

36 MOOC 尚不能取代传统课堂教学 马秀麟 
中国社会科学

报 
2015.04.22  教育技术学院 

37 精心设计“翻转课堂”教学环节 马秀麟 
中国社会科学

报 
2015.07.09 教育技术学院 

38 技术何以革新教育 余胜泉 中国教育报 2015.02.08 教育技术学院 

39 找准劳动和教育的结合点 赵国庆 光明日报 2015.08.06 教育技术学院 

40 
“互联网+教育”：机遇、挑战与应

对 
赵国庆 光明日报 2015.06.09 教育技术学院 

41 办有孩子味道的学校 鲍传友 中国教育报 2015.03.05 教育管理学院 

42 
从“观物”到“观人”——管办评

视角下对教育 3 个问题的思考 
毛亚庆 光明日报 2015.05.05 教育管理学院 

43 重构学校治理权力关系 鲍传友 中国教育报 2015.10.29 教育管理学院 

44 “校长上课”需因校制宜 
鲍传友 

高  兰 
中国教育报 2015.10.01 教育管理学院 

45 从物本到人本 毛亚庆 中国教育报 2015.11.19 教育管理学院 

46 从外在走向内涵 毛亚庆 中国教育报 2015.10.29 教育管理学院 

47 从旧“三观”到新“三观” 毛亚庆 中国教育报 2015.11.26 教育管理学院 

48 是心动，更是成长 杜  霞 中国教育报 2015.09.05 
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 

49 两个蒙东和关于绵羊的隐喻 杜  霞 中国教育报 2015.04.11 
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 

50 闭上眼睛 打开心灵 杜  霞 中国教育报 2015.07.25 
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 

51 按区域统一制定绩效工资标准 
杜育红 

姜金秋 
光明日报 2015.07.09 

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 

52 站上去，还能跳下来 杜  霞 中国教育报 2015.05.16 
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 

53 我们不仅仅是在读诗 杜  霞 中国教育报 2015.05.02 
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 

54 如何面对我们内心的恐惧 杜  霞 中国教育报 2015.06.06 
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 

55 唱响未唱之歌 杜  霞 中国教育报 2015.03.28 
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 

56 现代教师该树立怎样的道德形象 王本陆 中国教育报 2015.11.11  
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 

57 
呼吁扩大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范

围 
庞丽娟 人民政协报 2015.03.13 教师教育研究所 

58 如何更好地培养免费师范生 庞丽娟 人民日报 2015.03.19  教师教育研究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6%bb%95%e7%8f%ba&code=0637373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5%ad%99%e9%82%a6%e5%8d%8e&code=06364597;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9&CurRec=1&recid=&FileName=CSHK201511190040&DbName=CCNDLAST2016&DbCode=CCND&pr=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9%a9%ac%e7%a7%80%e9%ba%9f&code=0636343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9%a9%ac%e7%a7%80%e9%ba%9f&code=0636343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4%bd%99%e8%83%9c%e6%b3%89&code=0637889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au&skey=%e8%b5%b5%e5%9b%bd%e5%ba%86&code=0636705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9%b2%8d%e4%bc%a0%e5%8f%8b&code=06362932;25794719;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CND&BaseID=CJYB&UnitCode=&NaviLink=%e4%b8%ad%e5%9b%bd%e6%95%99%e8%82%b2%e6%8a%a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au&skey=%e6%af%9b%e4%ba%9a%e5%ba%86&code=06373007;3343685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6%95%99%e8%82%b2%e7%ae%a1%e7%90%86%e5%ad%a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au&skey=%e6%af%9b%e4%ba%9a%e5%ba%86&code=06373007;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au&skey=%e6%af%9b%e4%ba%9a%e5%ba%86&code=06373007;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au&skey=%e6%af%9b%e4%ba%9a%e5%ba%86&code=06373007;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au&skey=%e6%9d%9c%e9%9c%9e&code=0636415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au&skey=%e6%9d%9c%e9%9c%9e&code=0636415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au&skey=%e6%9d%9c%e9%9c%9e&code=0636415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au&skey=%e6%9d%9c%e9%9c%9e&code=0636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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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师德建

设 
庞丽娟 光明日报 2015.09.11 教师教育研究所 

60 用“制造精神”引领“中国制造” 庞丽娟 光明日报 2015.11.02 教师教育研究所 

61 
优化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结构与

方式 
庞丽娟 人民政协报 2015.04.08 教师教育研究所 

62 学前教育仍处爬坡过坎关键期 庞丽娟 中国教育报 2015.11.25 教师教育研究所 

63 破解青少年儿童成长的时代难题 朱小蔓 光明日报 2015.07.24  教师教育研究所 

64 
为优秀教师成长搭建现代化培养平

台 
朱小蔓 中国教育报 2015.03.16 教师教育研究所 

65 
高校教育智库建设必将影响教育学

术价值观的转变 
朱旭东 人民政协报 2015.12.16 教师教育研究所 

66 别小看师范类教育调整的复杂性 朱旭东 中国教育报 2015.10.15 教师教育研究所 

67 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出路 朱旭东 人民政协报 2015.09.09 教师教育研究所 

68 生涯指导应是家庭教育重要内容 俞启定 中国教育报 2015.06.26  
职业与成人教育

研究所 

69 
“只能爸爸来护学” 警醒家园合作

的“度” 
冯婉桢 中国教育报 2015.11.29 学前教育研究所 

70 
单靠个体道德自觉不如形成群体约

束 
冯婉桢 中国教育报 2015.01.18 学前教育研究所 

71 防性侵不能单靠性教育 冯婉桢 中国教育报 2015.03.22 学前教育研究所 

72 
“透明幼儿园”:用自信和专业赢得

家长信任 
霍力岩 中国教育报 2015.09.13 学前教育研究所 

73 学位证书“变脸”蕴含教改深意 杜瑞军 光明日报 2015.07.22 高等教育研究所 

74 高考改革 改了什么 
杜瑞军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5.19 高等教育研究所 

75 文学类专业怎么报 
方  芳 

张  熙 
光明日报 2015.06.11 高等教育研究所 

76 校园暴力面前法律不能束手无策 方  芳 中国教育报 2015.07.22 高等教育研究所 

77 
数据来源的可靠性是教育决策的根

本 
方  芳 光明日报 2015.10.29 高等教育研究所 

78 教育学硕士就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方  芳 光明日报 2015.11.26 高等教育研究所 

79 教育学的可能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6.11 高等教育研究所 

80 农学的空间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6.11 高等教育研究所 

81 如何看待学霸与成功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6.03 高等教育研究所 

82 填报志愿“五不能”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6.26 高等教育研究所 

83 考前心理焦虑你该怎么办 洪成文 光明日报 2015.05.14 高等教育研究所 

84 地方本科发展受挫根源在哪？ 
洪成文 

孟  彦 
光明日报 2015.09.01 高等教育研究所 

85 依靠数据库，以评促建提高质量 李  奇 光明日报 2015.08.20 高等教育研究所 

86 教育数据中的信息与知识 李  奇 光明日报 2015.04.16 高等教育研究所 

87 影响本科教学质量的几个关键问题 乔锦忠 光明日报 2015.08.11 高等教育研究所 

88 农学教授告诉你 学农前景很光明 
姚  云 
唐艺卿 光明日报 2015.05.27 高等教育研究所 

89 医学教授告诉你什么人能学医 
姚  云 
曹昭乐 光明日报 2015.05.19  高等教育研究所 

90 美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探索 钟秉林 光明日报 2015.11.24 高等教育研究所 

91 积极探索中小学教育转型 钟秉林 中国教育报 2015.03.12 高等教育研究所 

92 呼吁巩固 4% 钟秉林 人民政协报 2015.03.13 高等教育研究所 

93 
“走”起来？——高考变向中的高

中改革 

 钟 秉
林 光明日报 2015.01.27 高等教育研究所 

94 高校要应对高招改革新挑战 钟秉林 光明日报 2015.03.17 高等教育研究所 

95 财政教育投入 4%的成果仍需巩固 钟秉林 人民政协报 2015.07.23 高等教育研究所 

96 
尊重学生选择权成教育决策价值取

向 
钟秉林 中国教育报 2015.12.11 高等教育研究所 

97 
支持乡村教师 给教育一个坚实的

支点 
钟秉林 光明日报 2015.06.30 高等教育研究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c%b1%e5%b0%8f%e8%94%93&code=2175033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5%ba%9e%e4%b8%bd%e5%a8%9f&code=1303903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c%b1%e5%b0%8f%e8%94%93&code=2175033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au&skey=%e6%9c%b1%e5%b0%8f%e8%94%93&code=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4%bf%9e%e5%90%af%e5%ae%9a&code=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9%9c%8d%e5%8a%9b%e5%b2%a9&code=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6%9d%9c%e7%91%9e%e5%86%9b&code=10619797;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6%b4%aa%e6%88%90%e6%96%87&code=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4%b9%94%e9%94%a6%e5%bf%a0&code=0636715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9%92%9f%e7%a7%89%e6%9e%97&code=24158922;2765188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9%92%9f%e7%a7%89%e6%9e%97&code=24158922;2765188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9%92%9f%e7%a7%89%e6%9e%97&code=24158922;2765188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9%92%9f%e7%a7%89%e6%9e%97&code=24158922;2765188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9%92%9f%e7%a7%89%e6%9e%97&code=24158922;2765188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9%92%9f%e7%a7%89%e6%9e%97&code=2765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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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建立涵养“制造精神”的制度机制 
周海涛 
杨小敏 光明日报 2015.11.05 高等教育研究所 

99 使命分享 师范教育发展的新动力 周作宇 中国教育报 2015.12.16 高等教育研究所 

100 里程碑式的整体设计和系统优化 
杜育红 
杨小敏 中国教育报 2015.12.18 教育经济研究所 

101 

拨开留守儿童心灵的“迷雾”——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

(2015 年)》 

李亦菲 光明日报 2015.07.04 
教育心理与学校

咨询研究所 

 

6.2.4 著作情况 
2015年教育学部教师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出

版专著、译著、编著、教材等各类著作 60余部，其中中文专著 19部，外文专著 5部。 

表 136  教育学部 2015 年部分专著情况 

序 著作名称 第一作者 出版社 所属机构 

1 儿童发展理论与应用 洪秀敏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前教育研究所 

2 唤起教师的理论兴趣 丁道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3 完美的教学 肖贵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4 教育：让生命更美好 肖贵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5 学校，用什么来吸引学生 肖贵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6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教师 肖贵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7 
信息化环境下学生评教元评

教及其控制模型的研究 
马秀麟 金琅学术出版社 教育技术学院 

8 儿童游戏通论 刘 焱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

人民出版社  
学前教育研究所 

9 
财政分权与公共教育：教育财

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郑  磊 中国经济出版社 教育经济研究所 

10 
从黄帝到崇祯——《二十四

史》 
徐  勇 漓江出版社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 

11 
教育公平与公共政策——促

进公平的美国教育政策研究 
薛二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师教育研究所 

12 好技术：如何用 王本陆 教育科学出版社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13 美国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 周  钧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师教育研究所 

14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IN CHINA 

王  熙 Lexington Books 教育管理学院 

15 

Teacher Educator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 Ren 

Liu, Laura 

Blythe 
Springer 教师教育研究所 

16 

Research on Compulsory 

Education Financing in 

China 

杜育红 Springer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17 

family support for Chinese 

families with chilren with 

disabilities 

胡晓毅 Scholars' Press 学前教育研究所 

18 别说你懂思维导图 赵国庆 人民邮电出版社 教育技术学院 

19 好教师：从哪里来？ 郭  华 教育科学出版社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20 觉人教育：从教育看佛教 沈  立 河南人民出版社 教育管理学院 

21 教师专业共同体研究 宋  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师教育研究所 

22 现代学校价值教育 余清臣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3 
义务教育优质学校办学标准

研究 
张新平 科学出版社 教育管理学院 

24 

New Therory of Children's 

Thinking Development--- 

its Application in Lauguage 

何克抗 Springer 教育技术学院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9b%bd%e9%99%85%e4%b8%8e%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code=015917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91%a8%e4%bd%9c%e5%ae%87&code=06379822;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0&CurRec=12&recid=&FileName=CJYB201512180033&DbName=CCNDLAST2016&DbCode=CCND&pr=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CND&BaseID=CJYB&UnitCode=&NaviLink=%e4%b8%ad%e5%9b%bd%e6%95%99%e8%82%b2%e6%8a%a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CND&sfield=au&skey=%e6%9d%8e%e4%ba%a6%e8%8f%b2&code=06362537;
http://www.springer.com/education+%26+language/learning+%26+instruction/book/978-3-662-46970-5
http://www.springer.com/education+%26+language/learning+%26+instruction/book/978-3-662-46970-5
http://www.springer.com/education+%26+language/learning+%26+instruction/book/978-3-662-46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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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6.2.5 研究报告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学部教师以第一作者共提交并受采纳政策咨询报告 20 余份。 

表 137  教育学部部分重要咨询报告 

序 报告名称 报告作者 采纳单位 所属机构 

1 
北京市丰台区“十三五”时期教师队伍

建设规划调研报告 
姚计海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委员

会 
教育管理学院 

2 
印度教育制度、发展现状与重大政策走

向 
杨明全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

究院 

3 
巴西教育制度、发展现状与重大政策走

向 
刘宝存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

究院 

4 
俄罗斯教育制度、发展现状与重大政策

走向 
肖  甦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

究院 

5 
南非教育制度、发展现状与重大政策走

向 

王  璐 

王小栋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

究院 

6 少数民族手语研究和使用状况调查 刘艳虹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

理司 
特殊教育研究所 

7 
优化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结构与方

式的政策建议 
庞丽娟 教育部 教师教育研究所 

8 
关于进一步完善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

的建议 
庞丽娟 教育部 教师教育研究所 

9 
关于扩大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范围

的建议 
庞丽娟 教育部 教师教育研究所 

10 
完善促进就业制度机制 实现大学生更

充分就业的建议 
庞丽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师教育研究所 

11 
综合施策 省级统筹 有力解决农村教

师待遇 
庞丽娟 教育部 教师教育研究所 

12 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到底面临哪些难题 周海涛 国务院研究室 高等教育研究所 

13 改革应在精细化规范化上做足文章 周海涛 国务院研究室 高等教育研究所 

14 国外私立学校分类管理的主要做法 周海涛 国务院研究室 高等教育研究所 

15 
关于加强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几点建议 
石中英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教育基本理论研
究院 

16 
财政支持民办职业教育发展的建

议 
刘云波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职业与成人教育
研究所 

17 手语使用状况调查 刘艳红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

管理司 
特殊教育研究所 

18 
从法律上明确民办学校法人属性
是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周海涛 国务院研究室 高等教育研究所 

19 
民办学历教育收费市场化改革势

在必行 
周海涛 国务院研究室 高等教育研究所 

20 英国高校课堂管理及启示 刘云波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职业与成人教育

研究所 

21 澳大利亚高校教学管理及其启示 刘  强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22 
东北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路径

与政策研究 
和  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东北等老工业基地

振兴司 

职业与成人教育
研究所 

23 美国高校教学管理及其启示 谷贤林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6.3.  学术动态 
6.3.1 智慧学习研究院成立大会暨‚智慧城市与智慧学习‛高层论坛顺利举行  

由北京师范大学和网龙华渔教育科技联合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于 3 月

18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成立大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助理陈丽教授主持，董奇校长和网龙

集团董事长刘德建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揭牌，陈光巨副校长宣读了智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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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研究院成立文件，并为研究院联席院长黄荣怀教授、刘德建先生、总工程师毛新生先生颁发

聘书。董奇校长、网龙网络公司总裁刘路远、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曾天山、贵州省黔南

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李茂国先后致辞。来自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学会团体的专家学者，我校相

关职能部门、学部院系负责人、师生代表，以及新闻记者等 200 余人参加了大会。 
6.3.2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2014 年度国家重点课题‚教育信息化与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
（MOOCs）战略研究‛顺利开题  

4 月 10 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2014 年度国家重点课题“教育信息化与大型开放式网络课

程（MOOCs）战略研究”课题开题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副主任刘贵华、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级领导周作宇出席开题会并讲话和致辞。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课题参与高校的 30 余位代表参加了开题会。

开放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等期刊、媒体的 10余位代表旁听了开题会。开题会由北京师范大

学社科处处长范立双主持。 

“教育信息化与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s）战略研究”国家重点课题由北京师范大学牵

头，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国家开放大学等单

位，以协同创新模式共同开展研究。本次顺利开题，标志着该课题正式进入研究阶段。 
6.3.3 教育学部在 2014 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中获得佳绩  

  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评价研究中心”）联合书

报资料中心研制的 2014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及《研究报告》已经正式

发布。教育学部教育学转载量排名第 1，综合指数排名第 1，教育学部期刊《比较教育研究》、

《教育学报》在教育学期刊综合指数排名前 10，《教育学报》全文转载率排名第 3，《比较教育

研究》全文转载量排名第 6。 
6.3.4 何克抗教授荣获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终身成就奖 

5月 25至 29日，第 19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在台北召开。大会授予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何克抗教授“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终身成就奖”荣誉。    

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GCCCE：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是由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主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自创办以来，曾先后在

广州、香港、澳门、新加坡、中坜、北京、南京、夏威夷、兰辛等地举办，在全球华人计算机

教育应用研究领域中有重要的影响力。    
6.3.5 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和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
学举行 

  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和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于 2015年 6月 23日上午在北京师

范大学联合举行了教育部-英特尔信息技术专项科研基金项目“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暨教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成果发布会，来自国内外高校、

中小学和教育主管部门和新闻媒体的 300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发布会。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雷

朝滋、英特尔中国区企业事务部总经理朱文利、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黄永林、北京师范大学校

长助理陈丽出席发布会并致辞。 

  “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项目由中心副主任黄荣怀教授牵头，联合华中师范大学、华

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天津

外国语大学等 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60 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和学者，以及 50 多位来自中国香

港、中国台湾、新加坡、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印度、韩国、阿拉伯联盟等

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共同完成。2014-2015 年度“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项目确

立的研究重点是国内外教育信息化比较研究，即从不同的研究范畴包括硬件建设、资源建设、

教学模式创新、学习环境构建、教师专业发展策略等方面分别开展国内外对比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205 

 

6.3.6 教育学部 3 份学术期刊入选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七版） 

近日，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 年版编委会通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三份学

术期刊《比较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教育学报》均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

七版），且排名均在教育学类前十名。     

多年来学部三份期刊坚持遵循学术期刊出版规律，严格执行学术规范，以学术质量作为选

稿用稿的唯一标准，办刊质量不断提高，一直被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

刊、CSSCI来源期刊等公认的权威期刊评价体系收录，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未来学部三份学

术期刊将继续深化改革，再创佳绩，为我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教育学科建设做出更

大的贡献。 
6.3.7 提升教育研究水准，打造新型教育学术出版交流平台——第二届教育学学术研究
与出版大会会议成功举办  

8月 21—23 日，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教育学学术研

究与出版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开幕。27位来自《Curriculum Studies》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cher》《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等国内外顶尖教育

学术刊物主编、编辑与来自国内 25个省市 108 个科研院所的 257位教育科研人员参会。本届大

会主题是“什么是好的教育研究”，通过主题演讲、分论坛、讲座、学术沙龙、研究生论文评奖

等多种形式，从教育研究思想方法、国际研究范式、教育期刊定位、学术研究与出版等方面深

入探讨了什么是好的教育研究。 
6.3.8 顾明远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大系》首发出版座谈会成功召开 

  8月 28日，由顾明远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大系》首发出版座谈会在学部召开。教育学部

资深教授顾明远，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陶西平，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

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主任田慧生以及北京大学陈晓宇、学部部长石中英、首都师范大学孟繁华等教育专家学者，湖

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李晓刚，湖北教育出版社社长方平等出席了会议。 

  《中国教育大系》是一套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大型系列丛书，凝聚了几代学人的心

血之作，汇聚三千万字的鸿篇巨制。大系共 12卷，对中国自先秦至 21世纪初的教育发展史进

行了全面梳理，系统总结和呈现了中国历代的教育文献资料及研究成果，集权威性、系统性、

学术性、资料性、实用性于一体，为世界了解、研究中国教育打开了一扇窗，堪称最具权威性、

全面展示中国教育的百科全书。 
6.3.9 2015 年度全国高校教育学院院长联席会议成功召开 

9月 18日至 19日，由全国高校教育学院院长联席会主办，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承办的

2015年度全国高校教育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在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报告厅顺利召开，会议以“教

育（教师教育）学院与中小学合作伙伴关系”为主题。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

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 60多所国内高校的 100多位教育学院

院长及学者、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教育科学研究》杂志社等多家媒体

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与会代表齐聚一堂，共襄盛会，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6.3.10 《2015 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于 2015 年 9月 20日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2015中国

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发布会。发布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

余胜泉教授主持，国家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雷朝滋先生、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李奕委员、美国新

媒体联盟 CEO Larry Johnson 先生、北京师范大学陈光巨副校长出席并致辞，参加会议的嘉宾

还有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新民先生、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单志广研究员、

科技部智慧城市首席科学家熊璋教授、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秘书长夏国民先生、天津和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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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长张素华女士。另外还有来自部分省市教育部门的领导、专家、业界代表以及师生共

160 余人参加了发布会。 

《白皮书》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牵头立项，由网龙华渔教育公司资助并参

与组织，联合来自相关领域的高校及科研机构近 30位专家和学者共同完成。《白皮书》从智慧

城市建设发展的视角全面解读了智慧学习和智慧学习环境，在国内各行政区域采集基础数据信

息，监控智慧学习环境领域发展状态、广泛开展产业调查，通过真实的数据反映了中国智慧学

习环境的发展水平。 
6.3.11 校领导参加教育学科资源建设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9月 30 日上午，图书馆与教育学部全面战略合作座谈会暨教育学科资源建设工作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在图书馆季端厅举行。陈光巨副校长出席会议并致辞，教育学部 13位教师代表、3

名学生代表，图书馆部分馆领导及馆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图书馆张奇伟馆长主持。 
6.3.12 第二届‚明远教育奖‛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2015年 10 月 30日上午，第二届“明远教育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京师厅

隆重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顾明远教育研究发展基金（以下简称

“明远教育基金”）理事长董奇、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明远教

育基金”终身名誉理事长顾明远以及来自海内外的 200余名专家、学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出席

本次颁奖典礼。 

此次评奖，经专家通讯评审、专家会议评审、理事会审议和对外公示，共推选出 6名教育

实践工作者、6份教育研究成果和 2名面向海外的中国教育研究杰出贡献奖得主。 
6.3.13 《教育大辞典》（第三版）编撰出版启动会召开 

2015年 12 月 5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上海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第

二会议室联合召开了《教育大辞典》（第三版）的编撰出版启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余名专

家学者、出版社代表和数字媒体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启动会上，与会代表均表示愿意为这项

教育学科基础工程做贡献，并就编撰工作的原则、框架、规范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6.3.14 教育学部喜获 9 项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结果已公布。此次共评选出 908

项获奖成果，其中教育学科 73项。教育学部共有 9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1项，二等奖 4 项，

三等奖 4项。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由教育部设立，用于奖励对推动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有重要贡献的科研成果，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奖项。 

表 138  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结果 

获奖者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获奖等级 

顾明远等 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 著作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2.12 一等奖 

褚宏启 
教育现代化的路径——现代教

育导论（第 2 版） 
著作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11 二等奖 

杜育红等 

教育政策的监测与评价研究—

—以“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

项目影响力评价为例 

著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08 二等奖 

庞丽娟等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报告 著作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01 二等奖 

檀传宝等 
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历

史变迁与中国公民教育的选择 
著作 人民出版社 2011.09 二等奖 

梁威等 
撬动中国基础教育的支点——

中国特色教研制度发展研究 
著作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11 三等奖 

王雁等 中国特殊教育教师培养研究 著作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03 三等奖 

薛二勇 

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标

体系的构建——当前我国深入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

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04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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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 

周慧梅 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 著作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2 三等奖 

6.3.15 教育学部获批 3 项 2015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201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结果已经公布，教育学部有三

个项目获得立项，分别是周作宇教授申报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中的纪律建设、德治礼序和权

力配置协调机制研究》、杜育红教授申报的《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及贡献研究》、姚云教授申报

的《我国社会需求变化与学位授予体系发展前瞻研究》。教育学部近五年来在该项目上的立项数

取得了新的突破。 
6.3.16 教育学部与斯普林格出版社举行外文丛书签约仪式及外文论文发表与著作出版
研讨会成功举行  

11月 25日下午，教育学部与斯普林格出版社在英东楼 352会议室举行外文丛书

Perspectives on Rethinking and Reforming Education 签约仪式，教育学部石中英部长、余

胜泉副部长、斯普林格出版社人文社科学科编辑总监 Myriam Poort、人文科学执行编辑李琰、

教育学科助理编辑张淼以及学部部分已出版外文著作的老师与学科办办公室人员参加签约仪式，

活动由余胜泉副部长主持。 

为进一步促进学部老师的外文论文发表与著作出版，签约仪式后，学部与斯普林格出版社

举办了外文论文发表与著作出版研讨会，分享外文论文与著作写作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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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际交流合作与港澳台工作 

7.1.  接待国外及港澳台代表团来访情况 

5月 4日-5日，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简称 NIE）院

长 TAN Oon Seng教授一行三人访问教育学部。陈光巨校长出席会见，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教授、

副书记毛亚庆教授陪同会见。长期以来，NIE 与我校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TAN Oon Seng院

长此次来访意在能够深化与教育学部的合作关系，探讨互派学生海外实习的合作方案以及教师

交流项目的契机。教育学部对 TAN Oon Seng 院长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并且将进一步商讨细化

两校的合作方案。5 月 5日，NIE专门负责实习项目的副院长 Prof. Chong及 Prof. Tan还分别

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及三帆中学进行考察。 

NIE院长一行对此次访问感到非常满意，且体验了中国学校的教学方式方法，对我校的热

忱接待表示衷心感谢。 

 

图 28  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来访 

10月 20日上午，巴西圣保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Belmira Bueno 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四

楼 206教室为教育学部做了题为“教师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学术讲座。讲座围绕如何使用科学

技术进行教师培训，帮助他们获得学位这个问题，介绍了 Belmira Bueno教授主持的一个教师

培训项目。本次讲座由李家永教授主持，50 余位我校师生和闻讯而来的外校老师聆听了此次讲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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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Belmira Bueno 教授做讲座 

讲座之后，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教授、副部长李家永教授、教育管理学院朱志勇教授和教

育基本理论研究所康永久教授会见了 Belmira Bueno 院长。他们相互介绍了各自学院的情况，

并就学生交换、教师交换、科研合作等事宜进行了交流。双方均表达了合作意向，日后将继续

探讨具体的合作方案。 

11月 23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育和社工学院院长 Diane MAYER教授率领代表团访问了

学部。学部领导和代表接待了悉尼代表团。澳方代表有 Frances WAUGH副院长，Janette BOBIS

主任，Alyson SIMPSON主任，Antony WELCH 教授，Jennifer WAY 副教授和 David EVANS 副教

授。Robert TIERNEY 教授也参加了会谈。学部代表有石中英部长，李家永副部长，朱旭东副部

长，余胜泉副部长，刘强部长助理，檀传宝教授，董艳副教授。 

Mayer院长及石中英部长就全天的会议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和点评。会议决定建立定期

会晤机制，以便及时了解参加合作研究的教授和团队的困难和要求，更好地支持各方的研究。

石部长还高度赞赏了北师大 7个科研团队展示的研究计划，表示希望和悉尼大学的团队进一步

完善这些计划，并提出几点要求：1. 加强问题前沿性；2. 研究方法要具体化；3. 研究组织方

式上要考虑国际合作研究的特点；4. 研究成果上要有所展望。 

7.2.  出访国外及港澳台情况 
7.2.1 教育学部师生参加美国 2015 年 AERA 年会并举办招待会 

4月，教育学部代表团赴美国参加了美国教育研究联合会（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以下简称 AERA）年会，成功举办招待会并访问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本届年会的主题为"Toward Justice: Culture, Language, and Heritage in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xis"；下设 2600个报告组，有 14000 人注册参会，实际参会人数近 20000人。

教育学部有 7 位教师和 3 位学生的论文被大会接收，在 4 天的会议期间，教育学部师生在小组

会、圆桌会和张贴论文等多个环节做了 9 场报告（详见附表），获得了与会人员的积极回应和

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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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晚上，学部联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了招待会，200 多位各国来宾参加了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石中英部长和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Stephen Andrews 院长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出席

招待会的外宾有香港大学前副校长程介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前副校长侯杰泰教授、原伦敦大

学教育学院（现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荣休院长 Geoff Whitty教授、我校兼职教授原悉尼大

学教育学院院长 Robert Tierney教授、我校客座教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Gerard 

Postiglione教授、新加坡国立教育研究院院长 Tan Oon Seng 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公共大学教

育学院院长 Chriss Walther-Thomas 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Hugh Starkey 教授、多元文化教

育的大家 James A.Banks,教育评价与测量领域的著名学者张华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林

晓东教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院 Mark Rickinson 副院长、休斯顿大学教育学院邹雅莉

教授、西乔治亚大学曹力教授等，以及众多北师大、港大与会师生、校友及各国教育学科领域

的知名专家。该活动进一步深化了海外学术机构及国际合作者与教育学部的交流与合作，进一

步扩大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在教育学科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宣传了教

育学部引进海外优秀人才的各项最新政策，并答谢了中外友人和北师大校友对教育学部发展的

大力支持。 

16日和 18 日，石部长和毛亚庆副部长先后会见了 Geoff Whitty 教授，就开展校长培训和

教师培训项目进行了讨论。 

17日中午，石中英部长会见了美国弗吉尼亚公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Chriss Walther-Thomas

教授和副院长万帼芳教授，就 6月该校来访、签署协议、网络课程和实习项目和开展其他交流

合作交换了意见。 

18日早上，石中英部长参加“国际教育学院联盟”（INEI）成员院长早餐会，与威斯康星

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院，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和伦敦大学学

院教育学院的院长或院长代表就联盟建设和加强学术科研合作交换了意见。院长早餐会讨论的

内容有：1.2015 年 INEI的伦敦会议的安排；2.各教育学部（院）的领导结构及举行副部（院）

长联席会议的必要性与可能性；3.开展博士生项目及联合培养的问题；4.学部（院）之间的双

边交流与合作事宜。当晚，石中英部长和蔡苏老师还参加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院

和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联合招待会，和弗吉尼亚州大学联络招待会。在这两个招待会

上又会见了一大批新老朋友。 

19日早上，石中英部长会见了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Stephen Andrews教授和副院长

Gerard Postiglione 教授。双方就明年在 AERA年会上继续合办招待会、加强在教育领导力、

特殊教育、stem合作和 APEC 会议合作等事宜进行了深入讨论。 

20日，学部代表团访问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与该校教育学院、国际交流处、教育

测量评价中心、研究生院等机构进行了交流。副校长 Sarah Mangelsdorf教授和副教务长 Guido 

Podesta教授分别会见了代表团。双方讨论了签署校级协议以促进教育、地遥等学科深度合作。

石中英部长受刘书记和董校长的委托向副校长致意并转达了访华邀请，副校长愉快地接受了邀

请并表示将安排访问我校。代表团在麦迪逊还会见了学部的老朋友 Michael Apple 教授夫妇和

Adam Nelson教授，看望了在麦迪逊访学的李小红老师。 

表 139  报告情况 

日期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小组 

4 月 16 日(星期四) 张丹慧副教授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evel and 

Student Literacy in Read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16.030 - Impacting What 

Matters: Using 

Assessment to Examine 

Student Outcomes 

4 月 17 日（星期五） 
Lauren Ila 

Misiaszek 副教授 

Developing a Cross-Trajectory, 

Geographically Diverse, and 

Interdisciplinary Network on Gender, 

Division G Section 4: 

Policy and Pracis 

http://convention2.allacademic.com/one/aera/aera15/index.php?cmd=Online+Program+View+Event&selected_box_id=181962&PHPSESSID=5p3peik6lfhdm55t8lmd0aq1k2
http://convention2.allacademic.com/one/aera/aera15/index.php?cmd=Online+Program+View+Event&selected_box_id=181962&PHPSESSID=5p3peik6lfhdm55t8lmd0aq1k2
http://convention2.allacademic.com/one/aera/aera15/index.php?cmd=Online+Program+View+Event&selected_box_id=181962&PHPSESSID=5p3peik6lfhdm55t8lmd0aq1k2
http://convention2.allacademic.com/one/aera/aera15/index.php?cmd=Online+Program+View+Event&selected_box_id=181962&PHPSESSID=5p3peik6lfhdm55t8lmd0aq1k2
http://convention2.allacademic.com/one/aera/aera15/index.php?cmd=Online+Program+View+Event&selected_box_id=181962&PHPSESSID=5p3peik6lfhdm55t8lmd0aq1k2
http://convention2.allacademic.com/one/aera/aera15/index.php?cmd=Online+Program+View+Event&selected_box_id=181962&PHPSESSID=5p3peik6lfhdm55t8lmd0aq1k2
http://convention2.allacademic.com/one/aera/aera15/index.php?cmd=Online+Program+View+Event&selected_box_id=181962&PHPSESSID=5p3peik6lfhdm55t8lmd0aq1k2
http://convention2.allacademic.com/one/aera/aera15/index.php?cmd=Online+Program+View+Event&selected_box_id=181962&PHPSESSID=5p3peik6lfhdm55t8lmd0aq1k2
http://convention2.allacademic.com/one/aera/aera15/index.php?cmd=Online+Program+View+Event&selected_box_id=181962&PHPSESSID=5p3peik6lfhdm55t8lmd0aq1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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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Justice and Praxis 

王熙讲师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s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Morality in Mainland 

China 

Buddhism, Taoism, 

Confucianism, and 

Education in the 21st 

蔡永红教授、申

晓月、雷军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climate, principal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 

teaching expertise.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s of Faculty 

Members in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the 

Professions. 

朱志勇教授 

The Effects of an Academic Support on 

the Transition and Academic Suc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fference 

Academic Supports, 

Educational Outcomes, 

and Assistive Technology: 

Implications for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4 月 18 日（星期六） 

毛亚庆教授 

Experience of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 Policy in 

China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Research: 20 

Years and Beyond. 

石中英教授 

Do Chinese Students Experience Fear 

of Failure? An interview Inquiry from 

Beijing 

Fear of Failure Prevents 

Students From Learning: 

Perspectives From School 

Leaders 

Greg Misiaszek助

理教授 

Environmental Pedagogies through 

Local and Global Lenses: 

Ecopedagogy,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Freirean Pedagogies 

A Freirean Voice in 

International and 

Alternative Education 

4 月 19 日（星期日） 
余凯教授（朱志

勇教授代替） 
小组主席 

Evaluation the Impact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Programs on 

School and Student 

Outcomes 

 
7.2.2 教育学部培训工作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和澳大利亚 

5月 6日至 12日，教育学部副部长毛亚庆教授、培训学院李霆鸣副院长和张鼎权副院长一

行三人，赴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两国就培训合作进行了讨论，强化了教育学部培训学院的国际合

作，同时顺访了和教育学部在教学科研领域有良好合作的几所大学教育学院，务实推进了有关

合作意向。 

5月 6日，代表团按计划访问了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NIE），这所坐落于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校内的独立学院，是新加坡全体教师的培养摇篮，目前跟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及上海市教

委等机构和实质性的项目合作。NIE 主管国际合作工作的吴祖文副院长、国际部主任孔丽娟教

授等接待了访问团，双方领导深入沟通，交换了切实开展两国中小学校长交换培训工作的意见，

并签署了中国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和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在多方面互相支持、携手发展的

合作备忘录。 

5月 7日中午，代表团应邀来到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教育和培训部（DET），维州教育部国

际教育处主任 Sue Christophers女士、改革和优先发展处主任 Dina Guest 女士等多位领导接

待了访问团，双方互相介绍了各自单位的有关情况，研讨了有关信息技术对语言学习和教育培

训的作用和做法等，交谈细致而富有共识。访问团在维州教育部改革和优先发展语言司中文顾

问单力真女士（原北京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处处长）的陪同下，到维州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培训机

构 BASTOW学院考察，与 BASTOW学院院长 Neil Barker 先生，研讨了两国校长培训的现状与问

题，就合作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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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8日上午，考察了墨尔本市的名校 Milgate School。这是一所开设 IB课程的优秀小学，

也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和幼儿园的姊妹校。 

5月 8日下午，代表团到访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与墨大教育学院 Field Rickards院长等

四位主要领导会面，就教育学科博士生交换培养、青年教师联合科研以及中小学校长来访培训

等事项进行了认真磋商，达成了良好的合作意愿。 

5月 8日晚上，毛亚庆副部长等还赴墨尔本 Monash University 的宴请，分享了两校教育

学科进行有关学术合作的意愿和下一步进展，今年 6月间，莫纳什大学的代表将回访学部。 

5月 11日，代表团访问了堪培拉大学教育科技和数学学院，与院长 Geoffrey Riordan 教

授等六位领导，就联合教育领导力等主题的国际学术论坛活动及中小学校长交流事项达成共识。 
7.2.3 教育学部访问团赴澳大利亚三所大学访问 

7月 14日到 18日，教育学部访问团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育心理与社会工作学院、新南

威尔士大学教育学院和昆士兰理工大学教育学院进行了访问交流。访问团由石中英部长率领，

余胜泉副部长、马利文副教授、裴淼副教授和学科建设办公室刘洋老师参加。 

访问团在悉尼大学期间，悉尼大学教育心理与社会工作学院 Diane Mayer院长及学院相关

负责人、教师代表以及悉尼大学国际合作处的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谈。双方围绕 2013年以来教

育学部与教育心理与社会工作学院的国际合作项目进展、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的进一步合作进

行了深入的讨论。 

会谈中，我方提出为推动双方持续深入的合作，促进双方教师、学生的互动交流和联合发

表，成立国际合作研究中心，该建议得到了对方积极的回应，悉尼大学国际合作处相关负责人

也表示大力支持，希望能够促进双方的全方位合作。同时，Mayer 院长也应邀将于今年 11 月到

教育学部访问。 

访问团一行还到新南威尔士大学教育学院进行了访问，受到了院长 Chris Davision 教授及

教师代表的热情欢迎，双方分别介绍了各自的研究领域，在信息技术教育、价值教育、教师教

育、教育戏剧、教育评价、语言教育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同时双方签署了合作意向协

议，积极推动双方在科研和教学等多领域的合作。 

7月 16日，访问团对昆士兰理工大学教育学院进行了访问，昆士兰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执行

院长 Ann Farrel教授和相关院系负责人以及国际处负责人出席了会谈。双方选定了今年年底在

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博士论坛方案，讨论了 2016年在北师大举办的 STEM会议主题，介绍了研

究领域和研究项目，探讨了下一步科研合作的模式。 

访问期间，访问团一行还会见了在昆士兰大学和昆士兰理工大学的五位学部校友，详细了

解校友们的生活与学习，听取他们对母校学习和留学的收获与体会。 
7.2.4 周作宇副校长和李家永书记赴日本参加东亚教师教育联盟年会 

10月 30日-11月 2日，李家永书记和袁丽老师陪同周作宇副校长赴日本参加东亚教师教育

联盟年会并访问了名古屋大学。 
7.2.5 教育学部师生赴日本参加第六届中日教师教育学术研讨会 

11月 5日至 9日，“第六届中日教师教育学术研讨会”在日本鸣门教育大学举行。本次会

议主题为“教师与教育的质量保障”，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日本鸣门教育大学、上越教育大学、

爱知淑德大学、育英短期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共计 101 位师生参与了此次研讨会。教育学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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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英教授带领学部二十位师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图 30  第六届中日教师教育学术研讨会 

11月 7日，在大会开幕式上，鸣门教育大学校长田中雄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

长石中英教授等进行了开幕讲话。他们对“中日教师教育学术研讨会”的历史进行了回顾，高

度评价了这一会议对于中日两国教师教育以及学术交流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与价值。接着，田中

雄三校长与石中英部长进行了主题演讲：田中校长的演讲题目为《教员培训改革——围绕着教

员的“质”的高度化》，提出了实现高质量教师职前教育的个人观点；石中英部长的演讲题目

为《“教师质量”的概念分析》，从哲学视角对不同教师质量观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剖析，其观

点获得了与会者的高度好评。之后，鸣门教育大学理事西园芳信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李琼教授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介绍了日中教师教育的变革以及面临的挑战。 

11月 8日，根据大会设定的三个分主题，教育学部师生及日本部分参会者进行了分组发言，

就教师教育的质量保障以及措施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与讨论。会议期间，石中

英教授与田中雄三教授就下一届中日教师教育年会的相关事宜进行了交流，达成了一些初步的

意见与共识。 

在日本期间，教育学部参会师生参观了鸣门教育大学附属幼儿园、小学以及特殊支援学校，

通过校长讲解、观摩课堂、与小学师生共同进餐等活动，学部师生近距离感受了日本学校的办

学理念、课程与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实践情况。 

此次会议聚焦教师质量这个重要命题，教育学部师生与日本研究人员围绕教师教育质量问

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交流，拓展和深化了对教师教育的认识与理解，不仅有助于推动两国教

师与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与实践发展，并且为北京师范大学与鸣门教育大学的进一步深入合

作与交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7.2.6 学部代表团赴英国参加国际教育学院网络年会 

国际教育学院网络 INEI（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于

11 月 19日至 11月 21日于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举行。石中英部长、江丰光副教授与在英国

伦敦教育学院进行访学的马宁副教授代表学部出席了会议。国际教育学院网络旨在国际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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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教育者的经验和成就，每个成员单位均在其教育和研究领域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此次会

议对于进一步加强国际间教育学院的合作与交流、建立起教育对话机制、提升国际影响力具有

重要意义。 

年会分为学术会议和各学院院长会议两部分。学术会议部分首先安排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教育学院 Simon Marginson 博士的专题演讲，主题为高等教育社会上持续的问题与反思全球趋

势。第二阶段围绕着 INEI间合作科研，由入围 INEI合作科研项目的两个团队进行陈述与答辩，

最后安排分组交流研讨如何通过 INEI 这一平台有效促进彼此间研究与合作的有效连结。会议还

就如何有效促进 INEI 成员之间的教职员与学生之间的国际交流进行了研讨。 

院长与助理院长会议就 INEI 的重要发展事宜进行了商议探讨，主要内容有：（1）回顾 INEI

的发展历程、使命及成绩；（2）联盟应确定更符合本地需求的目标；（3）秘书处已经建立了

基本数据库以便于科研合作，未来将建立联盟间学术科研网络；（4）联盟的名字修订为国际教

育学院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ducation Institutes）；（5）各联盟成员要通过

电话会议、共建数据库、网络联系等方式加强联系沟通，一道致力推广 INEI，提高联盟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6）推进知名专家学者与学生在 INEI 联盟机构之间的交流，并促成 INEI国际学

程事宜；（7）改善提案请求执行过程；（8）执行副院长或院长助理例会机制，定期相互分享

成功案例和工作经验；（9）决定 2016 年的国际教育学院网络年会将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

逊分校教育学院以国际会议形式主办，2017 年的年会将由南非开普敦大学教育学院承办；（10）

通过了关于预算的文件。 

 
图 31  石中英部长与与会的其他教育学院院长合影 

 

7.3.  在京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情况 
表 140  在京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 

序 中文会名 英文会名 会议时间 
中方代

表人数 

外方代

表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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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日国际理解教育研讨会 
Sino-Japan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05.08 75 14 

2 

“跨国教育纠葛：十八世纪

以来的东亚和‘西方’”国

际研讨会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ransnational Entanglements In 

Education: East Asia And The 

“West” Since The 18th Century 

08.20-21 5 15 

3 
金砖国家大学校长论坛之教

育分论坛 

BRICS University Presidents 

Forum (Education Panel Session) 
10.17-18 13 15 

4 欧盟伊拉斯谟项目会议 

The Forthcoming MARIHE 
Consortium Meeting 

 
10.19-23 7 7 

5 

中芬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成

立座谈会暨中芬教师培训与

交流项目质量保障体系研讨

会 

Forum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no-Finnish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enter and the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Workshop On Sino-Finnish Teacher 

Training and Communication 

Project 

10.23 40 10 

6 
中欧大学领导力能力建设项

目会议 
LEAD Project Meeting 10.24 7 5 

7 中欧博士生教育项目会议 EU-China DOC Project Meeting 10.24 7 5 

8 
北京师范大学-日本京都大

学博士生论坛 

The 6th BNU-Kyoto University 

Doctoral Forum 
11.23 6 6 

9 

北京师范大学-昆士兰科技

大学-卡尔加里大学博士生

论坛 

The 1st BNU-QUT-UoC Doctoral 

Forum 
12.16-19 11 14 

7.3.1 金砖国家大学校长论坛教育分论坛 
10 月 17 日，金砖国家大学校长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下午，由教育学部承办的“新

挑战、新举措 21世纪金砖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分论坛在北师大英东学术会堂举行。 

分论坛首先举办的简短的开幕式，由来自金砖五国的代表致辞，巴西圣保罗大学教育学院

Bueno 院长、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 GUBIN 教授、印度尼赫鲁大学 KHADRIA 教授、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李家永副部长和南非开普敦大学 Jappie 教授分别向分论坛表示祝贺，并感谢北京师

范大学的精心准备和周到接待。 

主题报告后，14位外国学者和 9位中国学者在 2天内进行了发言。王英杰教授代表教育分

论坛在大会闭幕式上做了总结发言。 

 

图 32  金砖国家大学校长论坛教育分论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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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跨国教育纠葛：十八世纪以来的东亚和‘西方’‛国际研讨会 
8 月 20-21 日，由世界教育史常设会议（International Standing Conference for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SCHE）、德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主办的“跨国教育纠葛：十八世纪以来的东

亚和„西方‟”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ransnational Entanglements In Education: East 

Asia And The “West” Since The 18th Century）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成功召开。来自中国、

德国、英国、美国、墨西哥、新西兰、韩国、香港等八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机构的 20 多位学者

参与了这次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院长郭法奇教授和世界教育

史常设会议主席 Eckhardt Fuchs 教授分别为研讨会致辞。 

在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七位主题发言人分别就教科书、学生与毕业生、学校、教育

思想与实践、全球化与国家教育等主题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内容，并与与会的学者们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本次研讨会充分展现了国际教育史研究的前沿动态，体现了教育作为一个全球性事业

在国家间的微妙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历史维度上体现出来的迷人魅力和对国家政治社会的重大

影响。 

7.3.3 中芬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质量保障体系研讨会 
10 月 23 日下午，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承办、芬兰坦佩雷大学协

办的“中芬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质量保障体系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二层第五会议室

召开。北京师范大学周作宇副校长、我院顾明远教授、刘宝存教授、滕珺副教授、刘强副教授

以及来自芬兰大使馆、坦佩雷大学的专家学者共 50 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周作宇副校长首先代表学校对前来参加研讨会的中外专家表示热烈地欢迎。他对中国和芬

兰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在教育、文化、科技方面日益频繁的交流做出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他还

对我院和欧洲的三个大学启动了伊拉斯谟项目表示了赞赏，表示该项目对我校引领用英文面向

国际学生的授课起到了积极的带头和引领作用。坦佩雷大学副校长 Harri Melin 在致辞中一方面

充分肯定了中芬当前合作的良好势头，尤其是与我院在教育方面的合作。他还就芬兰教育为何

领先世界做出了评价，认为芬兰对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科研持续的投入是取得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我院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在致辞提及今年 5 月去芬兰交流访问的经验。对芬

兰教师的高专业水平给予了肯定，并对芬兰高等学校培养教师的机制、培养教师的方法表示认

可。致辞后坦佩雷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与交流中心的 Seppo Holtta 先生与我院滕珺副教授简要地

介绍了双方合作情况 

在中芬经验交流部分，芬兰驻华大使馆教育参赞 Mika Tirronen 先是对 Educluster 项目做了

介绍，既介绍了中方教师去芬兰参加培训的案例，也对芬兰专家来华讲座做了分析，还展示了

学员评价信息等内容。接下来的一小时则由来自北京市朝阳教研中心的杨碧君主任、大连金州

新区文体局的宫学莉副局长、坦佩雷大学教育学院 Risto 院长、山东潍坊广文中学赵桂霞校长、

全国中小学继续教育网的张晓明总编以及坦佩雷大学附属学校的 Vesa 校长等六人，分享了他们

各自领域与行业中中芬交流、合作的案例、经验与困惑，以及他们对将来中芬进一步开展合作

的期望。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外事处樊平军博士与坦佩雷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Antti Lonnqvist 则在

之后共同分享了中西部校长培训的经验以及中芬在该领域的今后合作情况。 

最后，坦佩雷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与交流中心蔡瑜琢副教授与我院滕珺副教授共同发布中芬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质量保障共识。并对“质量”以及“如何确保质量”这两个核心问题做了诠

释。双方共同表示，质量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输出和学习单向的质量，更重要的是指在双方相

互学习、相互经验分享的过程中，怎么来共同提升彼此专业的能力。 

7.3.4 第六届北京师范大学-京都大学博士生论坛 
11 月 23 日，第六届北京师范大学-京都大学博士生论坛在我校成功举办。京都大学大学院

教育学研究科长子安增生教授率团参加此次论坛，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博士生及国际

学生参加此次论坛并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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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京都大学博士生论坛已经连续举办六年，今年论坛主题“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in Asia”紧扣当下教育国际化热点问题，论坛期间，来自台湾、日本、蒙古国以及加

拿大的同学们结合自身研究课题，各自发表了相关论文，进行细致深入的学术交流。 

11 月 24 日，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教授还同子安增生研究科长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未来五

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将继续扩展合作，为促进中日两国

在教育学科发展方面做出贡献。 

7.3.5 第一届北京师范大学-昆士兰理工大学-卡尔加里大学博士生论坛 
12 月 16 日至 21 日，第一届北京师范大学-昆士兰理工大学-卡尔加里大学博士生论坛在我

校成功举办。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教育学院领导 Mary Ryan 教授和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

育学院 Janet Groen 教授率团参加此次论坛，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博士生及国际学生参

加此次论坛并发表演讲。 

12 月 16 日上午，论坛举办了开幕式，刘强部长助理主持开幕式。今年参加论坛的正式代

表和往年参加过论坛的师生共计 40 余人欢聚一堂。周作宇副校长出席了开幕式并代表学校致辞。

李家永副部长、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教育学院领导 Mary Ryan 教授和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教育学院 Janet Groen 教授分别致辞。 

今年论坛的主题为“国际化背景下的教育改革：澳大利亚、中国和加拿大”。18 位博士生结

合自身研究课题，各自发表了研究汇报，彼此进行细致深入的学术交流。论坛期间，三校博士

生同赴京师实验小学，亲身感受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小学课堂。连续四天半的交流讨论不仅扩

大了彼此的研究视域，也增进了三校学生的友谊。 

今年是北京师范大学-昆士兰理工大学博士生论坛连续举办的第十年，卡尔加里大学首次加

入论坛，也使得今年成为昆士兰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卡尔加里大学博士生论坛的第一年。我

们相信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该博士生论坛也会持续壮大发展。 

7.4.  资助出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表 141  7 位教师受全额资助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 

学术机构 参会人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院 
刘宝存 CIES 03.08-13 

滕  珺 CIES 03.08-13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 李敏谊 
PECERA 2015 会议暨英文

书稿主编会议 
07.22-26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班建武 
第 41 届国际道德教育年

会 
11.04-08 

杜  亮 
第 67 届日本教育社会学

会（JSES）年会 
09.09-10 

张莉莉 中日教育研讨会 01.29-02.02 

教师教育研究所（教师教

育研究中心） 
桑国元 

17th Biennial 

International Study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and Teaching 

Conference (ISATT) 

07.13-17 

表 142  4 位青年教师受资助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学术机构 参会人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刘云波 CIES 03.08-13 

高等教育研究所 方  芳 CIES 03.08-13 

教育技术学院 江丰光 

K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mart 

Education and 

E-Learning (SEEL-15). 

06.17-23 

特殊教育研究所（系） 张悦歆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ecial 
07.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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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7.4.1 刘宝存教授参加北美比较教育学会 2015 届年会 
3 月 8 日至 13 日，“北美比较教育学会 CIES 2015 届年会”在赴美国华盛顿举行，北京师范

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刘宝存教授参加了会议。 

在大会上，刘宝存教授做了题为 The English-taught MA and PhD Program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Dilemma of Acculturation of both Chinese Professor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的专题

演讲，并引起了参会人员的热烈讨论。 

刘宝存教授是该届年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并应邀参加了针对博士生的“speed mentoring”活动。 

会议期间，刘宝存教授与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秘书长 Brian Deman、世界比较教育学会

联合会财务长 Heidi Biseth、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研究委员会主席 Michele Schweisfurth，就

2016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第 16 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的筹备工作了多次细致而深入的讨论，

并取得多项实质性进展。各方对大会筹备工作表示满意，并非常期待在北师大召开的第 16 届世

界比较教育大会。 

在会议的高等教育专题组（Higher Education SIG）会议上，刘宝存教授应邀介绍了根据 2014

年在北京召开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成立、设在我院的 APEC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背

景、宗旨、主要任务、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等基本情况，并欢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学者积极参

与该中心的各项工作。 

7.4.2 李敏谊教授参加 PECERA 2015 会议暨英文书稿主编会议 
为了更好地参与国际对话和合作，并促进学科的发展和提升个人的研究能力，李敏谊教授

在学部 985 经费资助下在 7 月底参加了 PECERA 2015 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国际会议。利用参

加会议的便利，李敏谊教授与 New Frontier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英文系列著作第二辑中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 Asian-pacific experience 一书

的另外两位主编 Jill Fox（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高级讲师）和 Sue Grieshaber（澳大利亚莫纳什大

学教授）通过两天的密集会议，完成了英文书稿的编辑工作。此外，李敏谊教授还顺道参观访

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著名的学前教育机构 Gowrie Child Care Centre。
7.4.3 学部德育团队参加第 41 届国际道德教育年会 

11 月 4-8 日，檀传宝教授、班建武副教授和林可博士一行三人，参加了在巴西举办

的第 41 届国际道德教育年会。本次年会由国际道德教育学会（AME）主办、巴西圣保

罗大学承办。参与本次大会的代表主要有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芬兰、巴西、西

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瑞典、冰岛、新西兰、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哥伦比亚、

智利、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参会人数约 200 人。来自中国的与会代表除了北京师范大

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团队之外，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单位十

余位学者。 

班建武博士在会上发表了与檀传宝教授的合作论文 “‘Citizen’or ‘Simin（私

民）’? — Analysis of the survey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civic virtue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论文从政治德性、社会德性和经济德性三方面

介绍了当代中国大陆中学生公民德性的主要特点、问题及其社会根源等。 

林可博士在会议上报告的题目则是“Learning morality and citizenship through online 

participation: three paradigms of cyber civic learning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报告对当前中国大学生的网络公民态度、公民行为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的分析，构建了学生网络公民素养形成的基本模型，也初步揭示了提高学生网络

公民素养的若干教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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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林可博士在做主题报告 

7.4.4 青年教师刘云波博士、方芳博士参加 CIES 第 59 届年会 
3 月 8 日-13 日，刘云波博士和方芳博士参加了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召开的美国

比较与国际教育会议（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CIES）第 59 届

年会。本届 CIES 会议以“人道待人！想像一下遍布全球的人文主义教育（Ubuntu! 

Imagining a Humanist Education Globally）”为会议主题，在六天内举行了约 500 场学术

研讨会，参加人数有 2000 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涉及了比较教育学、教育社会学、

教育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覆盖了高校学者、研究机构、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实践

者、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等多种群体组织，展现出 CIES 会议的跨文化、国际化和多

元化的特点。 

在本次会议上，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的刘云波博士做了题为“Study on 

the stratifi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的演讲，从院校的升格、生源名额

的分配、专业的设置结构以及公共财政经费的分配等多个维度刻画了中国高职高专院校

内部的分层及其影响，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和讨论。 

在 3 月 11 日举行的第 59 届 CIES 的颁奖典礼上，ITA（International Travel Awards）

主席宣布方芳博士获得该学会提供的国际旅行奖金资助。该奖项由金融家乔治·索罗斯

等捐赠设立，用以表彰那些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改革方面做出优秀成绩的教育研究者和实

践者，并资助其参加 CIES 年会。本届年会根据申请者提供的个人简历和研究论文共选

出了八名获奖人。朱志勇教授（2010）、余凯（2011）教授也曾获此荣誉。 

7.4.5 江丰光副教授参加 2015 年智能数字未来国际研讨会-智能教育与数字学
习分会场 

6 月 17-23 日, 江丰光副教授参加在意大利举办的 2015 年智能数字未来国际研讨会

-智能教育与数字学习分会场。本次大会共来自全球约 30 多个国家，约 100 多位参会基

本上大多数为欧洲国家，大会共安排论文报告与海报论文展示。江丰光副教授的论文最

后被收录在 SMART EDUCATION AND SMART E-LEARNING 专书中。 

7.4.6 资助张悦歆参加第一届国际特殊教育大会 
7 月 28 日-31 日在泰国曼谷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特殊教育大会。大会由东南亚教育组

织部长联盟（The Southeast Asian Ministers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 (SEAMEO)）主办，

联合国儿基会、国际视障教育协会、日本筑波大学、香港教育学院、美国柏金斯盲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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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旨在为亚洲和国际特殊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区域化的交流机会和平台。 

 

图 34  国际视障协会主席主题演讲 

张悦歆在本次会议的全纳教育主题分会场做了关于“中国社会对视障人的态度及其

对全纳教育的潜在影响”的报告，与同仁们分享了研究成果以及中国视障儿童全纳教育

的现状、问题和挑战。 

7.4.7 资助张莉莉赴日本参加中日教育研讨会 
1 月 29 日到 2 月 1 日，张莉莉和郑新蓉、魏曼华、胡燕老师一起到日本早稻田大学

参加了学术交流活动，包含学术会议、座谈和参观访问等，具体见附录日程。 

在学生会议上，张莉莉做了“与女孩在一起：对一位非正规教育工作者的口述史研

究”报告，并提交了论文。还与早稻田大学分管外事交流的老师进行了会面，并和多次

来访中国的学生和老师进行了深入的跨文化交流。 
7.4.8 资助桑国元出席 ISATT2015 会议 

 7 月 13-17 日，教育学部教师教育研究所 5 名教师出席由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承办的

第 17 届国际教师与教学研究协会（ISATT）学术会议。其中，桑国元老师和宋萑老师获

得教育学部资助。 

7.5.  境外学者讲学授课情况 
7.5.1 2015 年度客座教授 

专家姓名 客座教授聘期 国外工作单位 

Andreas Schleicher 2015 年 – 2020 年 

Director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Special Advisor on Education Policy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OECD 

专家简介： 

    Andreas Schleicher 教授作为 PISA 项目的负责人，早在 2010 年中国第一次参加 PISA 测试的时候就来

过我校，并接受教育学部教师张丹慧博士的专访，反响强烈。2014 年 6 月 23 日-26 日，Schleicher 教授又

应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教授的邀请专程来我校讲课，受到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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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eicher 教授一直与我校保持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也非常积极支持我校举办的各项活动。 

7.5.2 2015 年度引智项目——学术大师项目 
专家姓名 国外单位 项目简介 来访时间 邀请人 

Thomas Stanly 
Popkewitz 

(托玛斯·波克维

茨) 

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麦迪逊

分校课程与教学研究院；终身

教授 

授课主题：Challenges of 

Social and Educational 

Change and the 

Impracticality of 

Practical Research （社

会与教育变革的挑战及

实证取向研究） 

05.11-19 王本陆 

波克维茨教授在今年 5 月 11—19 日的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大师研究生授课项目中，通

过 5 次授课，全面介绍了其社会认识论理论框架下的美国课程研究新进展。在为期一周

的讲学活动中，波克维茨教授共做了五场精彩的讲座，并由课程与教学研究院阚维副教

授担任现场翻译。 
7.5.3 2015 年度引智项目——校级重点团队项目 

序 专家姓名 国外单位 项目简介 来访时间 邀请人 

1 

李 辉 香港大学 
“学前教育政策与评
价”国际合作研究与

教学改革项目 

04.01-04.12 学前教育
研究所   
（洪秀
敏） 

James Elicker Purdue University 05.24-05.31 

Hsueh, Yeh 
University of 

Memphis 
12.10-12.20 

2 

Qin Gu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教育领导与学校发展 

 

05.10-05.17 
教育管理

学院 

（ 朱 志

勇） 

Christopher Day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06.20-06.25 

Peter Kutnick 
King’s College 

香港大学 
11.01-11.06 

3 

Paul Hart Regina University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

育研究生系列课程 

05.15-05.31 

课程与教
学研究院 
（田青） 

Philip Payne Monash University  05.14-06.08 

张子超 
台湾师范大学环境教

育研究所 
05.14-05.21 

小泽纪美子 日本东京学芸大学 05.24-06.07 

4 

Gita 
Steiner-Khamsi 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与南南教育发展

合作 

10.10-10.13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刘宝存) 

Adem Awol Endri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

洲国际研究所 
12.05-12.13 

Allan Pitman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11.21-11.28 

Keith Lewin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 10.07-10.16 

5 Maxim Skryabin ITMO University 
MOOCs 与开放教育资

源 
12.07-12.15 

教育技术

研究院 

(陈丽) 

7.5.4 2015 年度引智项目——单位重点及单位常规项目 
序 专家姓名 国外单位 讲学题目 来访时间 邀请人 
1 Ulrich Teichler 德国卡塞尔大学 高等教育与就业 05.13-05.15 刘  敏 

2 

Martha 
Cleveland-innes 

阿萨巴斯卡大学 
开放教育资源 

在线课程中学生对移
动设备的应用 

05.26-06.2 陈  丽 

Mohamed Ally 05.28-06.04 陈  丽 
Rory McGreal 05.28-06.04 张婧婧 

3 

Azita 
Manouchehri 

俄亥俄州立大学 
基于问题解决的数学
课程与教学联合授课

计划 

05.21-06.03 
课程与教
学研究院 
（綦春
霞） 

蔡金法 美国特拉华大学 08.07-08.13 
范良火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05.21-06.03 

李业平 
德州农工大学教育学

院 
07.05-07.11 

4 Johanna Kallo 芬兰图尔库大学 
OECD 政策评估对成员
国高等教育治理的影
响：以芬兰为例 

06.01-06.06 刘宝存 

http://baike.baidu.com/view/42033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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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édéric Ogée 巴黎第七大学 
英国启蒙运动时期的
近代身份与肖像画 

06.08-06.10 刘  敏 

6 Udo Kuckartz 德国马堡大学 
MAXQDA 分析软件系列

讲座 
06.06-06.14 朱志勇 

7 Michal Golan 
The MOFET Institute, 

Israel  

以色列教师与教师教
育、教师教育者的专

业发展 
06.28-07.05 李  琼 

8 Brian Denman 
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

学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n 

Internationalized 
University 

10.19-10.29 顾明远 

9 欧冬舒 香港大学 
国际视野下教育质量
和公平的监测评估 

10.28-11.04 杜  屏 

10 Qi Sun 美国怀俄明大学 
观北美成人教育的研
究视角，谈成人教育
研究的新兴题材 

11.26-12.04 王英杰 

11 
RYU Keikoh 

（刘庆红） 
日本立命馆大学 

中日两国高等教育的
治理与管理 

12.13-12.18 李  奇 

12 Zou Yali 美国休斯敦大学 
教育学的定性研究与

民族志研究 
12.21-12.28 周海涛 

7.5.5 顶尖专家系列讲座 
专家姓名 国外单位/职务 讲座主题 来访时间 邀请人 

林晓东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Growing Skill and Will 07.20 石中英 

7.6.  教师出境访学 

姓名 
派往国别/

地区 

出国（境）

类别 

出国（境）

方式 
邀请单位 出发时间 

预计停留

时间 

黄  宇 日本 

合作研究

（访问学

者） 

国家公派 北海道大学 2015.11.05 1 年 

和  震 美国 

合作研究

（访问学

者） 

国家公派 
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 
2015.08.20 1 年 

郑新蓉 日本 

合作研究

（访问学

者） 

单位公派 

日本鸣门教育大学

/Naruto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015.06.30 6 个月 

曾晓东 日本 

合作研究

（访问学

者） 

单位公派 日本九州大学 2015.08.30 4 个月 

洪秀敏 澳大利亚 

合作研究

（访问学

者） 

国家公派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2015.07.22 8 个月 

桑国元 美国 

合作研究

（访问学

者） 

国家公派 密西根州立大学 2015.11.25 8 个月 

蔡  苏 美国 

合作研究

（访问学

者） 

国家公派 哥伦比亚大学 2015.03.15 1 年 

孙  进 德国 

合作研究

（访问学

者） 

国家公派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2015.09.04 1 年 

侯龙龙 中国澳门 
教师（工

作） 
单位公派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

会文化司高等教育辅助

办公室/Teritary 

Education Services 

Office of Social 

Affairs and Culture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15.05.04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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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爽 中国香港 
博士后研

究 
单位公派 

香港公开大学大学研究

中心 
2015.09.01 6 个月 

陈  桄 加拿大 

合作研究

（访问学

者） 

国家公派 阿萨巴斯卡大学 2015.08.20 1 年 

王懿颖 丹麦 
教师（工

作） 
国家公派 

丹麦奥尔堡大学孔子学

院/ Confucius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at Aalborg 

University 

2015.04.15 2 年 

宋  萑 英国 

合作研究

（访问学

者） 

国家公派 
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2015.0930 1 年 

滕  珺 芬兰 

合作研究

（访问学

者） 

单位公派 

坦佩雷大学（University 

of Tapere, 33014 

Finland） 

2015.05.10 1 个月 

肖贵祥 加拿大 进修学习 单位公派 

加拿大多伦多国际学院

/Bond International 

College, 

Toronto,Canada 

2015.09.24 6 个月 

傅  纳 美国 

合作研究

（访问学

者） 

国家公派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

逊分校教育心理系 
2015.08.27 1 年 

顾明远 芬兰 

合作研究

（访问学

者） 

单位公派 
坦佩雷大学（University 

of Tampere, Finland） 
2015.05.10 1 个月 

马  宁 英国 

合作研究

（访问学

者） 

国家公派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5.09.01 1 年 

温孝东 加拿大 

合作研究

（访问学

者） 

单位公派 
阿尔伯塔大学

/university of Alberta 
2015.09.01 10 个月 

曾兰芳 美国 进修学习 单位公派 新泽西州立大学 2015.07.09 1 个月 

赵  娜 美国 进修学习 单位公派 新泽西州立大学 2015.08.06 1 个月 

刘姗姗 美国 进修学习 单位公派 密西根州立大学 2015.09.30 1 个月 

7.7.  学生交流活动 
表 143  学部层面组织的学生交流活动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03.15-23 日本 早稻田大学学生交流团组 

03.19 我校 美国南加州大学交流 

04.17-05.18 台湾 赴大荣中学实习  

05.06 我校 西佐治亚大学学生交流 

06.06-17 加拿大 赴高贵林学区实习 

07.04-11 台湾 赴台中教育大学暑期交流  

08.19-28 日本 北海道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亚洲高校）”交流项目日
本段 

08.30—09.30 挪威 赴挪威实习 

09.06-15 我校 北海道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亚洲高校）”交流项目中
国段 

09-12 香港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教育学院(BNU-HKIED)特选交换课程
项目 

10.04-13 美国 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学生交流团组 

11.05-09 卡塔尔 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大赛 

11.19-23 我校 第六届北师大—京都大学博士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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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12.06 日本 早稻田大学学生交流团组 

12.16-19 我校 第一届·北京师范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卡尔加里大学
博士生论坛 

09.05-2016.01.15 台湾 赴台南大学交流 

12.21-25 日本 北京师范大学--广岛大学 20152015 年博士生论坛 

7.7.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代表团访问日本早稻田大学 
3 月 16 日上午，在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举行了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幕式活动。 

 

图 35  访问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 

此次交流期间，共开展了两次学术会议，分别是中日英三国研究生圆桌会议和与早

稲田大学教职研究科学生交流会。 

3 月 19 日，开展了北京师范大学、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早稻田大学三校的研究生学

术交流会，我校王成龙、王铄、孙蔷蔷、闫晓庆、崔明坤、范云霞、王伟剑、张晓丽八

位同学依次做了会议发表。在一天的圆桌会议中，中日英三国的研究生进行了充分的交

流。 

3 月 20 日，中国、英国研究生与早稻田大学教职研究科的学生开展了交流，从日本

教育体制、中日英三国教育比较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此外，在新保敦子教授和三村隆男教授的安排下，我校师生参观了早稲田大学校园、

荒川区立汐入东小学、早稻田高等学院（早稻田大学附属中学）、荒川区立諏訪台中学、

新宿区戸塚地域中心、日本国立女性教育会馆。 

我校研究生听取了早稻田大学和田教授关于 Learning from the History of Reading 的

学术讲座和日本国立女性教育会馆上村千贺子教授关于 Japanese Women's Education 

Policy 的报告。 

7.7.2 学前教育加拿大实习项目圆满结束 
6月 6-17日学前教育研究所顺利实施了为期十二天的加拿大高贵林区海外实习项

目，并于 7 月 7 日成功举办了海外实习成果展。 

2015年 3月底，学前教育研究所开始积极推进加拿大实习项目的人员招募与选拨，

最终形成的实习项目团队由洪秀敏、刘馨、王兴华 3位指导教师，4名研究生和 8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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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组成。4月-5月,实习团队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特色筹备赴加实习教案并作出行前准

备。 

6月 8-12日，12 名实习生进入 Willowbrook Montessori Daycare 分别在 Toddler、

Daycare、Preschool 三个不同年龄段班级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深度实习和试教。在日托学

校实践导师的帮助下，实习生们很快熟悉了学校环境、班级常规以及幼儿的年龄特点，

逐渐参与并融入到各年龄段班级生活与活动中。在协助教师完成活动组织的同时，实习

生们积极开展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剪纸、吹画、音乐律动等活动。除了日常活动外，

实习生每天下午都会与指导教师、保教主任进行集中的实习研讨，及时分享、交流每天

的实践体会、遇到的困难及反思。实习生在日托学校实习中也碰巧赶上了 Preschool 举

行的年终音乐会和毕业典礼，以及 Daycare 举办的父亲节活动和亲子户外烧烤，亲身经

历了加拿大文化背景下幼儿园的节日庆祝活动，见证了亲子互动、家园共育的齐乐场景。 

6月 15-16日，实习团拜访了高贵林区教育局和孔子学院，并与局长和学院主管进

行了座谈交流。 

实习团还参观了附设在 Riverview Park 小学、Roy Stibbs 小学和 James Park 小学的

Kindergarten、Strong Start 项目，进一步了解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混龄编班等各种不同

形式的托幼服务，并参加了 Ron 老校长组织的工作坊，观看小学低年级半日生活视频并

进行了专题研讨。 

此外，带队老师还组织实习生利用周末时间进行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西

蒙·弗雷泽大学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文化考察。参观校园之余，为同学们提供了体验海

外大学环境与氛围的机会。 

实习团返校后，经过了为期半个月比较全面的实习总结后，于 7 月 7 日下午，向石

中英部长和全国学前教育学优秀大学生暑期学校的学员进行了实习项目汇报与交流，报

告会由王兴华老师主持。 

7.7.3 教育学部本科生赴台中教育大学短期交流 
7月 4-11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8名本科生,与教师教育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

一同赴台中教育大学进行了为期 8天的短期参观交流活动。 

本次参观交流活动分为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两部分。 

我校师生在台中教育大学师生的带领下，参观了台湾东海大学、南投县水里国小、

新竹科学园区实验高中、桃园市文昌国民中学英语村、台北博爱国小等多所学校。 

还参加了台中教育大学杨浴贸老师开设的写作教学课程和陈盛贤老师开设的台湾

师资培育的发展课程。 
7.7.4 北海道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亚洲高校）‛学术交流项目日本段 

8 月 19 日至 28 日，在田青老师的带领下，2012 级教育学班刘宏伟、黄依梵、徐梦

仪、温鸿雨和王迪 5 名本科生赴日本北海道大学参加亚洲可持续发展教育学术交流项目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mpus Asia Program）。 

该项目主要分为讲座、田野调查和小组合作学习三个部分。北海道大学首先邀请了

首尔大学教授开设了关于“三个领域的变化以及为了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的讲座。 

返回北海道大学后，每个小组的不同成员都分享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并进行深入

讨论。随后又参加了日本教授主讲的“从北海道的殖民史视角反思和平”讲座。最后，各

组学生经过经过积极交流和合作，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选择一个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问

题，进行至少 30 分钟的汇报。 

7.7.5 挪威专业实践活动 
学前教育研究所于 9 月选派 2 名本科生和 4 名硕士研究生赴挪威卑尔根大学进行为

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和教育实习等专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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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一个月的海外学习中，四位研究生扎根当地幼儿园，了解当地幼儿园的自然

教育，体验其最具特色的户外游戏，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教师访谈等方法围绕“幼儿的个

体性培养-中挪幼儿园教师信念的跨文化研究”、“挪威幼儿园的冒险游戏研究”、“挪威幼

儿园教师对同伴冲突的认识和解决策略的研究”、“挪威幼儿园教师在自由游戏中的学习

信念研究”等课题进行了田野研究。两位本科生聆听了卑尔根大学最具特色的户外与艺

术教育、数学教育、审美教育、戏剧教育等课程，并参观了 7 所各具特色的幼儿园，如

农场特色、现代特色、音乐特色、森林特色。 

在紧张学习之余，学生们还与卑尔根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和国际交流处留学生

进行了交流活动，体验其学校文化；观摩当地选举活动，体验其政治文化；走进卑尔根

家庭，体验其家庭文化；欣赏当地音乐会，体验其艺术文化。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体

验活动让同学们全方位深刻感受了异国的文化。 

学前教育研究所杜继纲老师和冯婉桢老师、挪方 Asta Birkeland 教授与同学们进行

了多次讨论，对同学们的课程学习、教育实习和田野调查进行了悉心指导，给予同学们

诸多学术引领和支持。 

7.7.6 北海道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亚洲高校）‛学术交流项目中国段 
9月 6-15日，北海道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亚洲高校）”学术交流项目中国段在

北京师范大学顺利进行。来自日本北海道大学的五名学生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五

名学生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交流学习活动。 

相较于日本段的行程，中国段的行程更关注自然环境的体验。在行程安排上，设置

了“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观星”、“河北省兴隆县植物识认”、“北京教学植物园

教学体验”等户外活动。 

 

 

 
图 36  北海道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亚洲高校）”学术交流项目中国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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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座方面，田青副教授与同学们探讨了应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以及环境教育的实

践策略。而来自北海道大学的伊藤崇副教授则与项目成员一同“反思学习和情感的关系”。 

项目中期，高益民教授、武海涛主任共同为学生介绍了利益相关方实践共同体推进

环境教育实践的可能性。 

经过两天的认真准备，中方学生与日方学生在 9 月 14 日下午进行了结业汇报。北

京师范大学的五名学生理论先行，探讨了将“学习共同体”应用到可持续发展教育中的

思路与可行性；来自北海道大学的五名学生则着眼于实际，结合自己在这次中国之行的

所见所闻，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中国与日本在环境教育中的不同和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 
7.7.7  ‚BNU-MSU 合作研究‛交流项目 

教育学部以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为基地，依托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支持，遴

选优秀本科及研究生共 20 余人，于 10 月 4日至 10月 13 日，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参

加“BNU-MSU 合作研究”交流项目。 

在 10 天的行程中，活动安排主要以参观学校和学术交流为主，同学们在密歇根州

立大学负责人及当地学校领导的带领下，参观了Haslett高中、儿童发展实验室、Wexford

小学以及 Post Oak 小学，深入课堂旁听了美国中小学课程，此外，同学们还参观了密

歇根州立大学，旁听了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并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生进行了学术

交流活动。 
7.7.8 第 12 届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大赛 

2015 年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大赛（World Robot Olympiad, WRO）在卡塔尔多哈举

办，包括中小学组、大学组、常规赛、创意赛等不同类别。此次，经教育技术学院选拔

赛后，李艳燕教授与江丰光副教授带领教育技术学院学生刘恩睿、姜舒寒、孙博凡等人

代表中国参加大学常规组比赛。 

今年WRO大赛大学常规组的竞赛项目为“保龄球任务”，内容为机器人从基地出发，

分两次取得红色球后，再将球打出击中按照不同队形摆放的保龄球，完成任务后机器人

需再次回到基地。 

此次比赛共有 37支国家代表队参与比赛，北师大代表队最终晋级 16强，并于次日

的决赛以稳定的表现获得大学常规赛的第七名。 
7.7.9 教育学部师生赴日本参加WU－BNU－UCLIOE－KU四校学术交流活动 

11 月 30日至 12月 5日，来自早稻田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以及

高丽大学的 30 余位师生进行了为期 6 天的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教育学部党委副书记

楚江亭带领学部 6位师生参与了此次交流活动。 

11 月 30日上午，交流会开幕式上，早稻田大学教育学研究科长池俊介教授进行开

幕了讲话，高度肯定了四所大学展开的学术对话、国际交流对教育发展的积极影响，对

增进中、日、英、韩四国文化理解的价值，并作为东道主对四所大学师生的来访表示热

烈欢迎。开幕会上，四所大学的师生进行了初步交流，楚江亭教授代表教育学部向其他

高校的师生赠送了礼物。 

11 月 30日下午，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谷田教授发表了主题演讲《数学的奥秘》，运

用了多种教具和手段生动讲解了数学教学中几个有趣的议题。谷田教授在演讲结束为大

家奉上了精彩的双截棍武术表演，接着，与会师生参观了教育学部科学教育展览馆，展

览馆里藏有来自日本及世界各国的地质样本。 

12 月 1日，四所学校的师生一起参观了日本皇宫和浅草寺，实地了解了日本的政治、

文化和风土人情。12月 2日，众师生来到多摩市立多摩第一小学参观和交流。 

12月 3日上午，四校师生们来到了早稻田大学高等学院中学部，参观了中学部的

校舍、礼堂、教室、体育馆、学生食堂等，中学部的校长详细解答了参观者的问题。12

月 3 日下午，来自四所学校的学生举办了圆桌会议，学生们汇报的主题各异，内容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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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比较、学生社会流动、教师负担、职业倦怠、语言教学、终身教育等多个主题。学

部 5 位同学安超、何柳、李涵、佟彤、王恒分别就教师的教学恐惧、特岗教师的流动、

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农村教师的身份认同、特岗教师政策等主题做了内容详实的汇报。 

12 月 3日晚上，正在日本鸣门大学访学的郑新蓉教授来到早稻田大学作了主题演讲，

其演讲题目为《近看日本，兼谈两国比较》。 

12 月 4日上午，教育学部楚江亭教授发表了《认知镜像与学校管理决策》的主题演

讲。 
7.7.10 北京师范大学-广岛大学 2015 年博士生论坛交流报告 

12月 21日至 25日期间，姜星海副教授率队，带领 4名博士研究生、2名硕士研究

生，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广岛大学教育学博士生论坛。6名研究生通过论坛报告、讨论、

学校参观等方式与日本广岛大学教育学部的硕、博士研究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论坛报告采取中日研究生穿插进行的方式，共有 11 名中日研究生围绕自己的研究

领域，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近期研究成果。其中 6名中方研究生主要围绕中国高校学位授

予制度、内地西藏班学生群体的跨文化适应、研究生助理制度、高校成本分担机制建设、

教育公平、家庭教育资本等主题做了论坛报告；5名日方研究生围绕课程分析、写作教

育研究、道德教育、教师话语分析、江户时代的论语注释等进行了汇报。 

 
图 37  论坛汇报研究生合影 

12 月 24 日，在山田浩之教授的带领下，与姜老师等一行 7 人拜访了广岛大学副校

长以及教育学部部长，并参观了广岛大学。 

7.8.  孔子学院和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选派王懿颖教授担任丹麦奥尔堡大学创新学习孔子学院院长。2015年到任。任期 4

年。两批共 4位学生入选汉语志愿者。 

6 月 20至 23 日，余凯教授对丹麦奥尔堡大学创新学习孔子学院、奥尔堡地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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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及其所属三所九年一贯制学校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交流活动是去年 10月 21 日在北

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中丹校长论坛的后续活动，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孔子学院管理处和奥

尔堡大学创新学习孔子学院的联合资助，是双方交流的重要部分。应丹麦方面奥尔堡地

区教育局及其所属学校的邀请，中关村四小和三帆中学朝阳学校也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了

访问。 

代表团参观了奥尔堡大学创新学习孔子学院在当地参加主办的亚洲文化节。 

访问了九年一贯制学校 Seminarieskolen。我方代表团对于该校小班教学、混合能

力分组、家校合作、特殊教育等印象深刻，在听了两节课以及参观了学校附近的社区中

心并观看了学校合唱团表演以后，代表团成员又与学校全体管理人员利用午餐时间进行

了充分交流。 

访问了奥尔堡当地一所优质学校 Gistrup Skole，学校副校长陪同代表团成员观摩

了一节英语课教学，代表团成员并参与了八年级某班教学，向该班同学介绍了中国中小

学生的一天生活。 

在学校访问日程结束后，奥尔堡大学创新学习孔子学院安排了中方代表团与去年 10

月访问北京的奥尔堡地区学校校长们在 Gistrup Skole 举行了论坛。两所中方学校的代

表团成员分别与丹麦的学校进行了详细的合作意向磋商，双方制定了明晰的交流行动计

划和时间表。 

代表团访问了 Klarup 学校。学校在社会情感学习方面的丰富经验、学校教师自觉

运用合作学习理念进行教学实践以及思维可视化引起了代表团成员的极大兴趣。 

代表团在奥尔堡地区教育局与该局官员进行了午餐会。在午餐会上，教育局局长和

干事分别就丹麦和奥尔堡的教育概况、学校改革、教学理念等做了正式介绍。双方回顾

了自去年 10 月首次举行中丹中小学校长论坛以来正在巩固的双边关系，一致同意在北

京师范大学和奥尔堡大学这两所大学的紧密联系下，进一步加强奥尔堡地区和北京市的

中小学校际交流和人员往来，以共同应对全球多元文化的诉求，更好地为未来的全球公

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 

12 月 7 日，“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工作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李家永书

记和王懿颖教授代表学部出席。 

7.9.  合作交流项目和协议 
日期 境外合作方 协议内容 有效期 

03.27 
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 (校级) 

1. 教员交流(包括长期和短期) 

2. 学生交流 

3. 联合科研 

4. 探讨联合办学和双学位项目 

5. 科研著作、软件等的资源共享 

6. 联合培养博士（至少在对方学校做 6 个月科研） 

7. 博士后交流 

8. 探讨技术转移 

9. 科研信息交流 

4 年 

04.17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1. 共同筹办研究会议或论坛 

2. 短期教员交流项目 

3. FOE 学生每年 5 月及 12 月自费参加对方研究生会

议，港大学生参与 FOE 交流项目 

4. 探讨合办学术课程 

5. 探讨联合教育培训项目 

6. 合作筹办 AERA 会议接待活动，承担相等开支 

3 年 

04.20 

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

中心（UniSIM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SIM 

1. 合作举办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学前教育）课程，学

位证书由北京师范大学颁发 

2. 促进教学合作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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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3. 促进学生交流 

4. 不定期举办活动 

06.11 

Faculty of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al 

Sciences, 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 

学生交流项目： 

1. 原则上一方每年推荐学生不多于 2 名，接收方决定

是否予以录取 

2. 学习时间为 3-12 个月 

3. 交换生需向母校支付考试费、录取费和学费，而不

是接收方 

4. 学分相互承认、转换 

5. 学生的生活费（包括住宿费）自筹 

5 年 

06.12 

Fraser Valley 

Elementary School, 

Willowbrook 

Montessori Academy 

1. 学生实习 

2. 教员培训、交流 

3. 学前教育研究 

4. 加拿大学前教育高等教育项目 

N/A 

7 月 

Faculty of Education, 

Bergen University 

College （HiB） 

国际学前教育研究的教育实践与研究方法项目（Field 

work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in internatioan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1. 指定项目负责人，合理正当使用经费等 

2. HiB 会退还预算内项目活动所用经费 

N/A 

08.11 

Faculty of Philosophy, 

Leibniz Universitat 

Hannover 

1. 学生交流（根据成绩予以录取；接收方协助找住宿

的地方，并提供必要的学习、社交等的帮助） 

2. 教员交流（接收方提供办公室和必要设备；参与授

课，所授课程在对方选课表中体现） 

3. 联合科研 

4. 学术材料交流 

3 年 

10.07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Nagoya 

University 

1. 学生交流 

2. 教员交流 

3. 研究材料、著作、信息交流 

4. 联合科研 

5 年 

11.24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Faculty of 

Education, Kyoto 

University 

1. 教员交流 

2. 科研学术资源、出版著作、信息等的交流 

3. 会议、讲座、国际学术论坛等的组织工作 

4. 联合科研、发表等 

5 年 

7.10.  其他外事活动 

1月 9日，芬兰坦佩雷大学副校长 HarriMelin 教授一行 9人访问我校。副校级干部

周作宇教授会见来宾，教育学部等相关单位负责人陪同会见。双方表示，将基于 2012

年以来两校已有的合作基础，在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开展进一步的

合作，双方还在社会政策、公共管理、教育技术、比较教育等项目上达成了教师交流、

学生交换、合作科研等方面的合作意向。会见后访问团专程拜会的顾明远先生，李家永

副部长和刘宝存教授参加了会见。 

1月 13日李家永副部长和武海涛主任赴东北师范大学，参加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协作

体第一次会议。 

2 月 25-28 日，陈光巨副校长和李家永书记访问了北海道大学，就继续开展两校本

科生交流项目进行了深入交流。 

3月 16日武海涛主任会见了为墨西哥代表团来访做准备的中外组织者。 

3月 16日日本京都大学南部广孝副教授来访，就姜星海副教授访日和博士生论坛进

行准备工作。 

3月 20日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课程系主任 Clare Brooks 等 2位来宾进行了招生

宣讲。 

3月 23日李家永副部长和武海涛主任会见了芬兰使馆文化参赞等芬兰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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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日武海涛主任参加学校会见，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Majella Ferguson 女

士就举办双学位项目进行了会谈。 

3月 25日石中英部长会见了加拿大高贵林学区代表王苏珊女士和季兰女士。就落实

协议事务进行了讨论。 

4月 8日，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Ralph Parfect和 Bob Burstow2 位来宾来访，武

海涛主任和陈锁明副院长与来宾进行了会谈。 

4月 9日，墨西哥基础教育代表团 64人来访。 

4月 10日，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校长 Kay Norton及教务长 RobbynWacker等一行访

问我校。副校级干部周作宇会见来宾，教育学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相关负责人参加会

见。双方就两校在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开展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 

4月 19-24日，以 Allan Luke 教授为首的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育学院代表团来学

部讲学。 

4 月 29 日美国休斯敦大学教育学院代表团 Robert H.McPherson 院长和 Yali Zou

教授来访。石中英部长会见了来宾。 

5月 6日美国西佐治亚大学学生代表团在曹力老师的带领下访问学部并座谈。 

5月 12日剑桥大学教授来访。 

5月 21日斯德哥尔摩大学 Chinapah 教授来访。 

5 月 24-29 日，我校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应坦佩雷大学副校长 HarriMelin 的邀请，

对芬兰教育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参访的学校包括坦佩雷大学、坦佩雷大学附属

学校（1-12 年级）（即坦佩雷教育培训中心）、Metsäniittyy 幼儿园和坦佩雷 Tredu 职

业学校，从幼教到高教全面走访了芬兰的各级各类教育。随后，顾先生又参加了坦佩雷

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与交流中心开展的中国教育沙龙活动和在芬兰教育文化部进行中芬

教育高端对话等。陪同顾先生一同出席活动的还有顾先生的夫人周蕖教授和北京师范大

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滕珺副教授。 

5月 28日日本鸣门教育大学近森宪助副校长来访，与石中英部长、李家永副部长和

李琼所长就即将召开的中日教师教育研讨会进行了工作会谈。 

5月 29日瑞典林雪平大学杨哲主任来访。 

6 月 4 日，中芬中小学校长座谈会在我校留学生公寓第一会议室举行。刘宝存教授

作主题演讲。该活动得到教育学部培训学院的大力支持，有来自国内不同省市的五位中

小学校长也参加了座谈。 

6月 4日上午，美国 Christopher Newport University 田青雁教授来访，高益民教

授会见了来宾。 

6 月 4 日，美国纽约大学 Raul P Lejano 教授来访，会见了田青教授。讨论了在环

境教育方向的合作事宜。 

6 月 16 日下午，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教育学院 Dr. Phillip Chan 及 Dr. Hongzhi 

Zhang 访问教育学部，李琼教授、张鼎权博士及外事办公室主任武海涛、外事秘书金鑫

参加会见。双方互相介绍了学院特色、合作意愿及前景，特别针对学生交换、合作科研

及联合发表等方面的问题给予了重点讨论。 

6月 23日，武海涛主任参加学校会见活动，与美国弗吉尼亚公共大学教育学院代表

进行了会谈。 

6 月 25 日，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副校长阳•科诺理（Jan Cornelis）率代表团

来访，副校级干部周作宇会见来访团。教育学部、文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等单位相

关负责人员参加了会见。周作宇副校级干部对代表团表示欢迎，与来宾回顾了两校在教

育和文学等领域的合作，并介绍了我校建设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认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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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机构。 

7月 9日上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国

际学术中心(International Academic Program)主任 Daniel Gold 访问教育学部。李家

永副部长、校国际交流处刘馨冷主任等参与了会议。 

7月 20日上午，教育学部举行聘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林晓东教授为兼职教授的

仪式。学部部长石中英教授出席聘任仪式，代表学部向林晓东教授颁发聘书。 

8月 7日上午，南非基础教育部副司长 PalesaTyobeka 女士率领 8位官员访问了教

育学部。武海涛主任、赵萍副教授及两位来自中国国际教育年会组委会的项目助理接待

了考察团一行并参与了本次会谈。 

9月 5日，学校在学生活动中心举行留学生新生开学典礼，欢迎来自世界 99 个国家

的九百余名新同学。副校级干部周作宇出席开学典礼并致辞，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教务

处、研究生院及教育学部、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文学院、汉语文化学院、新兴市场研

究院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出席典礼。 

9 月 1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Pam Grossman 博士率代表团来访。

副校级干部周作宇、教育学部、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和国际交流与合作

处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9月 18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全国商业孵化联盟等机构创

新创业相关负责人访问我校，并以高校创新创业为主题与我校相关部门召开经验交流座

谈会。副校级干部周作宇出席座谈会，我校大学科技园建设管理中心、发展规划与学科

建设处、科学技术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等部门以及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等部分学部院系代表参加了座谈会。教育学部傅骞

老师参加了会见。 

9月 23日，加拿大高贵林学区驻京办季兰女士来学部拜会了毛亚庆副部长，就落实

学部与该学区协议，推进中小学教师校长涉外培训工作进行了深入讨论，双方积极推进

在华举办培训班、组织中小学教师赴加拿大学习等项目。对于每个具体项目另行协商并

单独签署合同。 

9 月 24日，瑞典林雪平大学国家户外教育中心主任 Szczepanski 教授来学部访问，

会见了环境教育中心黄宇和田青两位老师，就落实双方在“户外教育和环境教育硕士”

项目以及科研合作等方面的合作进行讨论。双方将各自向大学咨询具体政策要求，尽快

推进在该学科包括交换学生、攻读学位、暑期学校和合作科研等方面的合作。 

9月 24日上午，外事办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就三校博

士生论坛的筹备和安排进行了 skype 会议，三方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要求，外事办将积极

安排落实。 

10 月 7日晚，校党委书记刘川生在香港公务出访期间会见香港校友代表，并与校友

们进行座谈。校友工作办公室、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教育基金会、教育学部等的有关负

责人参加了会见。朱旭东副部长参加了会见。 

10 月 13 日, Peter Mclaren 教授一行六人造访教育学部，举办学术沙龙。石中英

教授、康永久教授以及张莉莉教授进行了参加了沙龙。 

10 月 17-18 日，2015 年农村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加澳三国教育研讨会在东北

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东北师大农村教育研究所、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联合主办。副校长韩

东育及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研究院、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教育学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农村教育研究所等代表出席了研讨

会开幕式。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德国等国的教育专家以及国内多所高校和研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233 

 

究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 150 余人参加了会议。李家永副部长出席了大会。 

10 月 19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校长 Gordon Barnhart 率代表团一行来访，校

长董奇会见来宾并签署合作备忘录。钟瀚德基金会主席、瀚德学院董事会副主席钟瀚德

博士，南非国民议会议员、曼德拉王室传统领袖恩科西•曼德拉先生等嘉宾应邀出席会

谈。我校教育基金会、水科学研究院、教育学部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等单位相关负责人

参加会谈。 

10 月 19日，武海涛主任、黄欣主任和刘立主任参加学校会见活动，与美国明泉中

学来宾就学生交流项目进行了会谈。 

10月 22日，在李家永老师和张婧婧老师的带领下，教育学部的 2014级研究生陈悦、

杨玲玉两名同学同学部老师一起赴韩国高丽大学参与由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高丽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三校联合举办的学术交流会，本次交流会的主题为：新媒体，新方法

（ BeSeTo Symposium: New media New method ）。   

10 月 23日，武海涛主任参加学校会见活动，与美国知行中国项目组进行了会谈。 

11 月 3 日，教育学部接待了诺丁汉大学教育学院的代表团。随团人员为 Howard 

Stevenson 教授, Bernadette Youens 教授和 GU Qing 教授。李家永副部长主持了本次

会谈。 

11 月 4日，浜田博文教授、藤田晃之教授和上田孝典教授代表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学

院访问了教育学部。筑波大学代表团此行意在推进两个学院之间的合作，希望促成未来

的联合办学、联合发表、师生交换等项目的实行。桑国元副教授、武海涛主任和苏莎娜

外事秘书参加了本次会谈。 

11 月 5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外事处王燕处长来访，就 APEC 会议的技术问题与

李家永副部长、刘强部长助理和刘宝存院长进行了会谈。 

11 月 12日，教育部国际司国际组织处聂瑞麟处长就 APEC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事务来

学校调研。 

11 月 13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负责国际交流合作的 Shawn Reynolds 副校长助理和

印第安纳大学中国办公室主任殷嘉来访教育学部。李家永副部长和刘宝存院长接待外宾。 

11 月 16日美国堪萨斯大学孔子学院代表团一行 7人来访，并在特殊教育研究所做

了讲座。 

11 月 16日，芬兰教育文化部常务秘书 Anita LEHIKOINEN 女士率团访问了教育部和

我校。校长董奇在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及 Anita LEHIKOINEN 女士的见证下，与芬兰赫尔

辛基大学签署“中芬联合学习创新研究院合作备忘录”及“北京师范大学与赫尔辛基

大学校级合作协议”。我校表示拟作为中国高校牵头单位，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联手国

内及芬兰高校、企业共同落实“中芬学习乐园”计划。 

11 月 27 日-12 月 1 日，受台北教育大学邀请，毛亚庆副部长、张鼎权副院长及冯

小敏老师赴台参加 “2015 年东亚地区校长学学术研讨会”活动。 

毛亚庆副部长做了“新常态下校长专业化和校务评鉴的探索”的主题报告。并担任

了一场次活动的主持人，提出了我们的观点，并和各方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12 月 2日，比利时阿特法德大学根特学院代表团访问了教育学部。代表团成员包括

Jan Zuliani 国际关系官员，Sara Zolfaghari 师范专业跨文化研究生培训项目经理，

Lutgart Stuyver 商务管理专业项目经理和驻京代表张弛。鲍传友副教授、袁丽老师、

武海涛主任等接待了根特学院代表团。双方探讨了学生交换、教师交流和合作科研方面

的合作方案，具体讨论了交流项目的时长，参与人员的选拔标准，住宿等问题。双方交

流了意见并达成了合作意向。 

12 月 4日上午，西肯塔基大学教育与行为科学学院 Sam EVANS 院长和西肯塔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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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于圣惠副院长访问了教育学部。此行意在寻求与教育学部的合作机会，扩大西

肯塔基大学在中国的招生。李家永书记会见了来宾。 

12 月 11日上午，加拿大萨省大学代表团来访教育学部。代表团成员包括招生及学

生事务主任 Alison PICKRELL，副校长办公室高级财务官员 Kevin VEITENHEIMER, 国际

留学生管理中心主管 Derek TANNIS，国际办公室主任 Diane MARTZ 和行政助理赵丹和北

京语言大学孔子学院事业部项目官员佟佳塔娜。李家永副部长接待了外宾。姚云副教授

和杜瑞军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肖铠和项目助理郑真参与会谈。 

12 月 15日，李家永副部长会见了加拿大萨省大学 Diane MARTZ 国际科研与合作中

心主任和周雪莉筹资专员。双方就两校教育学院（部）的未来合作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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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政与社会服务 

8.1.  学部行政工作 

学部行政运行稳定有序，有力保障学部整体和各项工作流畅运转。共召开部务会（党

政联席会）37 次，召开部务扩大会 1 次，召开全体教师大会 3 次，共发布正式公文 18

个。在学部 2015年度工作计划要点（学部发[2015]01号）所列 60项主要工作中，大部

分工作已经如期完成，达到预期目标。 

教育学部继续探索完善教育学部（试点学院）管理体制，优化运行机制，构建现代

管理制度，提高精细化管理和全方位服务的能力与效益。进一步发挥理事会、院务会（党

政联席会议）、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强化民主决策、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适应学

校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有序扩大学部在学科设置、招生与培养、人事、财务、国际交

流与合作等方面的自主权；按照学科群的概念，进一步加强教育学部现有二级学科之间

的内在联系，推动二级学科的交叉融合；进一步密切试点学院与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各教育领域综合交叉平台之间的关系，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整体提升。 

2015年，学部深化改革举措，涉及到行政管理、人才培养、队伍建设、行政管理等

多个方面，先后发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5 年度工作要点》、《教育学部资助研

究生参加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规定（试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支持课程外请国内专家专题讲座暂

行规定（试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实施细则（试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有关工作的补充说明（修订）》、《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学部聘请国际学者承担教学任务实施办法（试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国家试点学院）兼职教师聘任办法（暂行）》等。这些举措在规范化管理、提高服

务效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8.2.  学部培训学院工作 

2015年重点推进国家级培训项目，承办国培全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 2期、国

培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 8期、国培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 1期、国培边远

贫困农村、西部乡村校长助力工程 3 期；学院广泛开展多层次、多类型区域合作培训,

举办地方教育系统委托培训 119期、2015 年香港小学校长领导研习班 1期、第 7期台湾

中小学校长高级研修班 1期。累计培训 8379 人。 

调整学院组织架构，加强规范化管理。换届学院领导班子和中层主任，完善了组

织架构和学院制度建设，平稳推进学院各项工作；校长培训楼装修完成，学员于 2015

年 10 月 22日正式入住，校长培训楼旧貌换新颜。并在原定装修方案基础上，完成了培

训学院文化建设； 2015 年培训学院采用校内集体学习和外派培训学习相结合的方式，

强力推进员工职业素养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助推员工走向培训专业化。  
8.2.1  举行‚民办教育改革创新高级研修班签字仪式‛  

1月 20日上午，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与教育学部联合举办“民办教育改革创新高级研

修班”签字仪式。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王佐书，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王文源，石

中英部长、毛亚庆、张京彬副部长、鲍传友院长、周海涛副所长、李霆鸣副院长等出席

签字仪式。张京彬副部长主持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上，毛亚庆副部长与王文源秘书长共同签署了《民办教育改革创新高级研

修班协议书》。根据协议，双方今后将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领域，通

过集中学习、国内考察、海外游学、自主研修、论文写作、高峰论坛等方式，培养民办

教育领域的卓越幼儿园长、中小学校长和高校中青年管理者。 
8.2.2  举行‚2015 首届卓越校长论坛‛  

3月 19-20日，校长培训学院隆重举办了 2015 首届卓越校长论坛。我校陈光巨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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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国务院参事李烈校长、教育学部石中英部长等领导出席论坛

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毛亚庆教授主持。出席开幕式活动的还有我校教育学部分党委

李家永书记、广州市教育局屈哨兵局长、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代蕊华主任、教育部

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缴润凯主任、教育部国培项目办于维涛主任，以及来自北京、天津、

辽宁、贵州、陕西、江苏、云南、山东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局领导、教育干训

单位领导、优秀中小学校长代表、教育管理学科的专家学者们，同时还有来自光明日报、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中国教师、中小学管理等七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共计 400余

位代表出席了 2015 首届卓越校长论坛。 

论坛结束后，毛亚庆副部长在英东教育楼352会议室主持召开培训质量提升研讨会，

参加论坛的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干训中心主任出席了研讨会。 
8.2.3 ‚第七期全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集中研修并进行研究课题开题 

3 月 17-29 日，“第七期全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举行第二次集中研修活动。

21 日上午，“第七期全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研究课题开题。校长们在指导导师

的专业引领下确定了研究课题选题，结合学校办学实践情况进行了深度思考和系统梳理，

精心准备了开题报告。随后，第七期全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在陈锁明副院长带领

下赴山东济南、江苏南京学员所在学校开展践行教育家办学理念与实践活动。 
8.2.4  ‚第六期全国优秀小学校长高级研究班‛圆满完成学业顺利结业 

3月 17-29日，“第六期全国优秀小学校长高级研究班”第四次集中研修并答辩结业。

21 日下午，“第六期全国优秀小学校长高级研究班”研究论文答辩。答辩结束后，中心

（学院）举行了“第六期全国优秀小学校长高级研究班”结业典礼。高研班导师出席结

业典礼。22日，第六期全国优秀小学校长高级研究班在鲍传友副院长带领下赴浙江义乌、

上海学员所在学校开展践行教育家办学理念与实践活动。 
8.2.5 教育部第 68 期、69 期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简讯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校长国培计划”—2015 年示范性培训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

（教师司函〔2015〕2号）的统一部署，中心承担了 2015 年国家级培训中小学骨干校长

高级研修班项目。3月 16 日-4月 14日举办了第 68期、69 期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

修班。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近 130 位小学校长参

加了为期 30天的培训研修。 
8.2.6 校长国培计划——卓越校长领航工程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启动仪式 

4 月 21-24 日，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启动仪式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行。教育

部副部长刘利民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许涛司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牛文起副院长等领导出席了启动仪式开幕式，毛亚庆主任、鲍传友副主任、陈锁明副主

任出席了启动仪式。在为期 3 天的项目启动过程中，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教育厅（教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分管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的负责人、首批

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培养基地负责人及参训校长共 120 余人参加了活动，并就如何办好

领航班、如何建立名校长工作室及如何成长为名校长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64 名学员经过办学展示和填报志愿等环节，分别被 8家培养基地录取为首期名校长

领航班学员。学员将经过三年的自身努力，在理论导师、实践专家的引领与助推下，教

育理论素养浸润和创新实践能力提升等方面都有较为丰硕的成果。为推进基础教育均衡

发展，践行教育家办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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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卓越校长领航工程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 

8.2.7 开启与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培训合作 
应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教育和培训部邀请， 5 月 6 日至 12

日，毛亚庆教授、李霆鸣副院长和张鼎权副院长一行三人，赴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两国就

培训合作进行了讨论，强化了教育学部培训学院的国际合作，同时顺访了和教育学部在

教学科研领域有良好合作的几所大学教育学院，务实推进了有关合作意向。 

期间代表团分别访问了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NIE）、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教育和培

训部（DET）、维州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培训机构 BASTOW学院、墨尔本市名校 Milgate School、

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和堪培拉大学教育科技和数学学院等多所教育机构。 
8.2.8 召开教育部中小学领导人管理办法编制工作研讨会 

6 月 9 日，召开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委托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举办的中小学领导

人员管理办法编制工作研讨会。毛亚庆教授主持会议。 
8.2.9 校长国培计划——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培
养基地启动仪式 

6月 14日 ,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承办的“校长国培计划——首期中小学名校长

领航班“基地启动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国家级培

训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于维涛博士，石中英部长、中心特聘理论导师和实践导师、8

名领航班学员参加了基地启动仪式。《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中小学校长》和《未

来教育家》等媒体朋友也对启动仪式给予了高度关注。 
8.2.10 举行北京高校年轻正处级干部培训班 

6月 23日，北京高校年轻正处级培训班开学典礼在我校举行。刘利副书记出席并致

辞。出席本次开学典礼的有北京市教工委陈江华委员、干部处朱德福副处长，以及来自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部属和市属高校的 45 名干部学员。

教育学部毛亚庆副部长主持开学典礼。本期培训班在我校集中学习一周，学员在北师大

学习结束后赴山东临沂继续学习。 
8.2.11 举行全军第六届军事教育创新高级研训班开学典礼 

6月 23日上午，全军第六届军事教育创新高级研训班开学典礼在我校京师学堂举行。

刘利副书记出席并致辞。参加开学典礼的领导有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朱平少将、训练

部副部长范志国大校、后勤工作研究班主任唐兴尧大校等。典礼由石中英部长主持。 
8.2.12 校领导出席全军第六届军事教育创新高级研训班结业典礼 

7 月 3 日下午，全军第六届军事教育创新高级研训班结业典礼在解放军后勤学院举

行。副校级干部周作宇教授出席并致辞。参加结业典礼的领导有解放军后勤学院政委何

振喜少将、副院长江朝光少将、训练部部长南争旗大校，以及我校教育学部分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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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永等相关负责同志参加。典礼由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朱平少将主持。 

 

图 39  全军第六届军事教育创新高级研训班 

8.2.13 举办第七期台湾中小学校长高级研修班暨 2015 两岸中小学校长高峰论
坛活动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关于台湾工作的相关指示精神，深化和拓展当前两岸交流合作的

大好形势，更好地向台湾人民展示大陆改革开放的风貌。在成功举办了六期台湾中小学

校长研修班的基础上，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受国务院

台湾事务办公室和教育部港澳台办公室联合委托，并在我校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的领导下，

成功举办了“第七期台湾中小学校长高级研修班暨2015两岸中小学校长高峰论坛活动”。

本次活动于 7月 3日至 7月 12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和安徽省黄山市、

合肥市两省五市连续进行基础教育交流研讨活动。 
8.2.14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四川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 

7月 29日，教育学部、四川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暨教育

干部培训班开班典礼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第三讲学厅举行。这标志着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学部与四川宜宾临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合作正式开始。教育学部将为四

川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教育提档升级、干部教师队伍建设等提供智力支持。石中

英部长、四川宜宾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李学焦出席签约

仪式并讲话。签约仪式由毛亚庆院长主持。 
8.2.15  教育部第八期全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开学典礼 

2015年 9月至 2017 年 7月举办“第八期全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 

9月 14日举行了“第八期全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开学典礼。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综合处调研员黄贵珍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副校级干部周作宇教授、毛亚庆副部长、

鲍传友副主任出席了开学典礼。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32位小学优秀校长参加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中心主任毛亚庆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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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6  ‚第八期全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导师与学员见面会 
9 月 15 日下午，“第八期全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导师与学员见面会举行，

见面会由鲍传友副主任主持。高级研究班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程凤春教授等老

师出席了见面会。导师们依次对学员提出期望，希望校长们在为期两年的高研班学习过

程中保持心灵的自由与丰富，主动呈现研修成果，不断提高理论及政策水平；在研究中

学习，在合作中学习。高研班校长逐一介绍了自己所在的学校。见面会气氛和谐愉快，

随后高级研究班师给予所带学员首次指导。32名小学优秀校长将开启为期两年收获、怡

悦的学习之旅。 
8.2.17 贵州省中小学幼儿园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高级研修班开班典礼 

11 月 16日，贵州省中小学幼儿园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高级研修班在北京师范大学图

书馆第一会议室举行了开学典礼,贵州师范学院教师工作处处长谢笠处长、毛亚庆主任、

李霆鸣副院长出席会议，贵州全省 100 余名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及贵州师范学院 10 名参

训的青年教师参加了开班典礼。 
8.2.18 湖北省荆门市小学校长培训班圆满结业 

11 月 20日，为期两周的荆门小学校长研修培训班收官，参加培训的荆门市 50名小

学校长顺利结业。李霆鸣副院长参加结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结业证书。本次培训由荆门

市教育局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承办，荆门教育学院具体负责实施。 

 

图 40  湖北省荆门市小学校长培训班 

8.2.19 ‚2015 年湖北省襄阳市高中校长高级研修班‛成功举办 
11月 18-27日，“2015年湖北省襄阳市高中校长秋季高级研修班”在我院成功举办，

来自襄阳市的 50名高中校长接受了为期十天的理论和实践培训，并获得了结业证书。 

自 2012 年以来，我院已连续四年与襄阳市教育局合作，每年对襄阳市中小学校长

进行分批培训。截止目前，已完成 400 人的培训任务，促进了该市校长队伍整体素质的

提升，同时也得到了襄阳市教育界的高度认可，得到参训校长的广泛赞誉。 
8.2.20 学校领导出席首都基础教育集团管理与教学双核提升项目启动会 

12 月 5日，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集团管理与教学双核提升项目启动仪式，在

京师大厦多功能厅举行。刘利副书记出席并致辞。参加启动仪式的领导有国家教育咨询

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陶西平，北京市东城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段勇，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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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海淀区教委副主任罗滨，毛亚庆副部长等。与会者有北京市第五中学、北方交大附中

两个教育集团的学校领导和教师代表 150余人。启动会由李霆鸣副院长主持。   

期间，毛亚庆副部长代表校长培训学院分别与北京五中、交大附中两个教育集团签

订合作协议，双方拟定在学校管理干部培训、骨干教师培训、实习基地建设等方面进行

合作。 
8.2.21 参加‚2015 年东亚地区校长学学术研讨会‛ 

为推进培训学院国际化进展，促进两岸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的交流与分享。受台湾

中小学校长协会和台北教育大学教育经营与管理系邀请，我院毛亚庆院长、张鼎权副院

长及冯小敏主任于 11月 27日-12月 1日，在台北市参加了“2015年东亚地区校长学学

术研讨会”等系列活动。 

此次赴台交流，对于深化台湾中小学校长协会、台北教育大学教育学院与北京师范

大学校长培训学院的合作，进一步推动两岸校长交流，为两岸校长专业发展搭建更为广

阔的平台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8.2.22 ‚校长国培计划‛——2015 年边远贫困地区农村校长助力工程西部乡
村校长专项培训班顺利开班 

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国办发〔2015〕43 号），

进一步加强乡村校长队伍建设，教育部决定继续实施 2015 年农村校长助力工程，集中

开展西部乡村校长专项培训。根据教育部《关于实施农村校长助力工程的通知》（教师

司函〔2015〕71 号）精神，全国组织 500 名乡村中小学校长参加为期 15 天的国家级培

训，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承办“校长国培计划”——2015 年边远贫困地区农村校长

助力工程西部乡村校长专项培训班。12月 9日举行了开学典礼，中心主任毛亚庆教授出

席典礼并致辞。 
8.2.23 举行中心成立十五周年暨‚十三五‛校长培训质量提升研讨会 

12 月 16日上午，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成立十五周年暨“十三五”校长培训质

量提升研讨会召开。教育部教师工作司黄贵珍处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

北京师范大学陈光巨副校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牛文起副院长、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褚宏启教授等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教授主持开幕式。教育部

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院长毛亚庆教授做了教育部小学校

长培训中心成立 15 年的工作总结报告。出席大会的还有：教育部国家级校（园长）培

训项目管理办公室、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教育部幼儿园长培训中心、教育部领航

工程承办单位、各省级教育干部培训中心、北京各区县干训中心、全国各地市的培训合

作单位领导，以及北京市优秀校长代表，正在中心接受培训的第 74期和第 75期全国小

学校长高级研修班的学员。 

开幕式后，八位教育培训界专家、合作单位代表、以及北京名校长代表从多个角度

作了关于如何促进“十三五”校长培训质量提升的主题报告。 
8.2.24 ‚校长国培计划‛—2015 年边远贫困地区农村校长助力工程项目简讯 

为切实提高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学校校长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办学治校能力，着力推动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校长国培计划”—2015年示范性培训项目

实施工作的通知》（教师司函〔2015〕2 号）的统一部署，受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委托，教

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于 10月 10日至 11月 3日举办了“校长国培计划”—2015 年边

远贫困地区农村校长助力工程项目的集中培训活动， 11 月 4日至 12 月 23日进行了助

力项目返岗实践活动。中心共承担此项目的两个班,即：教学与课程领导力提升班（一

班）、学校规划与学校文化建设班（二班），来自中西部地区 17 个省、市、自治区的 97

名农村小学校长参加了本次集中培训阶段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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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5 教育部第 72-75 期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 
受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委托，中心承担了 2015 年“校长国培计划——全国小学骨干

校长高级研修班”项目。10至 12月期间分别举办了“教育部第 72-75 期全国小学骨干

校长高级研修班”。来自全国 15个民族，近 260余位小学校长参加了此项目培训。教育

部第 72-75期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全体学员已于 12月 30日前全部顺利结业。 

8.3.  学部对外合作共建工作 
8.3.1 与北京市十二中学合作项目进展顺利 

在去年工作基础上，教育学部面向十二中中层以上干部和学科教师分别组织了 20

次专家报告，邀请学部部分专家教授以及学校学科教学论方向专家学者赴十二中进行讲

学，与学科老师互动，受到高度认可和评价。 
8.3.2 与北京市十二中学签署第二期合作协议 

合作双方在第一个三年合作协议（2012-2014）顺利执行并取得良好预期效果的基

础上，2015 年 5 月 15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续签第二个三年

合作协议（2015-2017）。石中英部长、张京彬副部长，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杨阳、人事

办公室主任石兴娣、团委书记刘姗姗以及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全体校领导出席了协议签署

仪式。 

合作双方的参会领导分别对过去三年的成功合作分享了感想和二期合作项目的共

同期待。李有毅校长和石中英部长分别代表双方共同签署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北

京市第十二中学二期合作协议。 
8.3.3 教育学部与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友谊辩论赛成功举办 

12 月 15日，学部与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大中学生友谊辩论赛在十

二中顺利举行。双方各派出两支辩论队，并对中学生、大学生联合混合组队，就“青少

年崇拜青春偶像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宁鸣而死还是宁默而生”两个辩题，进

行了两场激烈精彩的辩论。教育学部分团委书记刘姗姗老师、教师教育研究所叶菊艳老

师、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张生老师、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副校长阮守华、北京市第十二

中学团委书记杨靖、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教科研中心副主任戚光宇、北京十二中辩论队指

导教师白雯等 8名老师和北师大辩论队、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辩论队的的 2名优秀同学代

表担任评委。 
8.3.4 北京市中小学名师发展工程 

为加强北京市中小学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决定于 2013

年起实施北京市中小学名师发展工程。受市教工委、教委及北京教科院委托，北京师范

大学依托教育学部建设“北京市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发展工程培养基地”，承担未来十年

北京市名师的培养任务。2015年 10月，第一批学员顺利结业；12月，为了进一步拓展

名师工程学员的学术视野，提升创新意识，丰富专业素养，基地组织了第二批学员赴深

圳、珠海、广州三地的优质中学和知名高校进行高端访学并取得圆满成功；10-12 月，

第三批学员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了集中课程的学习任务，学员反映收获颇丰，对教

学和科研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基地以学员为中心，以学员发展为己任，各级领导高度

重视，精心组织、科学制定培养计划，为学员提供及时、周到的学习支持服务。以大家、

教育家为指引，使学员融入各位导师的研究团队，发挥专家引领作用，为学员的发展营

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实践氛围。 
8.3.5 北京市门头沟移动云课堂项目 2014-2015 学年总结会召开 
    1月 29 日，门头沟区跨越式课题移动云课堂项目 2014-2015 学年总结交流会在北京

市门头沟教委会议室举行。教育学部副部长余胜泉教授、教育技术学院马宁副教授、任

小芳老师和万丽丽老师，门头沟区教委刘亚丽科长、杨艳科长和李执老师以及 5所学校

课题负责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本次交流会在总结学年工作基础上，共同探讨本学期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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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推进的计划与工作思路。 

总结交流会上，5 所学校的课题负责人首先结合自己学校移动云课堂项目的发展情

况，分别从学期工作内容、工作成效、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计划进行了详细汇报。汇报

结束后，马宁副教授针对学校存在的困惑与问题与课题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交流，解答了

老师们的困惑，并指出课题组会根据反馈意见对下学期计划重新规划。之后，北京师范

大学任小芳老师总结了课题组上学期的项目工作，并将本学期计划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最后，余胜泉教授对门头沟区移动云课堂项目的推进提出了建议。 

8.4.  学部公用财经费数据 
表 144  学部财经部门号 00300 下的财经数据情况（2015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部门/项目 年初余额 项目借款 项目还款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年底余额 

(020812001)预收应缴

款-学费-单考硕士学

费 

0.00  0.00  0.00  80,300.00  40,200.00  40,100.00  

(020812015)预收应缴

款-学费-教育硕士学

费 

54,500.00  0.00  0.00  8,176,500.00  8,206,000.00  25,000.00  

(020900002)保险费合

同工个人负担部分 
114,751.38  0.00  0.00  291,202.49  298,592.62  107,361.25  

(020900004)社会保险

单位负担部分 
208,769.77  0.00  0.00  942,131.07  927,116.37  223,784.47  

(020909001)其他应付

款(逐笔) 
564,340.09  0.00  0.00  3,583,238.00  2,273,928.65  1,873,649.44  

(021203001)国家教育

考试评价研究院经费 
682,187.49  0.00  9,538.00    691,725.49  0.00  

(021203002)孔子学院

夏令营 
608.28  0.00  0.00    608.28  0.00  

(021203003)教育部考

试中心经费 
157,286.30  3,874.00  3,874.00  127,000.00  163,849.70  120,436.60  

(021203006)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 
5,972.48  0.00  0.00      5,972.48  

(021203111)2012 北

京市共建-教务-人才

培养共建项目 

19,290.85  0.00  0.00    747.25  18,543.60  

(110101001)公用经费 3,698,192.58  202,641.55  203,107.55  -1,835,985.38  1,211,681.19  650,992.01  

(110101002)本科生教

学 
689,600.00  0.00  0.00  -35,283.20  5,965.00  648,351.80  

(110101003)研究生经

费 
2,006,185.13  0.00  0.00  -188,030.83  1,042,280.00  775,874.30  

(110103001)部门酬金 12,592,809.56  231,410.80  208,876.00  5,649.50  9,454,316.52  3,121,607.74  

(110103002)院长特支

经费 
12,869.60  0.00  0.00      12,869.60  

(110105007)研究生活

动经费 
50,780.50  5,000.00  5,000.00    49,728.23  1,0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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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5008)教育部职

教国际论坛（还垫） 
31,803.41  8,211.69  8,211.69    29,591.72  2,211.69  

(110105009)市属高校

教师发展基地研修教

师论文评审答辩 

109.00  0.00  0.00      109.00  

(110105011)学部启动

经费 
-11,294.70  0.00  0.00      -11,294.70  

(110105096)全英文授

课国际硕士项目 
804,357.78  0.00  0.00  444,400.00    1,248,757.78  

(110105099)试点学院

专项经费 
2,560,606.18  181,411.00  217,017.00  5,000,000.00  3,008,715.68  4,587,496.50  

(110105702)2009 年

度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4,400.00  0.00  0.00      4,400.00  

(110105703)本科生科

研基金 
28,935.51  0.00  0.00    11,500.00  17,435.51  

(110105704)北京市大

学生科研与创业项目

资助经费 

192.50  0.00  0.00      192.50  

(110105900)筹资专项

基金 
110,925.00  0.00  0.00  428,180.00  49,720.00  489,385.00  

(110105901)学部师生

帮扶基金 
71,400.00  0.00  0.00  100,000.00  76,500.00  94,900.00  

(110113101)国际合作

交流-外籍专家经费-

校级重点项目 

0.00  0.00  0.00  198,300.00    198,300.00  

(110113102)国际合作

交流-外籍专家经费-

校级重点项目 

0.00  7,000.00  0.00  58,200.00    51,200.00  

(110113103)国际合作

交流-外籍专家经费-

校级重点项目 

0.00  0.00  0.00  100,000.00    100,000.00  

(110113111)国际合作

交流-外籍专家经费-

单位重点项目 

0.00  22,000.00  0.00  253,240.00  59,247.00  171,993.00  

(110113301)留学生教

学经费 
0.00  0.00  0.00  112,050.00    112,050.00  

(110190101)公用经费 0.00  0.00  0.00  4,783,388.09    4,783,388.09  

(110190201)人员经费 0.00  0.00  0.00  6,733,987.20  2,369,257.00  4,364,730.20  

(110190399)留学生英

文项目 
0.00  0.00  0.00  150,600.00    150,600.00  

(110513101)留学生活

动经费（其他部委拨

款）—业务费 

0.00  1,500.00  1,500.00  5,814.00  1,740.00  4,074.00  

(110513201)留学生活

动经费（其他部委拨

款）—人员费 

0.00  0.00  0.00  5,814.00    5,814.00  

(110514001)“西部之

光”访问学者培养费 
0.00  0.00  0.00  20,000.00  18,000.00  2,000.00  

(110600001)向基础教

育倾斜－北京市中小

学名师发展工程 

1,172,999.01  120,741.00  57,331.00    1,098,536.37  11,0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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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00002)2014 年

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经

费－Gerard Posti 

0.00  0.00  0.00  23,079.00  4,957.40  18,121.60  

(110611101)本科生教

学－北京市共建－大

学生科研训练 

0.00  0.00  0.00  48,000.00  36,000.00  12,000.00  

(110612111)研究生培

养－北京市共建－国

内外联合培养研 

0.00  115,960.00  10,000.00  278,762.00  90,234.33  82,567.67  

(110612121)研究生培

养－北京市共建－研

究生课程建设试 

0.00  0.00  0.00  31,000.00  1,437.10  29,562.90  

(110656101)北京市中

小学名师发展工程(北

京师范大学基) 

0.00  95,314.85  37,761.10  2,255,760.00  963,968.40  1,234,237.85  

(111000001)发展基金 279,350.62  0.00  0.00      279,350.62  

(111001001)《教育学

报》 
68,715.46  4,690.00  4,690.00    66,989.00  1,726.46  

(111001002)《教师教

育研究》期刊 
78,262.95  0.00  0.00  27,528.00  78,262.95  27,528.00  

(111001003)《比较教

育研究》 
236,141.93  14,350.00  14,350.00    234,622.76  1,519.17  

(111002001)教育学部

会议费 
163,039.73  0.00  0.00    150,445.00  12,594.73  

(111090101)自筹公用

经费 
0.00  0.00  0.00  477,130.08    477,130.08  

(111090201)自筹人员

经费 
0.00  0.00  0.00  97.44    97.44  

(111090301)期刊发行

费 
0.00  0.00  0.00  798,663.08    798,663.08  

(111090302)会议费 0.00  0.00  0.00  32,970.16    32,970.16  

(111090302)会议费 682,004.26  0.00  0.00  682,004.26    682,004.26  

(111203201)科研经费

业绩奖励 
0.00  0.00  0.00  110,880.00    110,880.00  

(160101101)党建工作

奖励经费 
0.00  0.00  0.00  8,000.00    8,000.00  

(160101111)杨阳

2015 年党建研究课题 
0.00  0.00  0.00  5,000.00    5,000.00  

(160101301)二级党校

工作经费 
0.00  0.00  0.00  30,000.00    30,000.00  

(160102101)学生活动

费 
0.00  0.00  0.00  14,300.00  117.70  14,182.30  

(160102102)研究生活

动费 
0.00  0.00  0.00  53,220.00  450.00  52,770.00  

(160111101)本科生教

学－2015 版本科人才

培养方案修订 

0.00  0.00  0.00  20,00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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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111)本科生教

学－教学运行费 
0.00  0.00  0.00  514,900.00    514,900.00  

(160111121)本科生教

学－校级教改（指令

性） 

0.00  17,010.00  17,010.00  339,000.00  101,477.10  237,522.90  

(160112101)研究生教

学－教学下拨经费 
0.00  306,212.46  299,212.46  1,950,723.03  1,251,729.81  691,993.22  

(160112151)研究生教

学－培养下拨经费 
0.00  113,760.00  0.00  993,200.00  454,600.00  424,840.00  

(1601121A1)研究生培

养－方法课群教学团

队建设－学术论 

0.00  0.00  0.00  100,000.00  8,000.00  92,000.00  

(1601121A2)研究生培

养－方法课群教学团

队建设－SPSS 数 

0.00  0.00  0.00  100,000.00    100,000.00  

(1601121A3)研究生培

养－方法课群和教学

团队建设-质性 

0.00  0.00  0.00  100,000.00  12,572.00  87,428.00  

(1601121B1)研究生培

养－研究生学术论坛

－第二届全国教 

0.00  0.00  0.00  20,000.00  20,000.00  0.00  

(1601121C1)研究生培

养－公共课运行－研

究生学习生态研 

0.00  6,072.00  6,072.00  43,765.70  13,209.80  30,555.90  

(1601121C2)桑国元研

究生培养－公共课运

行－教育研究方 

0.00  0.00  0.00  2,000.00  2,000.00  0.00  

(1601121C3)张春莉研

究生培养－公共课运

行－教育心理学 

0.00  0.00  0.00  3,000.00  1,500.00  1,500.00  

(1601121D1)研究生培

养－分类培养－专业

学位－教育学业 

0.00  0.00  0.00  100,000.00    100,000.00  

(1601121E1)研究生创

新创业科研基金项目 
0.00  0.00  0.00  63,000.00    63,000.00  

(160113101)国际合作

交流－外籍专家经费

－单位重点项目 

0.00  31,800.00  31,800.00  146,800.00  122,601.42  24,198.58  

(160113111)国际合作

交流－外籍专家经费

－单位常规项目 

0.00  4,480.00  4,480.00  34,400.00  25,958.00  8,442.00  

(220100001)《比较教

育研究》杂志社国家社

科基金期刊资 

0.00  120,651.53  110,651.53  900,000.00  384,653.83  505,346.17  

(240100001)石中英

《中国教育学年鉴》编

纂 

0.00  0.00  0.00  15,000.00  1,890.00  13,110.00  

(240100002)石中英北

京市第十二中学与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 

0.00  0.00  0.00  1,330,705.00  238,829.83  1,091,875.17  

(240100003)石中英北

京市门头沟区教委合

作共建项目 2015 

0.00  0.00  0.00  2,620,000.00  330,120.00  2,289,880.00  

(240300001)教育学部

基础教育学科群 
14,855.00  0.00  0.00    4,800.00  10,055.00  

(240300003)教育学部

石景山绿色教育 
123,296.00  0.00  0.00    57,646.00  65,650.00  

(240300006)张京彬多

种媒体研究 
141,061.82  0.00  0.00      141,0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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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300008)顾定倩交

互式电子白板 
8,923.60  0.00  0.00    1,000.00  7,923.60  

(240300009)顾定倩课

程体系 
29,390.00  0.00  0.00      29,390.00  

(240300013)石中英门

头沟区教委合作共建

项目 

0.00  84,879.00  84,879.00  1,720,000.00  1,133,155.60  586,844.40  

(310212121)2014 研

究生培养专项－教育

学部一级学科 

0.00  0.00  0.00  133,000.00    133,000.00  

(310212122)2014 研

究生培养专项－教育

学部培养方案 

0.00  0.00  0.00  59,100.00    59,100.00  

(310213111)国际合作

交流－学生境外交流

项目 

0.00  227,384.00  182,484.00  376,000.00  323,226.00  7,874.00  

(310213121)国际合作

交流－引智基地-校级

重点项目 

0.00  15,000.00  6,000.00  30,070.00  20,928.00  142.00  

(310213122)国际合作

交流－引智基地-校级

重点项目 

0.00  0.00  0.00  149,968.00  147,637.00  2,331.00  

(310213123)国际合作

交流－引智基地-校级

重点项目 

0.00  0.00  0.00  43,200.00  42,182.00  1,018.00  

(310213124)国际合作

交流－引智基地-校级

重点项目 

0.00  27,699.00  27,699.00  100,000.00  94,139.90  5,860.10  

(310213125)国际合作

交流－引智基地-校级

重点项目 

0.00  20,400.00  20,400.00  100,040.00  60,838.63  39,201.37  

(310213131)国际合作

交流-来华留学英文精

品课程培育计 

0.00  0.00  0.00  97,044.48  75,905.50  21,138.98  

(310231101)本科生教

学－一级学科建设 
0.00  197,752.00  159,032.00  350,000.00  311,280.00  0.00  

(310231102)研究生教

学－一级学科建设 
0.00  560,802.49  485,279.49  1,250,000.00  1,164,477.00  10,000.00  

(310231103)科研业务

经费－一级学科建设 
0.00  1,607,418.26  1,342,139.48  4,695,193.15  4,415,904.37  14,010.00  

(310251021)国际合作

与交流业务经费-引智

团队项目 

36,069.33  4,960.00  0.00    837.00  30,272.33  

(310260101)学科建设

专项－平台建设 
288,030.27  148,884.00  552,213.00    689,930.80  1,428.47  

(310260102)学科建设

专项－研究生培养 
663,744.15  244,642.00  518,488.00    937,590.15  0.00  

(310400002)自主科研

-教育学科内涵建设 
478,355.10  61,060.24  103,601.14  -94,334.20  426,561.80  0.00  

(310400003)自主科研

-咨询报告专刊 
200,000.00  8,010.00  8,010.00  -60,860.00  139,140.00  0.00  

(310400004)自主科研

－郑国民文科数据库

建设－基于信息 

1,000,000.00  295,129.24  252,036.24  -158,588.99  798,318.01  0.00  

(310400040)自主科研

－本科生科研创新项

目 

71,000.00  20,000.00  20,000.00  -15,405.60  55,594.4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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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00041)自主科研

－名刊工程 
35,265.80  9,215.40  9,215.40  -14,616.90  20,648.90  0.00  

(310411001)自主科研

－本科生科研训练与

创新创业项目 

0.00  0.00  0.00  77,000.00  58,449.50  18,550.50  

(310452121)科研业务

经费－名刊工程 
0.00  15,000.00  0.00  200,000.00  109,667.79  75,332.21  

(310452131)科研业务

经费－重大国际会议 
0.00  0.00  0.00  1,000,000.00    1,000,000.00  

(310452141)科研业务

经费－咨询报告及智

库专刊 

0.00  2,652.00  0.00  300,000.00  249,465.92  47,882.08  

(310500001)本科生课

程研究生助教（配比） 
564,600.00  0.00  0.00    535,000.00  29,600.00  

(310587101)本科生教

学－本科生课程研究

生助教制 

0.00  0.00  0.00  699,600.00  254,348.00  445,252.00  

(310700001)优势学科

－2.4 校级教改 
179,000.00  10,000.00  10,000.00  -179,000.00    0.00  

(310800001)免费师范

生经费 
67,386.00  0.00  49,895.00  -16,948.40  100,332.60  0.00  

(310811301)本科生教

学－免费师范生培养

专项 

0.00  0.00  0.00  7,234.00  7,234.00  0.00  

(310811311)学生实习

经费 
0.00  66,105.00  66,105.00  72,083.00  72,083.00  0.00  

(311000001)11-12 教

育部质量工程-大学生

创业计划一期 

12,500.00  0.00  0.00    7,330.60  5,169.40  

(311000004)22050205

质量工程-对口支援进

修教师培训 

6,750.00  0.00  0.00    6,750.00  0.00  

(311000021)质量工程

－创新训练项目 
55,000.00  0.00  0.00    55,000.00  0.00  

(311011101)本科生教

学－本科教学工程 
0.00  102,533.24  52,840.00  397,156.00  219,783.91  127,678.85  

(311014101)质量工程

－对口支援进修教师

培训 

0.00  0.00  0.00  6,750.00  1,320.00  5,430.00  

(00300)教育学部-部

门合计 
31,115,319.72  5,343,616.75  5,200,799.08  55,137,267.23  48,284,679.88  37,143,085.14  

表 145  学部财经部门号 00301 下的财经数据情况（2015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部门/项目 摘要 项目借款 项目还款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部门/项目余额 

(020841005)预收应

缴款-夜大及短训班

学费-校外短班 

4,931,000.00  0.00  0.00  28,677,951.00  33,608,951.00  0.00  

(020909001)其他应

付款（逐笔） 
0.00  0.00  0.00  1,833,010.00  1,448,362.00  384,648.00  

(021203001)全国第

五期特教班经费 
588,816.01  0.00  0.00    554,860.06  33,95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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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03002)北京市

幼儿园中小学干部

教师队伍培训项目 

5,637,323.00  11,654.00  11,654.00    1,080,459.20  4,556,863.80  

(021203003)代办中

小学校长境外考察

费用 

206,160.20  0.00  0.00  130,000.00  6,550.00  329,610.20  

(110100006)临夏州

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协同创新计划 

1,300,000.00  23,204.81  23,204.81    1,299,102.72  897.28  

(110101001)公用经

费 
3,579,139.64  1,666,509.10  1,670,993.10  -2,697,222.75  736,438.29  149,962.60  

(110101004)学生宿

费支出 
77,370.56  0.00  0.00      77,370.56  

(110103001)创收酬

金 
13,162,593.40  155,268.00  268,220.97    11,914,416.77  1,361,129.60  

(110105001)华北教

管干部培训经费 
790,078.29  0.00  0.00    68,081.77  721,996.52  

(110105003)小学校

长培训专项经费 
747,932.41  0.00  0.00    237,101.78  510,830.63  

(110105004)教育部

还垫台湾团经费 
85,871.00  0.00  0.00    52,772.50  33,098.50  

(110105005)2010年

高中课改专项经费

（湖北省教育厅拨） 

3,735,876.45  155,841.94  300,841.94    3,513,269.04  367,607.41  

(110190101)公用经

费 
0.00  987,634.00  972,724.00  8,430,737.75  2,558,889.38  5,856,938.37  

(110190201)人员经

费 
0.00  0.00  0.00  20,233,770.60  532,369.00  19,701,401.60  

(110190301)培训项

目经费 
0.00  5,580.00  5,580.00  6,962,500.00  2,929,666.39  4,032,833.61  

(111000001)发展基

金 
238,350.93  0.00  0.00      238,350.93  

(111090301)香港校

长班培训费 
0.00  0.00  0.00  5,869,862.43  1,422,629.04  4,447,233.39  

(111090302)会议费 0.00  0.00  0.00  68,874.24  61,436.00  7,438.24  

(111090303)陈锁明

太原小店名师培养

培训费 

0.00  0.00  0.00  1,233,608.00    1,233,608.00  

(111100001)庆典捐

赠款 
76,560.00  0.00  0.00      76,560.00  

(111203201)科研经

费业绩奖励 
0.00  0.00  0.00  189,509.60    189,509.60  

(211908001)干部教

材编审费 
130,660.00  0.00  0.00      130,660.00  

(240100001)陈锁明

孝义市中学校长领

导力提升工程 

0.00  0.00  0.00  300,000.00  4,726.80  295,273.20  

(240100002)陈锁明

孝义市中小学名师

培养工程 

0.00  0.00  0.00  573,570.00  21,168.00  552,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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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300001)陈锁明

课堂教学改革 
18,600.00  0.00  0.00    18,600.00  0.00  

(240300002)陈锁明

“新学堂” 
451,700.00  35,503.00  35,503.00    433,868.89  17,831.11  

(240300003)陈锁明

中层干部管理效能 
406,410.00  47,170.00  47,170.00    358,954.00  47,456.00  

(240300004)陈锁明

学生评价策略 
441,750.00  111,263.00  91,665.00    199,596.67  222,555.33  

(240300005)陈锁明

教师教育实践案例 
446,400.00  136,044.00  126,044.00    430,347.24  6,052.76  

(240300006)陈锁明

教师研究能力提升 
435,240.00  284,178.00  284,178.00    173,362.74  261,877.26  

(240300007)陈锁明

教育创新 
720.00  0.00  0.00    720.00  0.00  

(240300009)陈锁明

问题分析研究 
151,417.00  0.00  0.00    151,417.00  0.00  

(240300010)陈锁明

“双导师”制 
239,125.00  0.00  0.00      239,125.00  

(240300011)陈锁明

国家中等职教改革 
512,988.00  139,770.00  139,770.00    430,289.00  82,699.00  

(240300012)毛亚庆

促进学术型骨干教

师成长的策略研究 

0.00  0.00  0.00  500,000.00  35,000.00  465,000.00  

(240300013)毛亚庆

培养学术型名师，促

进骨干教师专业化 

0.00  0.00  0.00  200,000.00  14,000.00  186,000.00  

(319000001)教育管

理干部培训 
4,406,623.65  4,810.00  8,810.00    4,410,623.65  0.00  

(319000002)2014年

中小学校长国培计

划 

0.00  417,585.50  417,585.50  6,186,900.00  6,186,900.00  0.00  

(319000003)对台教

育交流项目-第五期

台湾中小学校长论 

540,000.00  121,489.00  121,489.00    540,000.00  0.00  

(319022001)校长国

培计划－2015年示

范性培训项目经费 

0.00  0.00  0.00  828,000.00  828,000.00  0.00  

(319022002)干部培

训项目－师范生免

费教育与教师培养

模 

0.00  0.00  0.00  207,000.00  207,000.00  0.00  

(319022003)对台教

育交流－第六期台

湾中小学校长高级

研 

0.00  0.00  0.00  490,050.00  490,050.00  0.00  

(319022004)2015年

周小燕校长国培计

划和高校教师培训

项 

0.00  0.00  0.00  2,116,000.00    2,116,000.00  

(319022005)2015年

毛亚庆校长国培计

划和高校教师培训

项 

0.00  0.00  0.00  401,800.00    401,800.00  

(319022006)2015农

村校长助理工程培

训项目－周小燕 

0.00  0.00  0.00  280,000.00    2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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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1)教育学部培

训学院-部门合计 
43,338,705.54  4,303,504.35  4,525,433.32  83,015,920.87  76,959,978.93  49,616,576.45  

8.5.  社会筹资工作 
8.5.1 2015 年度合作共建经费 

2015年，学部扎实推进与门头沟区教委、北京市第十二中学、中关村一小、青岛职

业技术学院的合作共建项目，扎实推进落实北京市中小学名师发展工程。目前，已经落

实 2015 年度合作共建经费 492 万元（未包括北京市中小学名师发展工程，经费正在评

审过程中）。 
8.5.2 2015 社会筹资总体情况 

2015年继续扎实推进社会筹资工作，共获得捐赠 294.58万元。 

明远教育基金获得捐赠总额 154.7万元，其中包含中育教育集团捐赠 100万，顾明

远先生捐赠吴玉章终身成就奖奖金 50万。 

成立“北京师范大学黄济教育哲学基金”，并获得黄济先生家属捐赠 50 万元。 

获得国际关怀孤独症儿童基金会捐助 60 万元，用于支持特殊教育研究所开展“星

星点灯—孤独症儿童专业人员培训”。 

继续推进“北京师范大学美吉姆早期教育研究基金”，继续获得 17万元年度捐助。 

获得美国欣欣基金会捐赠 10.88万元。 

教育技术学院获得创客空间捐赠经费 2万元。 

教育系已故教授邱椿先生家属将目前搜集到的 20种 39卷手稿全部捐赠我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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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党建工作 

9.1.  党务工作 
9.1.1 教师党支部基本情况 

截至 2015 年年底，教育学部共有党员 983 名，其中在职教师党员 182 名，离退休

党员 108名，学生党员 693 名。共有党支部 51个，其中在职教师党支部 17个，离退休

党支部 5个，学生党支部 29个。 
9.1.2 分党委工作会议 

9.1.2.1 召开教育学部征求意见座谈会 

1月 15日上午，顺利召开教育学部征求意见座谈会。会议由李雪莲副书记主持，学

部近 30名教职工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始后，李家永书记鼓励各位教职工代表积极发表意见，参会教职工均根据自

身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针对各位教职工代表的意见，李家永老师表示了感谢并表示学部会尽可能落实相关

政策更好地促进教职工的成长发展。 

9.1.2.2召开 2014 年度处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1月 16日上午，李家永书记主持召开教育学部 2014 年度处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

活会，会议主题是“严格党内生活，严守党的纪律，深化作风建设”。 

会上，李家永书记代表领导班子就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情况进行

通报，对尚未整改的说明情况，对照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承诺逐项进行检查。随后，书记

带头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领导班子成员依序进行自我批评，大家互相开展了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态度诚恳，实事求是，开诚布公，深刻剖析问题根源，明确了具体

的改进措施，提出了改进意见，增强了领导班子的担当意识，为集中精力推进教育学部

改革发展凝聚力量。 

 

图 41  教育学部 2014 年度处级党员干部民主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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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3召开 2015 年春季学期分党委委员会会议 

3月 6日，召开教育学部 2015年春季学期分党委委员会议，会议由李雪莲副书记主

持，全体委员参会。 

各位分党委委员汇报和讨论了 2015年春季学期党建工作计划和预算。李家永书记

强调学部层面的工作要围绕科研、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核心工作抓党建，配合好学部

其他部门工作开展好分党委的各项工作和活动。李雪莲副书记对分党委委员提交的工作

计划进行总结，并对制度建设和基层党支部工作、党组织共建工作、党员培训、文化建

设和宣传工作等方面提出建议。楚江亭副书记汇报了分党委学生工作计划，强调学生工

作要发展自主管理体系，从学生视角出发，引领学生发展。 

会上，分党委委员石中英部长介绍了学部本年度整体工作规划，提出以服务教职工

为核心工作理念，以试点学院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工作重点，以人才培养为试点学院

改革核心，提高科研生产力；大力推进和提高科研交流、外事和培训等各项工作的专业

化和国际化水平，主动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举办国际高端、高水平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学术会议，并使其品牌化；以服务为核心做好校友工作，注意与校友保持长期联系；学

部空间调整方面的工作将秉承民主和服务的原则开展，征求广大教师的意见，沟通和协

调各部门工作。 

分党委委员在讨论中一致认为，要加强党员思想意识教育，要把教师们的思想集中

到建设高水平大学和开展高水平研究等工作上来，帮助教师坚定理想信念和实现精神追

求，增强教师学科责任和专业伦理。 

李家永书记在总结中指出学部的党建工作必须迈向一个新台阶。分党委的工作必须

以服务教师和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和教师的共同发展，同时提高管理素养，做好计划、

实施、评价、反馈等环节工作。面对新形势，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更好

地开展工作。 

 

图 42  2015 年春季学期分党委委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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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4分党委召开 2015 年春季学期教师党支部书记会议 

3月 31日，召开教育学部分党委 2015 年春季学期教师党支部书记会议。分党委委

员、教师党支部书记及委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李雪莲副书记主持。 

李雪莲副书记介绍了春季学期分党委的工作计划，从党员教育培训、党支部活动经

费使用制度、暑期支教活动安排等方面布置新学期工作。楚江亭副书记提出了教师党支

部工作与学生工作相结合事宜；组织委员李葆萍着重从理论讲座、参观交流、专题培训、

社会实践及网络学习等五个方面介绍了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计划。 

会上，各党支部书记依次总结了上学期工作，提出了支部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汇报了本学期的工作计划。 

最后，李家永书记强调本学期要认真落实好党员培训工作和基层党组织生活情况调

研。同时他指出，新一届支部成员队伍需要继续加强自身学习，积极参与理论学习会议。

他还传达了近期分党委工作及相关会议精神，鼓励各个支部报名暑期调研和支教活动，

以促进学科之间交流，更好地服务社会。另外，他还希望教师党支部书记们能积极参与

到所在学术机构的决策讨论会中，建立较为完善的党政联席制度。 

本次会议既是对秋季学期工作的总结和梳理，也是对本学期的工作计划进行了充分

讨论，为各支部提供了面对面交流工作经验、互相学习的平台，为教育学部分党委 2015

年春季学期工作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1.2.5召开教育学部 2014 年度党建课题结题会 

5月 20日下午，召开教育学部 2014年度党建课题结题会，分党委委员李家永书记、

李雪莲副书记、王晨教授，党支部书记施克灿教授、杨明全教授，各党建课题负责人共

十余人出席会议，李雪莲副书记主持。 

参加结题的老师及其课题有：卢立涛：基于项目的合作题党建：要素与路径；周慧

梅：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制度建设项目；杨阳：教工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的研究；刘

立：加强高校学生党支委干部队伍建设的方法和途径研究——以教育学部为例；桑国元：

支部共建模式下的小学研究型教师成长研究。 

经过评议，五位课题负责人的课题顺利结题。最后，李雪莲副书记进行了总结发言。

她表示，通过听取各个项目负责人的结题报告，查看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各个项目成员

都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工作，对党建工作有很大帮助。希望各位结题人后续把研究

结果进行整理和完善，为以后的党建研究工作提供借鉴。 

9.1.2.6召开七一表彰评审会 

6月 9日，教育学部分党委在英东 352 室召开委员会议，讨论 2015年“七一”表彰

拟表彰名单。会议由分党委副书记楚江亭老师主持。 

今年七一表彰设置学部奖项有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先进党支部、党建创新

活动奖，申报学校奖项有基层党组织示范点、党支部示范点、优秀党日活动、教书育人

模范党员教师、党员志愿服务先进个人、优秀党建创新成果。会议根据各教工党支部上

报的自荐、推荐材料，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最终确定学部拟表彰名单。 

经讨论，刘水云等 8人获得教育学部 2015年“优秀共产党员”，徐志勇等 6人荣获

“优秀党务工作者”，职业教育研究所党支部、行政第二党支部获得“先进党支部”荣

誉称号，行政一支部《教育学部教工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的调查研究报告》荣获“优秀

党建创新成果”。 

会议决定，教育学部分党委参评学校“基层党组织示范点”，推荐行政一支部参评

学校“党支部示范点”，推荐教育管理学院党支部赴海淀民族小学活动参评“优秀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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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推荐阚维参评“教书育人模范党员教师”，推荐卢立涛参评“党员志愿服务先进

个人”，推荐行政一支部《教育学部教工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参评“优

秀党建创新成果”。  

9.1.2.7召开 2015-2016 年度党建课题开题会  

6月 17日，教育学部 2015-2016年度党建课题开题会顺利召开，李家永书记出席，

李雪莲副书记主持。党建课题申请人有：杨明全、邓林园、杨阳、李涛、任雅才、王娟。

评委老师有：分党委副书记李雪莲、委员王晨，党支部书记桑国元、杜瑞军、周慧梅。 

首先，课题申请人依次对自己申报的党建课题进行了陈述，评委们给予修改意见。

今年申请的课题分别是《高校行政管理人员激励机制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新

时期高校基层党支部“党务业务融合”的工作机制与实践模式研究》《建立健全行政管

理人员正向激励机制研究》《如何通过师生联合党建促进研究生职业生涯成长》《教育学

术期刊编辑协同成长探究》、《建立院系二级校友会对学科发展的作用研究》。 

李家永书记、李雪莲副书记对开题会和各位老师的课题表示肯定，认为这是一种把

评委、申报课题的老师聚在一起的平台，有利地促进了支部之间、支部成员之间的交流，

大家在这里能够一起商议，完善课题，把课题做得更好。最后，评委决定，六个课题均

立项。同时希望负责人能够针对评委们的意见，修改完善自己的课题申请。 

9.1.2.8教育学部领导班子学习领会校暑期党建工作会和书记工作会议精神 

9月 1日下午，教育学部全体部务会成员召开专题会议，学习领会校暑期党建工作

会和书记工作会议精神，启动学部“十三五”规划工作，部署新学期工作。石中英部长

传达了校暑期党建工作会精神，李家永书记传达书记工作会议精神，石中英部长主持会

议。 

9.1.2.9 教育学部多位教师受到节日表彰 

9月 10日下午三点，北京师范大学庆祝第 31 个教师节暨建校 113 周年表彰大会在

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举行,教育学部多项教育教学成果、多个研究成果、以及多位老师

获奖并受到表彰，他们是顾明远、钟秉林、何克抗、俞启定、胡定荣等 19位老师。表

彰会上，教育学部学工办刘姗姗老师代表获奖青年教师做了发言。 

9.1.2.10 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 

11 月 2日下午，李家永书记主持召开教育学部处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会议

以践行“三严三实”为主题。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光巨，北京师范大学“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督导组督导员历史学院分党委书记耿向东、水科学研究院党总支书记王金生和

组织部相关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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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 

会上，李家永书记介绍了教育学部分党委开展“三严三实”活动的情况，明确了民

主生活会交流学习体会、对照检查不足的目标。随后，领导班子成员对照党章等党内规

章制度、党的纪律、国家法律、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对照正反两方面典型，联系

个人思想、本职岗位工作、生活和作风实际，联系个人成长进步经历，联系教育实践活

动中个人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从信仰信念、党性修养、权力行使、纪律规矩、做人做事

等方面，深入查摆了存在的“不严不实”问题，严肃认真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陈光巨副校长肯定了学部领导班子在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中取得的成绩，鼓励大家不

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具体行动上，都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努力做好“十三五”规

划。 

李家永书记在总结中强调“严”是前提和条件，“实”是要聚焦到工作中。李书记

希望民主生活会能增强领导班子的担当意识，为进一步推进教育学部“十三五”时期改

革发展凝聚力量。 
9.1.3 组织工作 

9.1.3.1举办北京市人大会议精神分享会 

4月 1日下午，教育学部邀请市人大代表郑新蓉教授在图书馆三层报告厅分享 2015

年北京市人大会议的体会和收获。会议由分党委书记李家永主持，学部 200余位师生到

场聆听。 

首先，郑新蓉教授围绕“全力破解城市发展难题”与“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两个

主题为参加分享会的全体师生深入解读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介绍了自己提出的《关于

在北京实行人车分离信号灯系统的提案》等三个提案。郑新蓉教授结合自身关注和研究，

从不同角度作了深入解析。她认为政府要破解城市发生的难题，就要做好更加严格控制

人口规模和持续抓好大气污染治理与解决城市交通拥堵这两项工作；在切实保障和改善

民生方面，郑新蓉教授从“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推进教育改革发展”与“改善

群众住房条件”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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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蓉教授重点分析了北京市的人口老龄化现状、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新出台的《北

京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办法》（“九养”政策）。居家养老不同于传统的家庭养老

（由家庭承担全部养老服务或购买家政服务），是享有相关社会服务的养老，亲情、邻

里情和社区情是养老生活的重要依托。郑教授认为，要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确立并

完善“9064”养老服务模式：到 2020 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的协助下通过居家

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服务照顾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

养老。要加快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不断

优化老年人生活环境。 

最后，郑新蓉教授总结到，个人理财规划和国家社会保障都要尊重个人财务生命周

期，努力工作 40年，实现 70年（20-90岁）财务自由，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人

生目标。再加上孝敬老人的社会文化，两代人共同应对老龄化风险。 

9.1.3.2举办《情绪障碍和情绪管理》讲座 

4月 7日，北医三院神经科主任张燕医师在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作了《情绪障碍

和情绪管理》健康讲座。该讲座由教育学部分党委主办、行政第二党支部承办，分党委

委员刘立老师主持。现场近两百名师生积极参加了这场生动实用的讲座。 

9.1.3.3党校成立并举办首场讲座 

12 月 16日，教育学部二级党校成立仪式暨首场党课在英东楼 129教室举行。校党

委副书记李晓兵出席仪式并讲话，顾明远先生，校党委组织部、心理学院、文学院、历

史学院等分党委的负责同志，以及教育学部师生党员代表等 80 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李家永书记在发言中阐明了二级党校建立的背景，强调了建立二级党校的重要性。

作为学校创建二级党校的首批试点单位，教育学部分党委将把党员教育和党员发展作为

党校工作重点，学部将加强党员教育针对性，提升党员群体党性修养，积极开展“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增强党校培养科学性，构建有效的运行管理机制；多渠道打造党员教

育学习平台，注重教育的多样性，发挥党员主体教育功能。不断挖掘共享资源，将各项

工作做精做实，进一步助力学校党建工作的开展，为学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做出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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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教育学部二级党校成立大会 

李晓兵副书记代表学校党委祝贺教育学部党校成立，肯定了学部党委在全校范围的

带头模范作用，并提出了几点新的要求：一是要利用新信息渠道完善党校的各项宣传，

让党校工作起到更广泛、更具时效性的影响；二是要落实党校的主体责任，切实把党员

教育工作做好；三是要与其他学院的党校共同建设，引领学校先锋，提出新的理念，为

学校的党校工作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成立仪式结束后，顾明远先生为在座师生上了第一场党课——“党员的教育人生”。

顾老先生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

年代，一个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坚持学习的人生经历，引发在场党员师生对理想信念的深

入思考。 
9.1.4 社会实践 

9.1.4.1教育学部教工暑期支教队赴安徽芜湖电教馆实践工作圆满完成  

7月 1日至 3日，李雪莲副书记、教育技术学院院长武法提教授以及傅骞、李玉顺、

赵国庆三位副教授等一行 8人前往安徽省芜湖市电化教育馆（以下简称“电教馆”）开

展了主题为“2015 年芜湖市现代教育技术骨干教师培训”的支教活动。此次支教活动得

到了芜湖市政府与教育局的大力支持，在芜湖市政府任挂职副市长的我校副校长郝芳华

老师以及芜湖教育局局长王红月等领导出席了与支教团的见面会。郝芳华副市长代表芜

湖市委市政府肯定了此次支教活动的意义，指出现代教育技术是进行教育改革与创新的

重要载体，北师大教育学部专家教授把该领域最新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带来，将会促进

芜湖市教育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芜湖市教育局王红月局长与武法提院长还就未来北师

大教育学部与芜湖市教育局的深层次合作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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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支教团成员与郝副市长、电教馆钱馆长合影 

7月 2日下午，傅骞老师做了关于“创客教育的理念与实践——让我们的未来享受

创新与分享的快乐”的主题讲座。 

7月 3日上午，李玉顺老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从有效教学视角看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融合实践”的专题讲座。 

7月 3日下午，赵国庆老师老师做了题为“思维训练提升师生学习力”的讲座。 

此次支教团的老师们就教育技术前沿问题分别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与芜湖市中

小学骨干教师进行了交流和分享，讲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响，得到了芜湖市教育局

以及电教馆的高度认可。北师大教育学部芜湖电教馆支教活动圆满完成。 

9.1.4.2教育学部教工暑期赴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支教活动圆满完成 

7月 27-29日，李家永书记、李雪莲副书记、杨明全老师、秦行音老师、叶菊艳老

师、赵国庆老师等 9位学部教师及行政人员前往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在当地的肃

南一中报告厅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暑期教师支教活动。本次支教是今年教育学部继安徽芜

湖支教队派出的第二支教师暑期支教队伍。27日上午出席开班仪式的还有，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教体局秦万龙局长、肃南一中屈军副校长、肃南一中教务处贾镇南主任，全县各

级教师共计 180多人参加此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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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教工暑期赴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支教活动 

7月 27日上午，李家永书记率先给肃南的教师们做了关于“基础教育中的知识与能

力”主题讲座；7 月 27 日下午，叶菊艳老师带来了题为“做研究型教师：促进学生学习

的教师专业能力建设路径”的专题讲座；7月 28日上午，杨明全老师做了题为“教育科

研的校本化与教师成长”的讲座；7月 28 日下午，秦行音老师的讲座题为“办积极的农

村牧区教育之儿童青少年的心理成长特点及对教育的意义”；7月 29日，赵国庆老师给

大家做了“学习力的内涵、要素与提升”系统的培训。 

此次支教老师们分别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就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改革、一线教

师专业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校本科研等系列问题，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教师进行了交流

和分享，现场反映效果良好、评价颇高。随后，双方还就未来北师大教育学部与肃南县

教体局的深层次合作进行了交流。 

9.1.4.3  特殊教育系赴湘西支教活动 

7月 5-10日，特殊教育研究所肖非、王雁、邓猛、钱志亮、刘艳虹、张树东、程黎、

胡晓毅和张悦歆老师等一行 9人前往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开展了主题为“2015 年湖南省

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培训”的支教活动。此次支教活动得到了湖南省特殊教

育专业委员会和湘西自治州教育局的大力支持，湖南省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韦正

强，副理事长李元刚、李晖、傅朝晖，秘书长王磊，湘西自治州教育局副局长向仍淼，

工会主席黄国饶等领导出席了活动。韦正强理事长，向仍淼副局长分别代表湖南省特教

协会和自治州政府肯定了此次支教活动的意义，指出特殊教育的兴荣是我国教育发展与

普及的重要标志，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将是做好特殊教育的首要因素。北师大

特殊教育系的专家教授把该领域最新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带来，将会促进湖南省，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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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边远地区特殊教育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为边远地区的特殊儿童带来了新的希望。 

7月 6日上午，肖非教授做了关于“现代特殊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的主题讲座；7

月 6 日下午，王雁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几个核心问题”的

专题讲座；7月 7日上午，胡晓毅副教授做了题为“孤独症儿童教育对策”的讲座；7

月 7 日下午，张树东副教授做了题为“特殊儿童心理评估”的讲座；7月 8日上午，程

黎副教授做了题为“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如何做研究”的讲座；7月 8日下午，邓猛教授

做了题为“特殊学校有效性教学”的讲座；7月 9日上午，钱志亮副教授做了题为 “解

读教师心理健康”的讲座；7 月 9日下午，支教团队老师和与会教师们一起参观了湘西

自治州民族特殊教育学校。7 月 10日上午活动闭幕式。 
9.1.5 宣传工作 

9.1.5.1召开宣传工作扩大会议 

5月 7日上午，2015 年春季学期教育学部宣传工作扩大会议于召开。教育学部宣传

工作小组成员、教师党支部宣传委员、图书馆相关负责人等二十多位教师参加会议，积

极为教育学部英东楼一层大厅的设计建言献策。 

李雪莲副书记和设计师先后介绍了英东楼一层大厅的设计方案。与会教师基本认同

大厅设计以深红色为基调，并就大厅的功能定位和整体设计理念进行了交流和讨论，还

对设计的各个细节提出了建议。 

 

图 47  宣传工作扩大会议 

9.1.6 援疆、援滇及挂职锻炼活动 
9.1.6.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曹良亮老师，作为第八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

业援疆干部人才，于 2014 年九月赴疆参加援疆工作。 

本次第八批中央援疆工作中，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对口支援单位是新疆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新疆教育学院）。新疆教育学院是一所专注教师教育的高等院校，是自治

区中小学教师培养培训的基地和中心。 

曹良亮老师对口分配至信息技术与科学学院承担该分院的日常教学工作。新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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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工作量较大，工作相对繁重，在教学中曹良亮老师主要承担了”现代教育技术

学”、“计算机网络管理与维护”、“网络工程技术”、“网络信息安全”、“计算机

程序设计” 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此外在援疆工作中工作积极，和民族教师和学生沟通良好，深入学习党的各项政策

和决定，能够发挥援疆同志应有的作用。此外，还积极促进学校之间的交流活动，为新

疆教育学院与师大教育学部的日常交流和联系发挥重要作用，教育学部派遣李雪莲书记

带队赴疆进行了支教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今后的援疆工作中，还将会继续努力

工作，努力完成中央的援疆工作，为新疆的建设和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 

9.6.1.2 中组部、团中央第 16 批博士服务团成员张京彬老师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

赴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挂职锻炼，为期一年。 

核心工作是构建宁夏与北师大的合作框架、内容和机制，制定宁夏全省教师队伍培

训规划，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工作地点在教育厅。 

12 月 8日，鲍传友院长代表培训学院、王建平副厅长代表宁夏教育厅共同为宁夏第

十八小学校长冯爱华授予“教育部首期领航班中小学名校长——冯爱华校长工作室” 

牌。 

 

图 48  授予“教育部首期领航班中小学名校长——冯爱华校长工作室” 牌 

9.1.7 各类表彰 
9.1.7.1 教育学部荣获 2014年度北师大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1月 7日，在学校第六届“感动师大”新闻人物颁奖典礼暨新春团拜会上，教育学

部荣获 2014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教育学部历来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成立了由 18 人组成的宣传工作小组，分工明确

推进宣传工作，为学部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学部每季度面向全校刊发《学

部通讯》，全面展现学部教书育人风采；搭建网络“教育学部红色风采”微博微信平台，

营造良好的沟通交流氛围。 

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教育学部在学校快讯发稿 46 篇，教育学部教师在《中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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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报》《光明日报》等报纸媒体上投稿 26篇，《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

《人民网》等报纸媒体介绍教育学部事迹、教师事迹约 42 篇。 

 
图 49  2014 年度北师大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9.1.7.2 教育学部荣获“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称号 

由全国妇联主办的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暨全国妇女先进典型表彰大会日前在北

京举行。大会表彰了 500个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我校教育学部位列其中。 

近年来，教育学部女教师勇攀科研高峰，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14项，承担省部级

科研项目 60项，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 7项，获得省部级成果奖 10 项，发表 A类论文

19篇，B类论文 31篇，CSSCI 来源期刊论文 522篇，出版中文专著 47 部，译著 11部，

完成重要咨询报告 53项，主流媒体文章 45篇等。 

教育学部还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女性师生。庞丽娟教授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

计划、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并高票当选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主任

委员。郭华教授、蔡永红教授、曾晓东教授、刘美凤教授、张东娇教授、胡咏梅教授入

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刘焱教授、郭华教授、曾晓东教授、蔡永红教授入选北

京市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全国政协委员刘焱教授被公安部特邀为监督员，

郑新蓉教授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积极参与政府工作，刘姗姗老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任雅才老师获评北京高校十佳辅导员，研究生邵婷入选国家篮球队并荣获学校第六届

“感动师大”新闻人物。 

在全体教职工的努力下，教育学部相继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北京高校

德育工作先进集体”、“北京市先进职工小家”，连续多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先进分党

委”、“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 

今后，教育学部将继续团结带领广大女教师发挥好半边天的作用，创先争优、建功

立业，同时使她们发挥好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巾帼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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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教育学部荣获“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称号 

9.1.7.3 教育学部四位师生荣获“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网络征文奖 

近日，从北京师范大学宣传部获悉，教育学部四位师生荣获“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

老师”网络征文奖。分别是顾明远同志的《既做经师，更做人师》荣获“做党和人民满

意的好老师”网络征文评选特别奖，张丽莉同志的《我想成为这样的老师》荣获“做党

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网络征文评选特别奖，檀传宝同志的《做一个配享幸福的教育家》

荣获“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网络征文评选一等奖，杜霞同志的《你的内心，我愿

意倾听》荣获“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网络征文评选二等奖。 

这次活动是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去年发起的。根据《关于组织参与“做党和人民满意

的好老师”征稿活动的通知》[教师司函（2014）81 号]，教育部门户网站、教育部新闻

办官方微信共同发起“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网络征稿活动。教育学部师生积极响

应习总书记关于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号召，积极参与、踊跃投稿。 

9.1.7.4 七一表彰 

6月 9日，教育学部分党委召开委员会议，讨论 2015 年“七一”表彰拟表彰名单。

会议由分党委副书记楚江亭老师主持。刘水云等 8人获得教育学部 2015 年“优秀共产

党员”，徐志勇等 6 人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职业教育研究所党支部、行政第二党

支部获得“先进党支部”荣誉称号，行政一支部《教育学部教工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的

调查研究报告》荣获“优秀党建创新成果”。会议决定，教育学部分党委参评学校“基

层党组织示范点”，推荐行政一支部参评学校“党支部示范点”，推荐教育管理学院党支

部赴海淀民族小学活动参评“优秀党日活动”，推荐阚维参评“教书育人模范党员教师”，

推荐卢立涛参评“党员志愿服务先进个人”，推荐行政一支部《教育学部教工党支部组

织生活质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参评“优秀党建创新成果”。 

最终，卢立涛获得学校“党员志愿服务先进个人”称号，行政一支部获得学校“党

支部示范点”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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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5 教育学部多位教师受到节日表彰 

9月 10日，北京师范大学庆祝第 31 个教师节暨建校 113周年表彰大会在英东学术

会堂演讲厅举行。教育学部多项教育教学成果、多个研究成果、以及多位老师获奖并受

到表彰。他们是顾明远、钟秉林、何克抗、俞启定、胡定荣等 19 位老师。表彰会上，

教育学部学工办刘姗姗老师代表获奖青年教师做了发言。 

9.2.  文化建设 
9.2.1 学科史工作 

时间 进展 内容 

2015.03.31 
教育学科史编纂第三
次推进会 

1、主要议题是各二级学科史编纂负责人汇报最新进展及工
作中存在的困难，讨论进一步完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李雪莲副书记重点介绍了二级学科编写提纲。所有二级
学科在撰写过程中都要写到以下内容：第一，二级学科简史
与现状，也就是二级学科发展过程。第二，课程开设。第三，
师资队伍。第四，招生情况。第五，国际交流。第六，社会
服务。第七，杰出校友名单。第八，缕清大事记。 
3、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育技
术学院、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教师教育研究所、学前教育研
究所、特殊教育研究所、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育心理
与学校咨询研究所汇报进展。 

2015.04.09 
教育学科史编纂第三
次补充会 

1、李雪莲副书记强调学科史编纂时间推进表。 
2、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管理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国
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汇报工作进展。 

2015.09.17 
教育学科史编纂第四
次推进会 

1、各二级学科史编纂小组汇报书稿完成情况及工作中存在
的困难。 
2、大多数二级学科史编纂小组已完成初稿，要求各组在 10
月 1 日前完成初稿，并上传至云盘。 
3、针对经费不够、时间久远的资料不好找、老先生的资料
不方便获得的问题，学部会尽力协商解决。 

2015.11.18 
教育学科史编纂第五
次推进会 

1、梳理第一次交稿总体情况，对已交二级学科史初稿提出
修改意见，讨论进一步完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二级学科史应包括以下内容：（1）二级学科发展沿革（2）
人才培养（3）科学研究（4）教师队伍建设（5）国际合作
与交流（6）杰出校友。以上是正文的内容，同时做好附录，
如二级学科发展的大事记、教师名录（按时期）。 
3、初稿中存在的问题 
（1）结构方面的问题：很多二级学科史写成章节体了，各
二级学科史应该是书稿其中的一节，所以三级标题应如下： 
（2）内容与篇幅方面的问题：内容不完整、资料堆积、结
构松散； 
（3）背景性介绍过多； 
（4）对史料的收集整理不够； 
（5）加强集体合作，可发动本学科的所有成员参与讨论、
审阅。 

9.2.2 学前教育研究所积极推动学科史编纂工作 
在教育学部的号召、带领和组织下，为了详细记载自建系至今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

育学科的发展历史，全面展示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的办学历程和发展前景，总结历史经

验，充分认识自身，弘扬学前教育研究所“博学慈幼正蒙笃行”所训，学前教育研究所

成立了以祝士媛、孙纪贤等老教师为顾问，以洪秀敏所长为负责人，以 8位教师为核心

成员的学前教育学科史编纂小组。编纂小组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至 27 日寒假前，在洪

秀敏所长、冯婉桢书记的带领下，师生共计 16 人分成四组分别采访了卢乐山、方缃、

李晋瑗、孙纪贤、陈帼眉、林嘉绥和祝士媛等老教授，向老教授们拜年，并对她们进行

了学科发展史的深度采访。 
9.2.3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四代教师群策群力完成文化墙建设 

4月 29日学前教育研究所（系）积极响应学部号召，集合了四代人的共同努力，集

思广益、群策群力推动和完成了文化墙建设工作。卢乐山先生亲自为学前所题写所训

“博学慈幼 正蒙笃行”。其寓意为：学前教育专业学识要广博，古今中外都要学习；

对待孩子要有慈爱之心，一切为了孩子；启蒙教育方法要科学、正确；不能光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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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付诸实践、勤于实践。LOGO 设计专门邀请具有美术专长的张念芸老师设计而成，由

BNU-ece（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构成的树形图案，其含义之一是祝士媛老师提

议的“百年树人 基于学前”的蕴意，意指学前教育在个体一生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奠

基作用；含义之二是寓意着在北师大学前教育学科具有扎实的基础、深厚的渊源，并且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9.3.  统战工作 
9.3.1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采纳学部庞丽娟教授的修改意见 

3月 3日到 3月 15日，教育学部庞丽娟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执行院长）出席于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十二届三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她提出的“关于加强教师队伍”的修改建议被《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采纳，

并收到起草组的专门回函致谢。 
9.3.2 刘敏副教授荣获民盟北京市委‚民盟思想宣传工作者‛称号 

7月 23日，民盟北京市委表彰了近年来涌现出的一批工作积极、方法创新、成绩突

出的宣传工作优秀的基层组织和工作者。民盟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获得“民盟思想宣传

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我校民盟盟员教育学部刘敏副教授等 3人获得“民盟思想宣传工

作者”称号。 
9.3.3 刘焱教授、郑新荣教授、裴淼副教授被荣聘为中央统战部党外建言献策信
息员 

8月，中央统战部六局开展 2015年度党外知识分子信息联络员增、续聘工作，我校

无党派人士、教育学部刘焱教授、郑新荣教授、裴淼副教授等 14 位专家学者被荣聘为

新一届党外建言献策信息员，聘期 2年。 

9.4.  工会工作 
9.4.1 教育学部积极参加北师大‚展巾帼风采，爱跳绳健身‛教工跳绳团体赛 

3 月 9 日下午，教育学部派出两支代表队参加了学校工会举办的“展巾帼风采，爱

跳绳健身”教工跳绳团体赛。教育学部每支代表队由十位女教工和四位男教工组成，两

队分别取得了二等奖、三等奖的好成绩。 
9.4.2 教育学部教代会二届一次会议成功召开 

3月 21日，教育学部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在图书馆第一会议室召开。校党委副

书记田辉、校工会常务副主席王琼到会并讲话。教育学部石中英部长、李家永书记、李

雪莲副书记、余胜泉副部长、张京彬副部长、朱旭东副部长等党政领导和课堂与教学研

究院王本陆院长、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康永久院长、教育经济研究所杜育红所长、学前

教育研究所洪秀敏所长等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出席，来自教育学部各机构的代表和列席的

嘉宾近 60人参加了会议，会期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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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教育学部教代会二届一次会议成功召开 

9.4.3 教育学部工会长走俱乐部和摄影俱乐部成功举办春游活动 
4月 26日，教育学部工会组织学部长走俱乐部和摄影俱乐部活动。此次参与长走活

动的有学部教工和教工家属共计 60 余人，活动地点在黄花城水长城，大家一起在春暖

花开的时日一起郊外踏青游玩，锻炼身体，洗涤内心，呼吸郊外的新鲜空气，舒缓平日

的工作压力，看看青山绿水，也为摄影爱好者提供摄影展优秀的大自然的素材。 
9.4.4 教育学部积极组织教职工参加学校教职工运动会 

5 月 4 日北京师范大学开始举办教职工运动会，学部工会积极组织教职工报名参加

教职工体质测试、开幕式、教职工体能测试（达标）、教工自助趣味项目、教工游泳个

人赛、教工攀岩学习赛。开幕式中，学部教职工和学生队伍获得“最精彩入场式”荣誉。 
9.4.5 教育学部师生羽毛球联谊赛圆满落幕 
7 月 13 日由教育学部工会羽毛球俱乐部和学生工作办公室共同举办的师生羽毛球

联谊赛在邱季端体育馆圆满落幕。学部工会主席曾琦、学生办公室主任刘立亲临现场，

为参赛选手鼓励加油。本次比赛分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五项，单打决出前

3名，双打决出前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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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教育学部师生羽毛球联谊赛 

9.4.6 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比赛教育学部预赛圆满
举行 

10 月 8 日，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比赛教育学部预选赛

日前圆满举行，8位教师的作品被推荐到学校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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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比赛教育学部预赛 

9.4.7 教育学部组织教职工校外体检 
为确保教职工身体健康，经部务会研究决定，在学校体检基础上（已经检过的内容

不重复）为学部教职工定制个性化体检套餐，重点检查了肿瘤（肠道、胰腺、肺等器官

的肿瘤）、心脑血管、甲状腺、胃的检测等项目。十一前后先后组织三次集中体检，截

至 10 月 14日共有 163位老师参加了体检。 
9.4.8 学部工会为老师拍摄肖像照 

10 月 16日，19日-22日，学部工会聘请摄影工作者到学部为老师集中拍摄肖像照。

老师参与热情很高，活动也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好评。截止 10月 26日，共有 150 余名

老师参与拍摄。 
9.4.9 学部工会积极组织教职工参加学校一年一度的健步走活动 

校工会于 10 月 24 日（周六）举办 2015 年秋季教职工健步走活动。学部工会第一

时间下发通知，并解答教职工各种咨询问题，组织老师积极报名。最终，学部有 16 位

老师携带家属共 35人参加活动。 
9.4.10 教育学部‚一二•九‛合唱再创辉煌 

12 月 9日晚 7点，由校工会、党委宣传部、党委组织部、校团委主办的“弘扬抗战

精神，共筑复兴梦想”——北京师范大学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暨纪念 12•9 运动 80

周年歌咏比赛决赛在学生活动中心举行。教育学部以一首《五月的鲜花》荣获一等奖与

精神风貌奖。合唱团指挥高益民老师获得最佳指挥奖。 

 

图 54  教育学部“一二•九”合唱再创辉煌 

9.4.11 图书馆工会教代会执委会成员调研教育学部工会 
12 月 18日下午，图书馆教代会执委会七位委员在图书馆副书记、工会主席李永明

领导下到教育学部调研二级教代会的相关工作，座谈会在英东楼 442 召开。图书馆参会

成员还有图书馆执委会主任、馆长办公室副主任孙媛媛，图书馆执委会副主任马伟峦，

参考咨询部官员卿蔚，系统技术部主任郭建峰，馆长助理、分馆与学科服务部主任于静，

教育学部参会人员有工会主席曾琦、前工会主席孙邦华、工会副主席程黎、石兴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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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专职秘书王娟。 
9.4.12 教育学部工会召开 2015 年度工作研讨会 

12 月 29日上午，教育学部工会召开工会工作研讨会，李家永书记出席，17个工会

小组组长和工会委员会共 15人参会。各工会小组组长主要讲了 2015 年度工作经验、不

足和 2016年工作计划。 

9.5.  校友工作 
9.5.1 积极筹备成立‚教育学部校友分会‛ 

筹备组召开多场校友座谈会，并走访海南、广州、甘肃、内蒙、江苏等 10余个省

市，倾听校友心声，凝练校友共识，成功启动了校友会成立筹备工作。其中，在与广州

校友见面会上成立了有近 40名校友组成的“百年大计”广州校友群；教育技术学院召

开校友座谈会后，成立了“BNU教育技术校友群”，500 余位校友加入到校友群中，充分

交流工作、探讨问题、发布信息、分享资源。 

在筹备期间，通过查阅档案、整理历史资料、走访老教师和与校友联络群交流信息

等方式，整理了自建国以来的学部校友名录，共收录校友四万余人，我们希望可以编撰

一部完整的北师大教育学科自己的校友名录，呈现百年师大教育学科教书育人、服务社

会的历史脉络。此外，筹备组征集了广大校友的纪念文章，集成了《同学忆往：教育学

部校友会成立纪念文集》，得到了广大校友的积极响应。 

 
图 55  《校友名录》和《同学忆往：教育学部校友会成立纪念文集》 

筹备组在教育学部网站开辟了《校友风采》栏目，设置了“校友群芳”、“校友动态”、

“校友相册”、“会员登记”和“毕业相册”五项并将现有的校友名录和搜集到的各班毕

业照陆续发布到系统中。 

为了使校友工作更加规范化，筹备组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章程》、参考校内

兄弟院系校友会分会的做法，征求了各方面校友的意见。在充分考虑校友行业界别、性

别等要素的基础之上，经校友推荐、部务会多次讨论，产生了第一届理事名单，并制定

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校友会章程（暂行）（草案）》。 
9.5.2 召开学部校友会成立大会 

9月 12日下午，教育学部校友会分会成立大会在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召开。陈光巨

副校长出席并发表讲话，他希望教育学部校友会充分发挥校友会的桥梁作用，在学部和

校友之间搭好桥梁，促进学部建设和发展，为校友提供更大的平台和支撑。北京师范大

学校友会范文霞主任出席会议并代表学校宣读了学校批复，批准成立教育学部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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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领导班子成员到场祝贺。教育学部各级校友、在校师生等 200 余人欢聚一堂。

李雪莲副书记主持大会。 

 
图 56  教育学部校友会分会成立大会 

9.5.3 召开教育学部校友会首届理事会理事会议 
校友会成立大会后，由 24位理事（共 39位）出席的首届理事会理事会议成功召开。

会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校友会章程，选举李家永为理事会会长，石中英、续梅、徐建刚、

王红、刘志军为副会长、李雪莲为秘书长、刘立为副秘书长。 

 

图 57  教育学部校友会首届理事会理事会议 

9.5.4 举办校友联络人座谈会 
11 月 21日上午，在英东楼 318会议室，教育学部校友会共邀请到 1979 级至 2010

级共 5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校友联络人参加座谈会。党委书记李家永书记、副书记李雪

莲等出席，座谈会由北师大校友，目前在教育学部挂职的分党委副书记郭春彦主持。座

谈会上，大家纷纷表达了对母校的怀念，对恩师的感激和对同学情谊的思念之情，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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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从事何种职业，无论是否在北京，在中国，都希望校友会在今后成为教育学部所有

毕业生的避风港湾，在这里找到回家的感觉。 

 

 
图 58  校友联络人座谈会 

9.6.  离退休工作 

截止到 2015 年底，教育学部离退休人员 159 人，其中党员 108 人。离休干部 16人，

退休职工 144人。 

2015年新退休职工 7人：安国才、耿志华、刘慧珍、王晓辉、蔡园、卢金勇、潘枫。 

本年度去世的教师有黄济教授（2015 年 1月 8日）、李晋媛副教授（2015年 3月 3

日）、万钫教授（2015年 8月 23日）。 

2015年看望慰问了 34位“逢五、逢十”过生日的离退休职工。 

落实学校对离退休教职工的生活关怀。2015 年学校共安排“大病困难补助”9 人，

“一般困难补助”12人。教育学部配套和补充安排困难补助共 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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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学生工作 

10.1.  学生工作综述 

教育学部学生工作秉承“建立一流教育学科，打造一流学生工作”的理念，坚持“育

人为本，德育为先”，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取得了一系列成绩。 

以党团组织为依托，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邀请专

家解读“两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并以微视频、微党课、微行动的“三微”活

动创新党建活动形式，引导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5 年 1月，该活动获

得北京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优秀案例。学部分团委举办“五四”座谈会，

开展“续写‘雷锋日记’”“一封家书”等特色团日活动，引导团员在奉献中践行爱与

责任。以学生社团为抓手，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四大校级学生社团定期开展特色社团活

动，木铎手语社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每周赴聋校辅导孩子功课并开展关爱听障人士的快

闪活动；四环游戏小组多年如一日坚持陪伴流动学前儿童，董校长在今年开学典礼上对

其进行了肯定。以学术发展为主线，培养学生思考创新能力。以“传承•改革”为主题

的学术文化节，开展了“锵锵三人行—高考改革大家谈”、举办多期“京师教育论坛”

讲座，举行桌边漫谈系列活动，开阔了学生的学术视野。以文体活动为契机，提升学生

的集体荣誉感。本年度，学部学生勇夺 2015 年运动会本科生甲组第一名、研究生甲组

第二名、研究生篮球赛女篮冠军、明月杯女篮六连冠、研究生足球联赛冠军、本科生垒

球赛冠军、啦啦操比赛冠军等显著成绩。以就业创业为重点、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学部建立了“1+1+1”就业促进制度，组建了以学生党员为主体的就业先锋队，启动了

“求职竞争力”“职业素养”系列培训，就业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学部还积极探索创业教育新模式：以班级组织为依托，创新人才

培养通道；以社团形式为延伸，搭建梦想支撑平台；以校友资源为纽带，拓宽学生创业

视野；以整合创新为驱动，打造创新创意集散地；以课题研究为支撑，推动创新创业教

育进程，助力学生的创业梦想。以试点学院改革为契机，开展了教育名家论坛、青年教

师沙龙、博士生论坛等教育学术活动；“诵读经典、传承文明”“国粹文化进校园”教育

文化活动；“关爱心灵—音乐、绘画体验”“关爱自闭症在行动”教育社团活动；“走入

贵州凯里”“”兴边支教—走进大山“等教育实践活动，深受学生喜爱；学部还开拓了

“学而训练营”境外培训项目，组织 20 位优秀学生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进行为期两周

的领导力培训，扩大了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了学生的领导力。

10.2.  党建活动 
10.2.1 学部活动 

3月 10日，教育学部 2015 年春季学期学生党建工作例会召开。主要讨论了新学期

各党支部春季学期的工作计划，梳理了最新入党流程和党员志愿服务制度的改革等，确

立了新学期党建工作任务。 

6月 3日，教育学部微党课比赛决赛顺利举办。比赛中，选手们紧紧围绕“坚定理

想信念，以青春之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结合自身生活实际，围绕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形势政策、感动中国人物事迹等话题精彩地展示了课程内容，生动体现

了微党课“以小载体讲大道理”的特色。 

6月 11日，教育学部 2015 年“七一”表彰暨学生党支部述职大会成功举办。大会

对教育学部本、硕、博共 31个学生党支部的年度工作进行考核评比。 

7月 1日，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4周年，学校党委在 7月 1日早上举行了

“七·一”升旗仪式暨新党员宣誓仪式和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教育学部分党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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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李家永、分党委委员刘立、学生工作办公室辅导员和 100位学生党员代表参加了升旗

仪式。 

11 月 4日晚，教育学部 2015 年秋季学期期中学生党建工作会举行。会议由任雅才

老师主持，教育学部本、硕、博全体支书参加，并邀请了政府管理学院两名党支部书记

分享经验。会议汲取兄弟院系党建工作的先进经验，再次明确了党支部建设目标，为下

阶段工作的开展拓宽了思路，凝聚了共识。 

11 月 1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接受爱国主

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教育学部 2015年秋季学期学生党员发展对象赴焦庄户地道战遗址

参观学习。看展览、钻地道、忆传统、缅怀英模让大家对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有了更全

面的了解，让年轻一代紧握历史交予的接力棒，延续先辈的优良传统，在发展的浪潮中

铭记历史、阔步前行。 

 

图 59  参观焦户庄地道战遗址 

11 月 14日，教育学部 2013 级本科生党支部主办的“铭记历史，展望未来”党史时

事知识竞赛活动在教二 105 隆重召开。来自教育学部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内的近 50

名发展对象参加了本次竞赛。 
10.2.2 ‚强基固本‛——党支部组织建设活动 

4月 19日，教育学部 2014 级硕士生第二党支部召开党员转正大会。会议通过了赵

其蕙同志的转正申请。 

5月 20日，教育学部 2014 级硕士第三党支部召开了党员发展大会。会议的主要内

容有：支部纳入积极分子凡正成、毛荷两位同学为预备党员；支部优秀党员、原校辩论

队队长李佳燊同学做精彩微党课演讲；关于“党史，你知道吗？”网络读书汇的安排与

布置。 

5月 20日，教育学部 2014 级硕士第六党支部开展了发展大会。发展张熙和蔡玫两

名同学成为预备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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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5日，教育学部 2013 级硕士第二党支部召开关于席蓉同学和王璐环同学的预

备党员发展大会。 

5月 26日，教育学部 2014 级硕士第五党支部召开关于张海燕和帅筱悦同学的发展

大会。两位同志也郑重表态，会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发扬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 

7月 2日，教育学部 2013级硕士第六党支部召开党支部大会，大会以评选支部“优

秀共产党员”为主题，参与竞选的党员同志们在会上对在本学期的学习和收获做出总结，

最终党支部对通过竞选的 7名党员同志进行了颁奖仪式。 

 

图 60  颁奖仪式 

9月 7日，教育学部 2015年秋季学期学生党支部书记例会顺利召开。教育学部分党

委副书记楚江亭莅临现场并发表讲话，教育学部本、硕、博 29 位党支部书记参加了本

次例会。 

9月 19日，教育学部 2013 级本科生党支部新学期的第一次全员大会顺利召开。 

9月 23日，教育学部 2015 级硕士第八党支部召开了本学期第一次党支部大会。 

9月 24日，教育学部 2015 级研究生第一党支部顺利召开以“铭记历史 胜利七十”

为主题的党员大会暨研究生新生党员入学教育活动。 

9月 24日，教育学部 2015 级硕士生第三党支部新学期第一次全员大会顺利召开，

全体党员、积极分子出席参与该次会议。 

9月 27日，教育学部 2015 级硕士第四党支部全体成员一同开展党员入学教育和纪

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主题党支部活动。 

10 月 16日，教育学部 2014 级硕士第二党支部召开积极分子入党推优大会。会议由

支部书记曹昌健主持，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会上，曹昌健书记详细介绍了党

支部入党流程及推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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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日，2014 级硕士第一党支部召开本学期第一次党员大会，会议由党支部书

记杨泽宇主持，组织员刘琦参与了本次会议会议应到 27人，实到 20人，7人因公请假。 

11 月 16日，教育学部 2014 级硕士第一党支部关于刘姵希、公辰、韩春晓的党员发

展大会成功召开。本次会议共有 22名正式党员和 1 名预备党员出席，任雅才老师出席

此次会议。 

11 月 17日，教育学部 14硕第六党支部顺利开展了发展大会，活动由党支部书记韩

丰同学主持，出席党员 18 人，积极分子 5人。 

11 月 18日，教育学部 2014 级硕士第三党支部发展大会成功举办。此次会议的主要

内容是经倩霞、鲁利娟、刘月三位同志发展预备党员。出席活动的有支部正式党员 16

名，2名预备党员，1 名积极分子。 

11 月 19日，教育学部 14级硕士第五党支部关于李新新和舒美玲同志的党员发展大

会正式召开。支部 15名党员和教育学部 14级组织员刘琦出席了本次大会。 

11月 24日，教育学部2013级硕士第二党支部召开了付建慧、施行同志的转正大会，

全票通过其转正申请，并在转正大会之后进行了学习“三严三实”专题读书分享会与“人

民日报手抄报设计比赛”。 

 

图 61  获奖作品作者合影 

11 月 26日，教育学部 15硕第五党支部召开预备党员张玉晶的转正大会。参加会议

人员包括支部内党员，预备党员以及积极分子共计 20人。本次会议由组织委员高琰妮

同志主持，生活委员靳佩佩同志负责会议记录。 

12 月 11日，教育学部 2015 级硕士第二党支部关于候燕燕、张缨斌同志的党员转正

大会成功召开。本次会议共有 25名正式党员、预备党员和积极分子出席，其中正式党

员 14 人。 
10.2.3 ‚思想引领‛——党支部理论学习活动 

3月 4日，教育学部 2013 级博士党支部召开“学习优秀女党员，践行核心价值观”

座谈会。介绍了十大全国三八红旗手的资料，并且对致力发展民办教育、农村医疗卫生

发展的山东协和学院党委书记王桂云的先进事迹进行了重点介绍。 

3月 27日，教育学部 2013 级硕士第六党支部召开学习“两会”精神会议。本次支

部会议主要围绕养老改革、环境保护等十大热门话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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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4日，教育学部 2014 级硕士第一党支部举办“清明时节 鲜花祭故”校内献花

活动。党员一行前往刘和珍等人的雕像前，进行献花祭祀活动。 

4月 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工作处主办、教育学部 2013 级博士生党支部承办

的“治学修身”教育学部博士生论坛之《民间信仰与道德教育》成功举办。 

4月 8日，教育学部 2013级博士党支部邀请许易同志讲解“消极情绪的认知调节”。 

4月 19日，教育学部 2014 级硕士生第二党支部召开聚焦“两会”时事知识竞赛活

动。此次活动聚焦“两会”，利用竞赛的形式帮助党员同志们了解“两会”内容、关注

时事动态。通过激烈的比拼，教育测量与评价小组荣获本次竞赛的冠军，教育经济小组

与教育管理小组分获二、三名。竞赛活动过后，入党积极分子分别上台为大家讲述了各

自学习“两会”精神的成果，从不同的视角对“两会”内容进行了精彩解读。 

4月 24日，教育学部 2013 级博士生党支部举办《课堂教学组织管理行为中蕴含的

价值教育及实践》沙龙。   

4月 28日，教育学部 2013 级硕士生第八党支部开展了“我们都来上党课”微型党

课活动。活动深入挖掘、充分讨论国内外时政热点，在引导研究生党员深入了解、理性

看待热点问题，提升党性修养方面起到了切实的作用。 

5月 19日，教育学部 2014 级硕士第五党支部的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展了微党课

评比。 

5月 27日，教育学部 2013 级硕士第四党支部举行了“传承传统文化，弘扬中国精

神”学习实践活动交流会。 

3月到 5月底，2013 级硕士第四党支部开展了“我读《人民日报》”的理论学习活

动。活动充分运用了发放的《人民日报》资源，每个小组负责每月的读报活动，摘录重

要的国内外大事，并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予以评论。共有 4份活动手册出炉，分别是 3

月的两会特别版和 3月、4月、5月的读报心得。 

5月底，教育学部 2013 级硕士第八党支部以研究生群体返璞归真、复兴传统文化为

切入点拍摄微电影活动成功举办。 

9月 29日，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教育学部 15级硕士

第五党支部于开展了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的党员新

生入学教育活动。 

10 月 10日，教育学部 2015 级第八党支部在辛亥革命胜利 104 周年，抗战胜利、暨

世界反法西斯胜利 70周年之际， 21名党员，6名积极分子参观了“中国国家博物馆—

—复兴之路”展览，回顾了中国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奋起抗争的精神，为实

现民族复兴而进行的种种探索。 

10 月 11日，2015 硕第六党支部召开了支部建立后的首次新生教育会暨经验交流活

动。2015级硕士第六党支部所有党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本次活动。 

10 月 15日，为促进新生党员之间的交流、提高新生党员的思想觉悟及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 70周年，教育学部第二党支部开展了新生党员入学教育暨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党支部会议，参加活动的有教育学部第二党支部全体党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共

37人。 

10 月 16日，教育学部 2014 级硕士第二党支部召开“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主题

知识竞赛活动。活动由支部宣传委员柳斯邈主持，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与。竞赛

的主题围绕抗战历史展开，旨在号召支部党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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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日， 2014 级硕士第三党支部组织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前

往香山双清别墅参观学习，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创业艰辛，体悟作为共产党人对于国家和

民族的责任。 

10 月 18日，教育学部 15硕第三党支部学生党员 21 名，预备党员 1名，积极分子

4名，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增强研究生党员的民

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赴北京市丰台区抗日战争纪念馆、卢沟桥进行参观、摄影活动。 

10 月 20日，教育学部 14硕第六党支部党建活动策划赛准时开始。活动由党支部书

记韩丰同学主持，参会同学共计 22人，其中党员 14人、入党积极分子 8人。此次活动

面向本党支部全员征集党建活动策划方案，涉及学业辅导、心理健康、生涯规划、党史

国情、理论学习、志愿服务等多方面，最终有 7名同学递交了策划案。这次活动增进了

同学们之间的交流，强化了集体意识，增强了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10 月 24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铭记党的光荣革命传统，加强支部建设，教育学部 14 硕第五党支部的党员

和积极分子来到了北京宋庆龄故居开展参观学习活动。 

10 月 25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教

育学部 2013 级本科生党支部组织了本学期的第一次红色实践活动——参观卢沟桥遗址

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党员们一致表示要铭记国难，铭记惨痛，提高警惕。 

10 月 25日，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并加强党员的民族自豪感、荣誉感，教育学部 2015 硕士研究生第四党支部

全体党员 14名，积极分子 1 名，共 15 名成员赴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学习。 

10 月 31日，教育学部研究生第五党支部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以习近平主席在抗战阅兵式上提出的“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

未来”为活动的指导思想，开展了“祖国在我心中——铭记历史，圆明园之行”的活动。

参加本次参观的人员包括支部内部分党员、预备党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 

11 月 8日，为加强建设党支部成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教育学部第二党支部全

体成员在圆明园开展了“追寻历史，展望未来——秋游圆明园，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

神”的党支部活动。 

11 月 13日，15硕第三党支部顺利召开了预备党员转正会议暨“红色宛平行”摄影

大赛颁奖典礼。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本支部 2位预备党员陈丽竹同志、王瑜同志如期

转正问题，和第三支部上次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系列活动成果的展示。 

11 月 14日，为了加强支部党员建设和积极分子思想教育，教育学部 15硕第六党支

部党员和积极分子前往国家博物馆，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 大型主题展览。 

11 月 15日，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支部建设，教育学部 2014 级硕士第五党支

部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来到了国家大剧院，欣赏“经典回眸——中国民族管弦乐音乐会”。 

11 月 15日，15级硕士生第三和第五党支部的党员，预备党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共

计 42 名支部成员在我校排球场开展了一场以“凝练团队、提升自我”为主题的户外拓

展活动。本次活动由第五党支部主办，活动旨在提升提升自我价值感，促进支部之间成

员交流，培养大家团队合作意识以及协作能力。 

11 月 16日，14级硕士第一党支部召开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主题微党课活动。支部

共 26 名成员参加。同学们在问答和自主学习中加深了对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理解，

能与自己生活实际相联系，从实践中践行自己的中国梦。 

11 月 18日，教育学部 2014 级举办本科生党支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讲

活动。活动特邀请马克思主义学院求索学社宣讲团，教育学部 2014级本科生党支部全

体成员及其他自愿参加同学共 40余人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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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日，教育学部 2014 级硕士第三党支部组织支部党员学习抗战精神、纪念抗

战胜利 7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苦干》——不可摧毁的抗战精神”教育活动顺利开展。 

11 月 22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增强各支部间的合作与交流、

深入推进支部党建活动，由教育学部 2015硕士第一党支部、教育学部 2015 硕士第三党

支部、教育学部 2015硕士第八党支部、社会学院 2015 专硕第二党支部联合举办的“唱

响祖国 歌声飞扬”暨抗战胜利 70周年红歌比赛成功举行。 

12 月 3日，2015 级硕士第三党支部顺利举行了“学理论·读经典”知识竞赛活动。

以知识竞赛的形式能够督促党员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进行深入阅读，对党的成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三十年的基本总结等内容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12 月 6日，教育学部 2014 级硕士第三党支部组织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主题教育活

动，前往北京师范大学辅仁校区参观学习，让同学们走近这所在战火硝烟中，坚持在沦

陷区办学，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延续民族文化生命的抗战中的北京师范大学，知校爱校，

做一个精神丰富的北师大人。 

12 月 10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歌颂和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激励广大学生勤奋学习、立志报国的巨大

热情，15 级硕士第三党支部顺利举行了“我爱猜红歌”活动。猜红歌是在歌唱红歌的基

础上，加强对红歌的熟识度，增进对红歌的深层次了解。 

12 月 11日，2015 硕第二党支部召开“观红色电影，书爱国深情”党支部主题活动。 

12 月 12日，教育学部 15级博士研究生支部为对研究生党员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防教

育，树立党组织荣誉感、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使学生党员了解基本军事知识，锻

炼、实践军事技能，特组织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及其他班级同学 16 人共赴北京市

昌平区中国北方国际射击场进行以枪械实弹射击和轻武器知识竞赛为主要内容的素质

拓展活动。 
10.2.4  ‚服务先锋‛——党支部实践服务活动 

3月 28日，教育学部 2014 级学校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党支部及部分班级同学与班

主任王乃弋老师共同来到玉渊潭，开展了以宣传和调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

的春游活动。党支部成员向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发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手册—

—《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讲》共计 100 份。 

9月 28日-10 月 12日，教育学部与后勤集团联合举办“学生后勤志愿服务体验岗”

活动，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增强学生与后勤各部门

的联系，让学生更好地体验生活。 

10 月 23日和 27日，教育学部 2015 硕士第一党支部开展了“关注祖国未来花朵，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教活动，此次支教活动以主题班会的形式进行，支教对象

为打工工子弟学校——利民学校的学生，共有 14名支部党员参与。目的是贯彻落实“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祖国在我心中”主题教育活动的相关要求，弘扬

青年学子关心社会、勇于担当的时代精神, 同时发挥我支部党员同学的专业优势，深入

推进支部组织文化建设。 

11 月 3-25日，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研究生党员同志的责任感、使命

感，教育学部 2015 硕第八党支部举办了“走进盲校，送温暖”活动。每次的志愿活动

主题不同，形式多样。 

10.3.  学术活动 

为进一步开拓学生学术视野、把握教育前沿、激发学术热情、提升学术素养，教育

学部研究生会承办了多场高水平学术文化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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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学术文化节系列讲座 
4月 19日，教育学部第六届学术文化节开幕式暨“锵锵三人行：高考改革大家谈”

座谈会隆重举行。开幕式邀请了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

究所所长钟秉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刘沪老师，西城区教育

研修学院副院长、数学学科教研员闻岩老师三位嘉宾参加了开幕式，来自清华大学、首

都师范大学等首都高校的学生代表及教育学部师生也齐聚一堂。开幕式后，钟秉林教授、

刘沪老师、闻岩老师与在场师生一同进行了以“锵锵三人行：高考改革大家谈”为主题

的座谈，针对高考改革这一热点话题，围绕“公平与效率”、“质量与改革”、“责任与担

当”这三组关键词展开了观点的交锋，涉及到了教育公平、取消高考特长生及竞赛类加

分、改革政策实施、高考改革与社会舆论互动、创新人才培养等等问题的讨论。 

 
图 62  第六届学术文化节开幕式暨“锵锵三人行：高考改革大家谈”座谈会 

3月 16日晚，由裴纯礼教授主讲的《规范高效编制 PowerPoint 演示文稿》讲座成

功举办。裴纯礼教授是北师大知名教授，OFFCIE 高级应用的专家，更是北京师范大学学

位论文模板的编制者。裴老师首先从学生做 Word、PPT和 Excel 文档时遇到的问题着手

讲解正确的制作方式和正确的制作思路的重要性。接下来向同学们重点讲解了高效的

PPT课件编辑的初步思路、典型和优秀的 PPT演示文稿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特点。现场的

同学们都被裴老师创新和高效的 PPT 演示文稿效果震撼，纷纷鼓掌。 

4月 19日，由檀传宝教授主讲的《真幸福的追寻与中国教育的改造》讲座成功举办，

讲座由教育学部研究生会学术部主办，参加此次讲座的不仅有来自各个年级各个专业的

同学们，更有很多在我校访学的教师等近 160 人。檀老师的此次讲座分为三大部分，分

别为中国教育病的教育分析，幸福概念的准确理解和幸福定义的教育学应用与中国教育

的改造。檀老师旁征博引，用了很多生动的案例来揭露中国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檀老

师还向大家展示了自己带来的套娃，借此来揭露我国教育一直以来的弊病——层层相扣

的功利主义带来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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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0日，由裴纯礼教授主讲的《规范高效编制 Word 文档》讲座成功举办。裴教

授在讲解的同时加以操作演示，高超的操作技巧和风趣幽默的语言引来阵阵掌声。裴老

师向大家展示了用 Word做成的电子问卷及统计工具、多媒体电子报、电子档案等作品。 

4月 23日，由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宝辉教授主讲的《学习科

学与教育变革》主题讲座暨陕西师大教育学院人才引进宣讲会成功举行。张教授立足于

多年的研究和实践成果，探讨了什么是学习科学、教育变革是什么以及两者之间的渊源

和联系，向我们介绍了无缝学习、IMVT、WIMVT 和设计研究，主张从设计、创新、实施、

评价、完善、可持续与可扩展等方面系统化地考虑学校的变革。 

4月 28日，教育学部傅纳老师题为《走向积极心理学》的讲座成功举办。本次活动

由教育学部研究生会学术部承办。傅纳老师的此次讲座分为两大部分，分别为积极心理

学背景、内容等基本理论知识的普及和在场同学的现场动手实践操作。在讲授基本的理

论知识之后，傅纳老师便开始运用团体辅导的形式，让现场的同学在纸上画出自己的自

画像。在绘画完毕之后，按照她的提示进行进一步的剖析。 

5月 29日，由裴纯礼教授主讲的《Excel 及其应用》讲座成功举办。在日程生活中

不论是管理自己的账单、股票以及 统计方面，Excel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裴老师向大

家细致、生日讲解了相对引用、绝对引用、混合引用的用法和区别，通过每一个恰当的

案例、联系，教会大家运用公式、函数的技巧。 

10 月 16日，《学术论文的写作与发表》主题讲座在英东教育楼 723室成功举办。主

讲嘉宾为来自《教育学报》副编审李涛老师，该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学术论文写作指导

与研究中心与教育学部研究生会联合主办。讲座中，李涛老师以《教育学报》的录用稿

件为例与大家分享了从论文写作到成功发表的各个环节需要关注的问题，介绍了什么是

学术论文，以及为什么要写学术论文。 

10 月 30日，《教育学硕士开题报告的诊断与改进》主题讲座于成功举办，主讲嘉宾

为胡定荣教授，本次讲座由教育学部研究生会学术部主办。胡老师首先了解同学们在撰

写教育学硕士论文开题报告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或困惑。从开题报告的意义、要素

与罗斯两方面给出了处方。 

11 月 20日，由学术论文写作与指导中心以及教育学部研究生会联合主办的《教育

学术论文的写作与发表——基于〈比较教育研究〉的视角》讲座顺利举行，主讲嘉宾为

《比较教育研究》期刊副编审曾晓洁老师。本次讲座围绕着教育学术论文写作这一主题

展开。曾老师以《比较教育研究》发文的学术标准为例，向同学们介绍了学术论文写作

与发表的规范。 

12 月 15日，由吴岩教授主讲的《从科幻作品探索未来领导力》讲座于教二 312 成

功举办。吴岩老师从运输：海底、太空、时间线，通讯：网络、云、超距瞬间，感知：

VR/AR、物联网、智慧城市、数码重叠宇宙，生存：基因工程、健康计划、巨变设计、

永生设计等方面解析了未来的冲击，指出未来是一个充满高速变化的不确定空间，对计

划为基础的诸学派是严重挑战；管理学将更倾向于危机学派的基本看法。因此，未来社

会中，领导力面临着新的挑战，也迎来了新的机会。 
10.3.2 学而书院博士生沙龙  

教育学部为研究生提供展示与分享自己研究成果的平台，积极组织学而书院博士生

沙龙，促进不同专业青年学者的交流。 

4月 8日，学而书院博士生沙龙第七期之“教育与文化再生产的研究”室成功举行，

由教育学部 2014级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生王成龙、程猛担任主讲嘉宾。王成龙综合运

用观察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师对于学生的刻板印象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和研究。主要讨论了该小学教师对于学生的刻板印象，以及刻板印象影响下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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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行为。在此基础上，运用批判教育社会学理论，分析了该校教师刻板印象与阶层再生

产的复杂关系。程猛以文化资本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寒门贵子”现象的产生机制以及

“寒门贵子”学习的动力来源。 

4月 12日，教育学部学而书院博士生沙龙第八期之“民间信仰与道德教育”成功举

办。本次沙龙邀请了教育学部 2013级博士生李乃涛同学为大家做了题为“民间信仰与

道德教育”的讲座。李乃涛首先以“筷子”视频引入主题，分析了道德与民俗的关系；

然后从已有的研究中总结了民间信仰的崇拜形式与道德教化的机制；最后引入他本人参

加《当代青少年流行文化与学校德育》课题的调查数据，立足于学校提出了如何在开展

学生德育工作。 

4月 24日，学而书院博士生沙龙第九期之“课堂教学组织管理行为中蕴含的价值教

育及实践”成功举办，主讲人为 2013 级博士生高洁同学。教学组织与课堂管理行为蕴

藏着大量的价值教育契机，是教师传递价值观的重要方式之一。以选择学生举手发言为

例，教师的选择代表其价值偏好，反应其对不同价值的理解。 

6月 5日，学而书院博士生沙龙第十期“学前教育专题”邀请了 2013 级博士生顾理

澜、王红蕾同学主讲。顾理澜同学分享有关幼儿音乐教育的话题，幼儿具有潜在的艺术

灵性，可以通过音乐教育予以激发与呵护。王红蕾分享的主题为“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

的互动”，顺利出版并发行了《教育争鸣》第十四期、第十五期期刊，并在多次与老师、

编委的共同商议之后，确定了多元、丰富、全面展示教育学部学生风采的改革理念。经

过期刊部成员们内部的讨论之后，商议并制定了全新的《教育争鸣》征稿须知，在《教

育争鸣》原有板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探讨＆争鸣”、“教育慢聊吧”两个灵活、生动

的板块内容。 

10.4.  生活指导室特色工作开展 

生活指导室依托研究生工作处心理素质提升计划，开展学部特色活动，帮助同学们

释放压力，提供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10.4.1 师生茶叙（个体咨询） 

主要由研究生班主任及学工办老师轮流值班，值班时间为每周五下午 2-5点，接待

前来进行咨询的学部学生，咨询的范围包括就业、学业、生涯规划、情感、人际关系、

生活适应等各方面。咨询将遵循保密原则，是师生交流的良好平台。为保证咨询质量，

每次每位教师最多接待三位同学，每位同学五十分钟。活动开展以来，同学们预约需求

较大，提供的资源有限，供不应求。 

表 146  2015 年春季学期值班教师列表 

序 时间 值班老师 教师所在学术机构或单位 

1 03.13 吴  娟 教育技术学院 

2 03.20 蔡  苏 教育技术学院 

3 03.27 鲁妩媚 学生工作办公室 

4 04.03 周  颖 教育技术学院 

5 04.10 卢立涛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6 04.17 邓林园 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 

7 04.24 周金燕 教育经济研究所 

8 05.15 方  芳 高等教育研究所 

9 05.22 王乃弋 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 

10 05.29 薛二勇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11 06.05 王兴华 学前教育研究所 

12 06.09 庄秀丽 教育技术学院（DISC 性格测试） 

13 06.12 张亚星 教育经济研究所 

14 06.19 梁文艳 教育经济研究所 

15 06.26 高  莉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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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箱庭游戏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工作处在 2013年初为部分院系配备了箱庭设备，教育学部是

首批配备箱庭设备的院系之一，箱庭游戏的开展促进了学部心理健康工作的开展。教育

学部生活指导室箱庭活动主要目标为让大家了解箱庭游戏，同时在游戏中释放压力，增

进团体友谊等。生活指导室每周组织个人箱庭和团体箱庭辅导，采取预约报名制度，对

象涵盖本科与硕士、博士各个年级，其中包括大一与研一新生宿舍人际关系，大四生涯

规划等。 

活动每周举办一次，一次 2-6 个人。活动中涉及到的个人隐私将保密。在征得当事

人同意之后，活动中的部分照片和文字感悟以匿名形式用于箱庭游戏宣传。 

 

图 63  团体箱庭（左）与个体箱庭（右） 

10.4.3 求职面对面系列活动 
教育学部生活指导室承办研究生工作处求职面对面活动。积极开展系列培训或经验

分享活动，为学部学生求职助一臂之力。 

4月 18日，教育学部生活指导室携手在心教育举办的的“求职面对面–从教之路之

备战教师资格证”讲座顺利举办。本活动面向全校学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师大学子

了解教师资格证备考的整个流程以及最新的政策，同时为正在备战中的师大学子提供高

效的学习方法以及相应的面试技巧。 

12 月 19日晚，求职面对面活动之求职经验交流座谈会成功举办，两位嘉宾均为教

育学部 2015 届硕士毕业生田雨与金菁。在北京市水务局工作的田雨和在北师大实验幼

儿园工作的金菁分享他们的公务员求职之路和幼儿园从教之路。 

12 月 26日晚，为了使教育学部研究生在求职时拥有较为基本的化妆及礼仪知识，

为求职增添一份助力，“求职面对面”之“得体妆容助你自信求职”化妆礼仪讲座顺利

举办，主讲嘉宾是教育学部 2015届毕业生于珈懿。 
10.4.4 心理健康节系列活动 

5月，教育学部生活指导室积极发挥学部专业的力量，组织学部学校咨询专业与心

理健康教育专业的学生，联合各班雪绒花使者，在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前后，开展了

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包括组织 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节开幕式暨外场活

动，微绘本大赛、团体辅导与雪绒花使者分享活动，活动调动了专业学生的积极性，同

时向学部非心理健康专业的学生也普及了相关心理知识，参与了专业的团体辅导活动。 

1、 参加全校 2015年大学生心理健康节开幕式暨外场活动 

每年的 5月 25日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为关爱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构建

和谐校园，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联合研究生工作处、本科生工作处、校团委等单位

以及心理学院、教育学部等院系，于 4月 25日共同举办北京师范大学 2015 年大学生心

理健康节开幕式暨外场活动。教育学部生活指导室在此次外场开幕式活动中承担的任务

为绘本展和乐高乐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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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心理健康节开幕式外场活动之“乐高乐园展” 

2.承办北京师范大学“爱的说明书”微绘本大赛 

在 2015年“525”首都大学生心理健康节来临之际，教育学部联合心理咨询中心承

办微绘本大赛，面向全校学生征集“微绘本”，诚邀大家拿起画笔，用绘本表达爱，传

递爱。大赛要求结合“为爱点赞，为青春担当”主题，围绕“友情”、“爱情”、“亲情”、

“师生情”、“社会公益”等关键词，通过手绘或计算机绘制“爱的说明书”微绘本。在

师大内征集作品，并向北京市报送，其中教育学部 2014 级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硕士生陈

星辰同学的作品《师大生活日记》获得北京市“微绘本大赛”三等奖，作品展示了她专

业学习的一些场景，普及了心理健康专业知识。 

3.“遇见未知的自己，战胜拖延魔”团体辅导 

5月 15日，在心理健康节来临之际，延续上年传统，依托教育学部心理健康教育专

业的同学组织团体辅导。通过团体活动的形式，使参与的同学发现自己和别人的优点，

发展良好人际关系；帮助参与的同学在团体的氛围中放松身心，缓解压力；让参与的同

学认识到拖延对自己生活的影响，识别自己的拖延类型，提高自我觉察；使同学们能够

更好的调节控制自己的时间，提高自我效能感。 

  
图 65  “遇见未知的自己，战胜拖延魔”团体辅导 

10.4.5 生活指导室 DIY 手工坊 
为增加生活指导室活动多样性，增加活动的吸引力和参与感，生活指导室定期开设

手工坊活动，包括软陶 DIY 手工坊、丝网花 DIY手工坊与乐高乐园手工坊，软陶与丝网

花自创办以来已经分别开展十余期，新一年度又增加了乐高乐园手工坊，2015 年丝网花

手工坊开展了六期，软陶手工坊开展了三期，活动深受大家的喜爱，通过定期的团体手

工坊，增加了学生相处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帮助舒缓研究生学业和生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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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生活指导室丝网花 DIY手工坊 

10.4.6 生活指导室‚心灵影院‛ 
为了丰富学部研究生生活，放松心灵，深入交流，生活指导室组织“心灵影院”观

影交流活动。观影结束之后组织相关讨论，为大家提供表达心声的机会。 

11 月 28日，教育学部研究生会生活部（生活指导室）顺利举办“心灵影院——《小

王子》观影分享会”活动，到场的十余位研究生同学共同经历了一次愉悦的观影体验。 

10.5.  文体及其它活动 
10.5.1 文艺活动 

4月 18日，由校学生会主办的“华宇之灵”2015 校园服饰大赛在邱季端体育馆顺

利举办。本次比赛共分为五个板块——西塞金甲，大漠苍狼；烟雨空蒙，碧波沥林；九

霄环佩，凤鸣神州；空谷临风，悠悠鹿鸣；羽化斑斓，蝶舞南山；教育学部是第五个主

题。最终，教育学部获得三等奖的佳绩，教育学部主秀王传扬和史薇也因表现出色分别

获得“十佳男模”与“十佳女模”称号。 

 

图 67  服饰大赛三位模特 

6月 7日，教育学部 2015 届毕业生晚会“Yi Yi不舍”成功举办。到场的嘉宾有：

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分党委书记李家永，副部长朱旭东，分党委副书记李雪莲、楚江

亭，工会主席曾琦等。演出总共分为三个板块——一张纸、一杯酒、一生情。其中李家

永老师还为学部学子带来了幽默诙谐的脱口秀节目，表现了学部对毕业生们情真意切的

祝福和对其他学子的殷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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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Yi Yi 不舍”晚会合影 

9月 25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文艺部主办的“新生力量”迎新晚会顺利召开。晚会

上，不同形式的节目和游戏令同学们应接不暇。  
10.5.2 体育活动 

3月 21日，学而书院第二届师生乒乓球赛在东操场旁老体育馆地下一层拉开帷幕，

学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学部教师欢聚一堂进行比赛。本届师生乒乓球

比赛在欢笑和掌声中落下帷幕。选手们在比赛中锻炼了体魄，增进了感情，展现了学部

师生的风采，也给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增添了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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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乒乓球赛合影 

4月 28日，教育学部足球队小组出线赛第二场在西操场开赛。教育学部对阵文学院，

出线之路遇挫。教育学部足球对经历了“太阳杯”小组赛第一场的胜利和第二场的失败。

但是每一位队员都坚持拼搏，我们虽败犹荣。  

 

图 70  “太阳杯”足球队合影 

5月 9日、10 日、16日，北京师范大学于学校东操场举办 2015 年度运动会，教育

学部全体师生热情参与、团结拼搏、再创佳绩。最终以本科生甲组团体冠军、研究生组

第二名的好成绩圆满收官并荣获“最佳表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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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运动会闭幕式后合影 

5月 12日，研究生女子篮球联赛冠军争夺赛在室外篮球场进行。教育学部女篮一路

过关斩闯入总决赛，今天最终以 24：15 的比分战胜环境学院女篮，勇夺冠军。同时，

在校级篮球比赛中，教育学部男篮也荣获精神文明奖，队员的努力仍然获得学部师生的

广大好评。 

 

图 72  研究生女篮队合影 

10 月 22日，第十二届研究生足球联赛开场赛在北京师范大学西操场正式拉开帷幕。

小组赛中，教育学部先后对阵社发、汉文艺外联、资减连队，以小组第一出线。淘汰赛

中，教育学部在与数统连队点球大战中以 2:3 惜败，止步八强。 

12 月 12日，“明月杯”女篮决赛在邱季端体育馆综合馆正式打响。本届明月杯教育

学部表现出色，男篮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线，没有败绩进入八强；教育女篮则成功卫冕，

2012级队员倪颖获最佳球员称号；教育学部啦啦队获得集体赛冠军，队长李家莉获得个

人赛冠军。 
10.5.3 其它活动 

3月 21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人事部承办的全员大会顺利举行。大会历时三小时，

学生会主席马思源同学携各部门部长共同出席此次大会。大会当晚，马思源同学在致辞

中献上了对半年来认真工作的全体教育学部学生会成员诚挚的谢意，并表达了对新学期

学生会发展的期待，之后，学生会各部门部长对半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数值，分享了自己

的经验与感悟，在场同学反响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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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全员大会合影 

3月 29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体育部承办的教育学部春季定向越野活动在奥林匹克

森林公园举行。 

3月 29日，由教育学部研究生会宣传部主办的摄影培训讲座顺利举行。本次讲座邀

请到教育技术学院 12级本科生暨教育学部现任学生会主席马思源为主讲嘉宾。相对于

其他以新闻摄影为主的摄影讲座，马思源在讲解了主要拍摄技巧的基础上特别针对普通

人日常使用较多的手机摄影进行介绍。 

4月 4日，学而书院清明节八宝山瞻仰先烈活动成功举办，此次活动由分团委主办。

正值黄济先生逝世的第一个清明节，前往八宝山，追思黄济先生之朴素的人格、严谨的

治学态度，对每一位教育学部学生来说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4月 9日，由教育学部分团委承办的第三期桌边漫谈成功举办。活动邀请到了教育

学部部长石中英教授及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滕珺副教授。参加活动的还有学工办邱

化民老师、姚冬萍老师、曹路曼老师以及 15名自愿报名的学生。“桌边漫谈”活动提供

给老师与学生面对面谈生活和学习以及各方面情况的契机，也为同学提供了与学部专家、

教师亲切交流的平台。教无定法，学无定法，觥筹佳肴之间亦可见教之质，学之实。这

对于正处于人生最美好时期、激情澎湃迎接未来的同学们来说，是一次吸取人生经验、

了解学科前沿的宝贵经历。活动得到了师生的充分肯定。 

4月 12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举办的学生出国经验交流会活动在教二 104顺利展开。

作为本科生沙龙的第一期，该活动邀请到 2012 级教育技术学专业的王心彤，孙铭泽同

学及教育学专业温鸿雨同学与大家分享了出国的申请流程与留学经验。 

4月 13日，教育学部分团委承办的“为爱点赞，为青春担当——北京师范大学绘本

大赛”成功举办。在 2015 年“525”首都大学生心理健康节来临之际，面向全校学生征

集“微绘本”，学生们拿起画笔，用绘本表达爱，传递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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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9日，教育学部本科生宿舍卫生检查活动在生活权益部的组织下顺利进行。学

部同学报名担任评委，分成小组分别对各个宿舍进行检查评分。各宿舍同学积极配合，

努力呈现出宿舍最好的一面。 

4月 19日，分团委全员大会成功召开。本次全员大会给予了分团委干事一个总结经

验、展示自我、分享感受的平台，干事们的工作成果得到了肯定，便于日后学部分团委

的工作更加顺利有序开展。 

4月 2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生会外联部举办的“国奖获得者经验交流

会”在英东楼 341顺利举办。本次交流会邀请了两位优秀的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旨在为

教育学部专业的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学习方法和经验，让更多同学从中获得有用的学习方

法，同时起到榜样的模范作用，加强学风建设。 

4月 30日，第四期桌边漫谈成功举行举行。这期“桌边漫谈”邀请到了陈丽老师、

郭法奇老师和江丰光老师。活动结束后同学们对于以后的道路选择有了更加明确的了解。 

5月 4日，五四运动 96周年纪念活动成功开展。为进一步弘扬“爱国、进步、民主、

科学”的五四精神，教育学部分团委组织各团支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日活动。 

5月 6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承办的课程格子创始人、著名创业达人李天放老师的

专场讲座在图书馆报告厅隆重举行。课程格子的 CEO 李天放老师侃侃而谈，与同学们分

享了自己早年的成长经历以及毕业后的工作感悟，初期创业时的种种迷茫困惑，鼓励同

学们努力学习，积极创业，努力追求实现自己的梦想。 

5月 8日晚 6点英东楼 614，研究生会邀请孙邦华教授谈“如何顺利度过研究生生

活”的话题，活动旨在帮助解决研究生在学习、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帮助

大家顺利度过研究生生活师生座谈会在成功举办。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孙邦

华教授，以及教育学部各专业的硕士及博士参加了此次座谈会。活动中，孙邦华教授就

“如何与导师相处”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研究生不仅应该深入了解自己的

导师，也应该了解各个学科老师的特点，处理好与所有老师的关系，既要博学亲师，也

要努力超过老师。 

5月 9-10日，学而书院读书分享会活动成功举办。读书分享会分别邀请到了王晨老

师和王啸老师，此活动旨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书香氛围，通

过学习分享和思维交流来丰富同学们的精神生活。 

5月 17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新闻部主办的第四届“意林杯”征文大赛成功落幕。

本次征文大赛历时一个月，经初赛甄选后，共有 12 名同学进入决赛。众参赛选手围绕

“我从来不让上学耽误我的教育”、“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以及“原

来情怀还在”三个主题进行了创作，评委老师对整场比赛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和总结。 

5月 20日，由教育学部生活权益部主办的学而书院新一届“美食文化节”于英东楼

129顺利举办。活动本着传承中国美食文化，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的宗旨，将美食文化与

趣味游戏相结合，让同学们真切感受到“舌尖上的师大”。 

5月 27日，由分团委办公室主办的第五期桌边漫谈活动成功举行。活动嘉宾为比较

教育研究所的刘宝存教授和教育管理学院的鲍传友副教授。两位老师与同学们进行了深

入细致的交谈。 

5月 28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外联部主办的和当教育遇到 00后交流会在教二 106

成功举办。出席本次活动的有中国雅思之父、新航道 CEO 胡敏，著有《我奋斗十八年不

是为了和你一起喝咖啡》等热门书籍的《新青年》编辑部主任李纯，他们结合亲身经历

和有趣而有意义的教育故事与同学们分享了教育心得，使参会学生获益匪浅。 

6月 6-7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举办的“OPEN 书架”活动在邱季端南侧成功举行。

本次活动以“以书易书”、“有奖知识竞答”的形式吸引了不少读者。“易书易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290 

 

一页一天堂”的口号不仅让众多的读者交换到了喜欢的书籍，而且还增长了自己的文学

知识，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 

6月 7日，教育学部研究生会宣传部在学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了 2015 届研究生和

博士生毕业视频的采访和拍摄工作。最终，毕业视频在学部毕业典礼上正式亮相，赢得

了广大毕业生的一致好评。 

6月 12日，分团委组织接待京师实验中学师生参观学习。来自京师实验中学的六十

余名师生来到我校，参观了校园及校史馆，聆听学部霍少波等优秀同学的经验分享，感

受了大学的魅力。 

6月 15日，学而书院社团线上展示成功举行。此次线上展示主要包括分团委社团部

下属 10个社团：魔方社，教育技术学社，国粹传承协会，手工社，在于晨协会，尤克

里里协会，轮滑社，关爱星光关爱自闭症儿童，诵读经典社，摄影协会。此次活动展示

了社团的风采，丰富了学而书院学生的课余与精神生活。 

9月 11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监察人事部主办的教育学部学生会及分团委招新大会

于敬文讲堂举办。教育学部学生会及分团委各部门代表轮番登台宣讲，丰富多样的工作

内容、严谨和谐的部门氛围等都吸引着在场新生的目光。宣讲结束后，到场的新生都认

真填写招新志愿表，为学生会及分团委增添新的活力，招新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9月 18日，教育学部学生会学习部主办的新老生交流活动在教二 208 成功举行，四

位嘉宾他们在活动中分别从学生工作、国际交流、科学研究、日常学习四个方面为大一

新生做了精彩的宣讲，让同学们更快地融入了大学生活。 

9月 21日，教育学部团支书培训会在英东 341 教室成功举办。教育学部分团委书记

刘姗姗老师、分团委各部门负责人及教育学部各团支部团支书参加了本次培训。培训会

在为学部各团支部解答工作中基本问题的同时，也为接下来团委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

基础。 

9月 22日，教育学部分团委换届竞选大会在英东楼 454教室举行。大会通过竞选演

讲的方式，选拔出了教育学部第七届部长团。 

9月 23日晚，由教育学部研究生会宣传部主办的研究生新老生交流会顺利举行。交

流会邀请了四位嘉宾，分别是 2013级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硕士生、教育学部第六届研

究生会主席田甜，2015级比较教育学专业博士生丁瑞常（硕士毕业于教育学部 2012级

比较教育学专业），2015级教育史专业博士生高玲（硕士毕业于教育学部 2012 级教育史

专业），2015 级教育史专业博士生吴婵（硕士毕业于教育学部 2011级教育史专业）。嘉

宾们就学习、生活与社会工作等问题给教育学部 2015 级研究生新生分享经验。众多新

生参与了交流会，并且积极与嘉宾互动，反响热烈。 

9月 23日晚，研究生会组织的研究生新老生交流会在英东楼 454 室举行。交流会邀

请了四位高年级学长作为嘉宾，嘉宾们就学习、生活与社会工作等问题给教育学部 2015

级研究生新生分享经验。众多新生参与了交流会，并且积极与嘉宾互动，反响热烈。 

9月 26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监察人事部主办的教育学部第六次学代会于敬文讲堂

成功举办。本次学代会分预备会议及正式会议。预备会议上，大会进行了筹备情况说明、

代表资格审查、通过主席团产生办法及监票人名单，而后，八位主席团候选人分别登台

进行精彩的竞选演讲。正式会议上，分团委干部郑昊及学生会主席马思源分别进行工作

报告。最后，到场的所有代表通过现场投票，选举产生了教育学部学生会新一届主席团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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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学部老师与新一届学生会干部合影 

9月 28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生活权益部举办的“军训交流会”在教四楼 201 教室

隆重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帮助大一新生更深刻地理解军训的意义、提高同学们对军训的

重视程度和参与热情，更切实地了解军训内容、更好地为军训做准备。 

10 月 11日，为了促进研究生新生之间的交流，丰富研究生课外生活，教育学部研

究生新生定向越野活动在奥森公园顺利举办，参加活动的有教育学部研会新一届成员以

及部分学部 15级新生，本次活动由教育学部研究生会体育部主办。 

10 月 14-25 日，教育学部学生会宣传部举办了“2015 年两岸大学生汉字文化创意

大赛”，面对全校同学收集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在经过几名评委的筛选之后评出了一二

三等奖并进行了颁奖。 

10 月 19日，教育学部第七届研会全员大会成功举办。参加活动的有教育学部研会

主席蔡玫以及全体研会成员。本次活动由研会办公室主办。 

10 月 21日，经过教育学部学生会外联部所有成员的精心宣传准备，SAF海外学习

基金会的项目老师就国外学习交流项目展开了一次全面而细致的宣讲交流会。在活动中，

老师强调了出国交流项目对有出国留学意向同学的重要性，介绍了 SAF 的特色项目，前

期准备的注意事项和报考要求。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中，同学们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积

极与老师交流。 

10 月 23日晚，由教育学部学生会监察人事部主办的教育学部学生会通识培训成功

举办。曾任学生会主席的解博超同学担任主讲人，为到场的学生会全体干事细致讲解了

学生会建制、基础写作规范、学部行政工作、学部网络平台及干事基本礼仪等内容。经

过培训，学生会新任干事们对教育学部学生会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为之后学生会

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10 月 24日，北师大教育学部研究生会主席蔡玫、副主席张晓丽、体育部部长郭微

娜等研会成员受邀参加北航63周年校庆活动，同时参与活动的还有清华电子系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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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邮电子工程学院主席团、北语汉研中心主席团、北外英语学院主席团、北理信息学院

主席团。 

10 月 24-28 日，在全体工作人员的精心准备和通力配合下，持续一周的未来教师素

质大赛圆满举办。评委们专业而中肯地针对每个选手的语言、内容选取、上课节奏等方

面进行了点评，使选手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未来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增强对教师职业的

认同感。 

10 月 25日，教育学部研究生跳长绳比赛在篮球场拉开序幕。参加比赛的班级有部

分 14 级、15级硕士班和 15级博士班共 10 个班级。经过紧张活泼的比赛，2015 级教育

经济与管理硕士班最终摘得桂冠。 

10 月 25日，教育学部分团委办公室组织的“一封家书”活动成功落幕。教育学部

2015级全体本科生和部分 2014级本科生参与了此次活动。同学们在给父母的家书中与

父母一同分享自己的经历，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活动以沟通和感恩为目标，为同学们

提供了加强与家人沟通的机会，为辛劳的父母寄去了同学们的爱；同时也启发同学们学

会感恩、学会领悟。 

10 月 2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会主办的“2014-2015年度‘优秀研究生分会’

评选答辩大会”于教九 502 会议室隆重召开。经过精彩角逐，大会最终评选出了十个“年

度优秀研究生分会”。教育学部凭借过去一年的优秀工作名列第一。 

10 月 30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监察人事部主办的教育学部学生会礼仪培训于教四

101成功举办。厉滢同学和李雅迪同学担任主讲，就仪态、着装、日常交流、文书交流、

寝室生活等有关礼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生动的讲解及示范。经过培训，干事们能够更加

留心工作中的细微之处，达到基本礼仪的规范和要求。 

10 月 31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外联部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研究生会外联部

组织的联谊活动在国家 4A 级景区玉渊潭成功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增进两校友谊、促进

两校互动交流。 

10 月 31日，第二届“青年说”演讲比赛教育学部初赛落下帷幕，六位选手富有激

情的演讲令人澎湃，四位评委精彩独到的点评令人耳目一新。 

11 月 1日，教育学部本科生“学而书院第二届宿舍文化节之创造清洁家园”在生活

权益部的组织下顺利进行。学部同学报名担任评委，分成小组分别对各个宿舍进行检查

评分。各宿舍同学积极配合，努力呈现出宿舍最好的一面。 

11 月 1日，教育学部学生会体育部主办了学而书院第五届新生素质拓展大赛。大赛

将定向越野、解密寻宝联系起来，在全北师大校园内开展定向越野活动，全体大一新生

参加，大二部分学生参加。 

11 月 2日，由教育学部分团委承办的学而书院第六期“桌边漫谈”活动成功举办。

教育学部毛亚庆和康永久老师分别来到学而书院学生社团活动室与学术研讨室（学六楼

300、400），与自愿报名参加的同学共享美食，畅谈人生。同学们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困

惑，也对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思考。 

11 月 2日，教育学部学生会外联部考虑到同学们的迫切需求，与点拨公司一起，组

织了文科商科留学经验分享会。三名来自美国名校的学长学姐从他们的自身经历出发，

就国外留学的学校、专业选择、语言考试的注意事项，美国生活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向

同学们做了宣传及介绍。活动内容翔实丰富，学长学姐语言幽默风趣。 

11 月 6日，在教四 201，“为好优”女生职业发展学院创始人、国家高级企业培训

师刘治敏女士围绕“迈出名企精英第一步”的主题，与来自不同院系的同学们进行了小

范围深入交流辅导。参与本次活动筹划的单位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生会、艺术

与传媒学院研究生会、为好优职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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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监察人事部主办的教育学部学生会视频培训于艺术楼

201成功举办。宣传部副部长李承彧同学首先介绍了关于视频的专业知识，而后进行了

基本的会声会影视频制作的培训，到场的干事们也在自己的电脑上进行同步操作，掌握

了基本的视频制作方法和技巧，培训效果良好。 

11 月 8日，教育学部外联部承办了由外交学院主办的，第十四届外交外事礼仪大赛

北京师范大学赛区初选赛礼仪大赛中选手们通过组间的形式考核。大赛分为自我介绍、

现场提问限时做答、组间模拟外交、附加做答以及评委点评五个环节。来自不同专业的

选手们怀揣着相同的一颗心来认真比赛；其中，经由我们专门邀请的重量级评委们也认

真地为选手打分，提问；工作人员认真尽责。 

11 月 8日，教育学部分团委社团部组织的学而书院新社团成立答辩会在英东楼 454

成功举办。Animaculture动漫研讨会、政治思想研讨会、科学魔坊社和新竹创新教学社

四个拟成立的社团参加了答辩。经社团部与团委老师的认真讨论和评审，四个新社团均

获批成立。 

11 月 10日，大学生安全知识竞赛教育学部预选赛在英东 454 教室成功举办。预选

赛以个人为单位，采取闭卷考试，经过严格的考试和评分，最终取总分前四名同学吴科

杰、张月、陶冶、孙晗月代表教育学部参加本次比赛。 

11 月 13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监察人事部主办的教育学部学生会 office培训于教

二 201 成功举办。解博超同学担任主讲人，通过引用干事们在日常工作中运用 office

软件操作的实例，细致地对 word排版、ppt 制作及 excel运用进行全面讲解，干事们也

在现场利用 office 软件进行实际操作。三个小时的培训，干事们收获丰富的 office软

件操作技巧和规范，能够在进行学生会工作更加熟练简便地使用 office 软件。 

11 月 15日，教育学部分团委第一期部院间学生工作交流活动顺利举办。政府管理

学院分团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团建促进小组组长等同学与教育学部分团委部长团展

开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学部分团委部长团认识到了自身工作的不足及团工作开展的更

多可能性，期待能取之所长、补我所短。 

11 月 22日，由教育学部生活权益部主办的“学而书院第二届宿舍文化节之宿舍文

化 show” 在教四 201成功举办，本次活动旨促进各寝室成员的团结与互助，提高广大

同学的团队精神，让大学生活始终充满阳光和乐趣及推动各寝室文化的交流。 

11 月 23日，由校保卫处和校团委主办，学生团体联合会承办的北京师范大学 2015

年大学生安全知识竞赛在敬文讲堂落下帷幕，教育学部代表队表现出色，在各个环节冷

静作答、表现突出，在自由阐释环节，学部代表队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充满人文关怀

的回答更是获得在场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12 月 1日，学而书院第七期“桌边漫谈”活动成功举办。胡定荣教授和高益民教授

参加了本次活动。同学们感到与教授的距离拉近了，感受到了老师对学生的关切，领会

到了老师对学生们的殷切期望，收获颇丰。 

12 月 4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监察人事部主办的教育学部学生会摄影培训于教二

107成功举办。本次培训的主讲人由学生会副主席张小雨同学担任。在培训过程中，干

事们深入了解了拍摄模式。通过主讲人对照片的具体分析，学习到如何选取角度、调整

布局拍摄效果更好的照片。 

12 月 5日，举办了北师、北航、北邮三校的冬季联谊交流会。教室用爱心气球装点，

玫瑰花瓣装饰，气氛温馨。在三楼的大教室举行了扑克牌配对，硬币抱团等游戏，把联

谊气氛推向高潮。在二楼的教室开展了谁是卧底，狼人游戏，uno等桌游。大家在脑力

的较量，策略的比拼中增进了交流，收获了情谊。在一楼的休息室内外联部还准备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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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零食，大家纷纷表示是吃货的福音。抽完奖后，活动接近尾声，大家恋恋不舍地在

指纹树上按下独属于自己的指纹，与一段大学之旅中美好难忘的记忆作别。 

12 月 10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学习部主办的教育学部专业划分与期末复习交流大

会成功举办。学习部成员积极与同学沟通，了解大家最近的困扰和担忧后，决定举办此

活动并得到积极响应。到场的五位嘉宾分别从教育技术学、教育学、学前教育学、特殊

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五个专业角度做了精彩的宣讲，介绍了教育学部本科各专业情况及

期末复习要点。 

 

图 75  交流会现场 

12 月 11日，由教育学部学生会监察人事部主办的教育学部学生会 PS 培训于电子楼

104成功举办。宣传部副部长于泳稼同学担任主讲人，培训从最基础的 PS知识讲起，逐

渐深入到如何利用 PS进行海报喷绘制作、活动照片处理，到场同学也利用 PS对素材进

行简单地操作。通过 PS培训，干事们对如何利用 PS有了初步的了解，能够基本满足学

生会工作中对使用 PS软件的需要。 

12 月 12日，教育学部第八季研究生“冬日恋歌”（Love in winter）互动交友活动

圆满落下帷幕。作为研会文艺部每年的精品活动，考虑到大家平时学业、工作繁重，少

有机会聚在一起和不同的高校学子面对面交流。故希望通过此浪漫和愉快的趣味活动，

给众多男女研究生们创造机会，让大家在这里相遇相知，真诚地了解与交流，主动追寻

幸福。 

12 月 14日，在校团委 2014-2015学年度优秀团支部答辩评选中，教育学部 2013

级教育 1班团支部表现优异，名列前茅，取得了优秀团支部一等奖。 

10.6.  社团活动 
10.6.1 四环游戏小组系列活动 

2015年，四环游戏小组举办了大型的社会服务活动，旨在促进大众对于教育回归本

质、乡土教育、流动儿童和农村儿童的认知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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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5日，四环游戏小组亲子故事会在西城区青少年儿童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热闹上

演，四环游戏小组的孩子们拉着爸爸妈妈们一起上台表演故事，稚嫩的童声诙谐逗趣，

生动的表现力让我们惊叹孩子的成长，家长们的全情投入更让人感动。 

2月 6日，组织大家举办了一个包饺子盛宴提前过了个年。 

4月 6日，四环游戏小组迎来了 11周岁的生日。为了庆祝周年庆，孩子们、家长们、

老师们和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付出了努力，民俗展、孩子们表演的兔子舞、家长

们表演的秧歌和舞龙。 

4月 23日，游戏小组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春游，孩子们与家长一起，融入大自然。 

5月 17日，游戏小组主办了种子园工作坊，来自谷雨千千树公司的老师和北师大实

验幼儿园的老师等几位学前教育专家交流了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 

6月 1日，游戏小组获称西城区“十五”社区早期儿童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7月 28日，七月的集体生日会。 

9月 4日下午，游戏小组为毕业的六名小朋友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 

9月 27日中秋节，游戏小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中秋节主题活动。 

10 月 19-20 日，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婴幼儿发展论

坛组委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了“2015 中国婴幼儿发展论坛”，张燕老师带领四环

游戏小组的志愿者参加了论坛，张燕老师在论坛上发表了演讲并介绍了游戏小组。 

10 月 30日，葫芦绘画活动。 

11 月 3日，游戏小组的小朋友和家长以及我们的志愿者一起去动物园感受了大自然，

与小动物们亲密接触，活动前妈妈老师和志愿者做了充分的计划和准备，秋游过程非常

顺利。 

 

图 76  四环游戏小组活动后的合影 

11 月 29日，由游戏小组主办的工作坊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教育楼如期举行，来自

谷雨千千树公司的老师和北师大实验幼儿园的老师以及张燕老师等几位学前教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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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了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就“教学中的安全问题”与北京各乡镇幼儿园以及教育机

构的老师进行了交流。 

12 月 13日，“粉刷我们的家”活动。 

2015年是四环游戏小组逐渐适应新形式的一年，从去年开始，游戏小组的日常教学

活动去年完全由三位妈妈老师设计和开展，由张燕教授以及志愿者马楠进行一些具体的

指导。其他大部分志愿者的工作内容由组织开展活动变为辅助妈妈老师教学。但游戏小

组崇尚教育回归原点，提倡生活教育与乡土教育的理念在不断地贯彻之中，妈妈老师则

利用他们生活感受性强的特点，为孩子们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活动。 

和往年一样，本学期的家长读书会安排在了每周五晚上，本学年我们阅读了很多书

籍，家长们在读书会上按照进程朗读图书的内容，在朗读之后就有关的问题进行热烈的

讨论。 

每个月召开一次家长会，在家长会上就孩子一个月以来的表现与进步，志愿者和家

长们进行讨论，对于个别孩子的教育问题，大家也会产生争论。除了总结孩子的表现之

外，家长会也会就这一个月的家长值班情况进行总结，鼓励家长们积极参与到游戏小组

的建设当中。 

每个月的家长会都会围绕着一定的主题，今年开展的主题主要有安全问题大家看、

如何给孩子讲故事、假期如何过、面对市场拆迁我们怎么办等。 
10.6.2 木铎手语社系列活动 

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木铎手语社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团委、学生团体联合会、教育

学部分团委的领导和辅助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校内、校外活动。在活动中学习手语，

推广手语，丰富师大校园文化和公益实践活动，提升木铎手语社在师大校园内的影响力。 

木铎手语社每周五晚，坚持面向全体社员做手语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日常手语、文

艺手语，包括手语歌曲、手语电影配音等。 

春季学期，木铎手语社都和启喑实验学校合作开展志愿活动仍在进行。木铎手语社

的各个专业的社员们志愿报名组成 4个学科答疑小组，由小组负责人带领，每周一周三

晚到启喑实验学校为初三高一高二的同学们辅导功课，在为他们查补知识上的缺漏，也

获得了他们的友谊和信任。 

3月至 6月，木铎手语社的成员每周六都会去中国人民大学参加由北京高校组成的

手语联盟“星原手语角”的系列活动，和聋人朋友面对面交流，和来自其他学校的手语

爱好者分享学习运用手语的经历。增进了各高校手语社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提高自身的

手语能力。 

3月 20-21日，木铎手语社在学联的组织下，于邱季端南，对手语社进行了系列的

宣传活动并进行了二次招新，招新活动顺利开展，最后招收手语社新成员 30人左右。 

4月 19日，木铎手语社成员在南锣鼓巷举办了无声体验活动，在路人的帮助下完成

了指定任务，感受了听障朋友在交流上的困难，进一步理解了手语的作为一种语言的作

用，同时有助于提高大家对听障人士的关注，有利于手语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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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南锣鼓巷无声体验活动合影 

4月 26日是手语社 9岁生日，手语社邀请社内所有成员以及魔术社等合作社团一起

回顾了这一年手语社的成长，分享了生日蛋糕，进行了手语游戏，场面欢乐而温馨。 

5月 16日，在学联的组织下，木铎手语社也积极参与到社团嘉年华的活动中。为了

展示木铎手语社的风采，手语社精心设计了活动和小游戏，让同学们在游戏当中学习手

语。 

5月 17日和 5月 31日，木铎手语社成员和教育学部一起，分别在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和元大都遗址公园举行了手语快闪活动，通过手语歌表演吸引路人的关注，有利于手

语的推广。 

5月 22日，木铎手语社的社员们打扮成小狐狸阿狸的模样到中国政法大学用手语为

听障孩子们表演了阿狸和妈妈的温暖故事。拉近了我们与听障儿童的距离，扩大了木铎

手语社在北京高校的影响力，也为手语公益事业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9月 6日，受邀于学生团体联合会，木铎手语社于新生报名的日子在主楼前表演手

语歌曲《遇见》，吸引了很多报名的学生和工作人员观看。 

9月 19日星期六，木铎手语社于邱季端南侧参加百团大战，并进行了现场表演，在

众多社团中成为很多寻找优秀社团的新生的关注点。招新当天有近 60名现场报名的木

多多加入我们。 

11 月 14日，木铎手语社受到学生团体联合会的邀请，在“燕归来”传统文化节闭

幕式上，和武侠奇幻社一起表演了《参商》，节目形式新颖，表演真挚动人，受到了广

泛好评。 

11 月 21日晚，木铎手语社在教二 312 举办电影《熔炉》的观影活动。培训部长、

法学院程庞悦就聋人的司法现状向大家做了简述，观影过程中，大家都被电影情节深深

吸引，相信这部电影能带给各位热爱手语的同学一些关于聋人人权的思考。 

11 月 20日、25 日，在邱季端南侧，木铎手语社的成员们利用中午人流较多的时刻，

分别表演了手语歌曲《参商》《时间煮雨》，为即将到来的观影活动和无声体验宣传造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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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日，木铎手语社组织校内通过平台报名参加活动的同学，一起到南锣鼓巷

参加“无声体验”活动。通过新颖的活动形式和路人进行无声的交流，体会了聋人朋友

日常交流中会遇到的种种意外，有利于大家消除心理上的误解，真正认识聋人的生活，

并在此基础上主动给予他们更多帮助。 

本学期的志愿活动内容是木铎手语社的同学每周为启喑实验中学的学生们开展兴

趣课堂，并联系了体院的学生，协助校方完成“体育月”等活动。 

表 147  木铎手语社志愿活动 

时间 活动 

10.19 捏泥人趣味课堂 
10.31 纸叠玫瑰兴趣课堂 
11.03 残疾人运动基本知识介绍 
11.10 杰出残疾人体育运动员介绍 
11.17 趣味运动会 
11.24 体育月知识竞赛 

表 148  木铎手语社培训 

时间 内容 

09.25 第一次全员大会 
10.16 手语基础知识简介 
10.23 手语歌曲《好久不见》 
10.30 手语歌曲《时间煮雨》 
11.06 手语歌曲《红颜旧》 
11.13 手语歌曲《和你一样》 
11.27 南锣鼓巷手语培训 

10.6.3 教育学社系列活动 
4月 8日，由教育学社承办的学而书院大家讲坛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三层报告厅

举办并取得了圆满成功，本次讲坛的主题为“从新教育理念看教育改革”并由朱永新教

授主讲。 

 
图 78  “从新教育理念看教育改革”主题讲坛 

4月 9日，由教育学社学术部主办、文学院孟琢老师主讲的《论语》论教讲座成功

举行。本讲座旨在加强教育学部乃至全校学生对《论语》中教育思想的理解，激发同学

们深入探讨《论语》中教育思想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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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8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社在双秀公园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全员大会。此次活

动由教育学社人事部发起，旨在联系新老社员关系，加强社员间的相互交流。活动过程

大家积极参与，现场欢笑声不断，气氛浓烈。大家在这次大会中找到了学社的集体感，

全员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5月 16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团体联合会举办的“社团嘉年华”活动隆重举行。

教育学社作为拥有三十多年历史的优秀社团，在众多社团中表现突出。 

5月 17日，教育学社实践部组织的“‘你的指尖我的听见’——关爱听障人士主题

快闪活动第一弹”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顺利开展。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快闪这一新颖

的形式，更有效地引起人们对听障人士生活现状的关注，同时激发同学们对关爱残障人

士的热情。 

5月 31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社实践部成员共聚在元大都遗址公园，举办了“你

的指尖，我的听见”关爱听障人士的快闪活动。此次活动由教育学社实践部联合手语社

共同开展，旨在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引起广大人民和社会对听障人士的关爱及重视。 

6月 3日，在教育学社的邀请下，林杰教授作了题为“平权法案：美国的招生公平”

的讲座，教室里师生济济一堂，大家认真倾听林老师的讲解，本场讲座取得了圆满成功。 

6月 14日，教育学社举行了换届大会，本次大会为本学年最后一次全员大会，也是

具有辞旧迎新意义的一次重大集会，会上进行了社长、各部门部长及支教团团长的竞选，

产生了新一届社长、团长及部长团，增强了社团活力，标志着教育学社即将开启新篇章。 

6月 19日，在教二 104 成功举办了教育学社暑期支教实践培训。此次支教实践培训

旨在分享往期宝贵支教经验，为今年的暑期支教队提供指导。支教培训主要分为实践队

经验总结、现场提问和合影三个环节。培训嘉宾曹陆曼老师和陈晨师姐具有非常丰富的

支教经历，为实践队的前期准备、课程设计与课堂技巧、管理和团队建设以及返校总结

等方面提出了有效的建议，同时分享了往期支教的难忘点滴，让人受益良多。 

10 月 17日，由教育学社支教团举办的 2015-2016学年第一次志愿者交流会于英东

楼 341 顺利举行。交流会历时两个小时，支教团团长谭玉婷和副团长孟奕伶向志愿者们

介绍了各支教队日常支教情况，并表达了对新学期支教团发展的期待。随后，各志愿者

现场向各支教队组长报名参加支教队。 

10 月 21日，教育学社学术部在教二 302主办的“开讲吧，新生”讲座取得圆满成

功。本次讲座的目的为：解决新生对大学以及对教育的困惑，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院副院长余清臣老师主讲。 

10 月 25日，在教育学社各部门负责人的带领下，进行了教育学部 2015 级新生参观

国家博物馆之旅，活动全程安排井然有序，同学们在活动中感受了文化的熏陶，并加深

了之间的友谊，新生之旅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11 月 1日，由人事部承办的教育学社全员大会于教二楼 201顺利举行。本次全员大

会共历时一个半小时，学联代表出席此次大会并致辞。大会期间，原社长发表总结与感

悟，宣布离职及继任人选，并发放聘书。随后新社长罗艺进行就职宣誓并致辞，各部长

也上台为各自部门做简要介绍并表达对此后工作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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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教育学社全员合影 

11 月 8日，教育学社实践部组织的“新生文化之旅”系列活动之参观孔庙和国子监

顺利开展。今年是先师孔子诞辰 2566 周年。本次活动主要参观人员为教育学部大一新

生；旨在通过感受传统文化，树立同学们尊师重教的思想，同时重拾传统礼仪，缅怀先

师孔子。 

11 月 29日午，由教育学社实践部主办的参观辅仁校区的活动顺利开展。本次活动

的参加主要采取自愿原则，主要参观人员为教育学部大一新生。辅仁校区的教学环境很

好，景色特别优美，同学们纷纷表示能在这里读书是种幸福，这更让人体会到了这所文

化圣殿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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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0  辅仁之旅合影 

12 月 5日，由教育学社学术部主办的高校优秀“双创”青年分享论坛在教四 107

成功举办。出席活动的主讲嘉宾有：中国人民大学的 2012 级本科生、吴玉章奖学金获

得者陈凡，北京师范大学 2010级本科生、北京师范大学 2010 年十佳大学生、现清华大

学研究生林成龙，北京师范大学 2013 级本科生、三杉校园创始人刘洪灏。三位大神分

别围绕科研、论文发表、竞赛参与、实习以及创业等方面跟现场同学进行分享，现场气

氛热烈，同学们纷纷表示收获颇丰。 

12 月 7日，由教育学社学术部主办的“高校青年学术文化沙龙”系列活动之“名师

科研讲座”活动成功举办。在教育学社的邀请下，《比较教育研究》副审编曾晓洁老师

和教育学部优秀导师王晨教授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解读了教育和科研，现场气氛温馨，大

家认真倾听两位老师的讲解。本次讲座取得圆满成功。 

12 月 20日，由人事部承办的教育学社年终总结大会于教四楼 306顺利举行。本次

总结大会共历时一个半小时，首先由社长罗艺作总结报告，随后各部门派骨干干事进行

总结发言并组织部门成员合影留念。主持人还公布了本学期优秀干事及优秀志愿者名单，

并请社长与副社长为这些优秀社员颁发了证书。大会中间还穿插了趣味游戏环节以及各

部门才艺表演，参会人员积极活跃，现场气氛热烈。 

12 月 20日，由教育学社支教团举办的 2015-2016学年第二次志愿者交流会于教四

楼 306 顺利举行。交流会历时两个小时，支教团团长谭玉婷、副团长孟奕伶、各支教队

小组长和各支教队合作方老师出席了本次活动。谭玉婷同学向志愿者们汇报了本学期各

支教队日常支教情况，并表达了对各位志愿者的感谢和新的期待。随后，各支教队组长

和支教队合作方老师发言，总结了一学期的支教情况，并与志愿者就存在的问题交流，

同样，志愿者们也分享了他们的支教故事。 

12 月 24日，由人事部承办的教育学社 2015 年平安夜送祝福活动顺利完成。人事部

负责购买苹果并包装，连同祝福卡片一起分发到各部门部长处，再由各部长填写祝福语，

送至各社员。本次活动旨在加强社团内部建设，让整个社团更加团结友爱，激励大家在

下学期的活动中更加积极努力，增强社团的凝聚力。各社员在收到祝福时都十分惊喜感

动。 

本学期，教育学社学术部共开展四次子衿读书会。读书会阅读书目为美国教育学家

杜威的著作《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每次读书会时间为 2小时，前半个小时为

师兄师姐分享，后一个半小时为同学自行阅读思考。此外，为了让更多同学有机会参与

到读书会中，我们采用轮换时间的方式，奇数次活动在周六上午举行，偶数次活动在周

六下午举行。通过本期读书会，同学们在教育学方面有了新的收获，也在读书中增进了

友谊，找到了读书的意义和乐趣。教育学社学术部将持续在每周六下午举办子衿读书会

读书交流会，希望更多同学踊跃的参与进来，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10.6.4 四叶草教育感恩基金 

5月 27日，四叶草教育感恩基金启动会议顺利召开。邱化民老师、韩丰同学、2014

级四叶草负责人参加本次启动会议。会议主要对四叶草的精神和事迹进行了领会和学习。

邱化民老师发言，表达对四叶草教育感恩基金未来的良好期望。韩丰师姐对运营和管理

四叶草进行了相关的经验介绍。随后，各部门负责人依次明确了自己的职责，并对未来

的工作有了一个整体规划。 

8月 21日到 27日，教育学部四叶草支教队按照原定计划，圆满完成了这次赴四川

通江对高一同学入学教育的支教，整个过程紧张而充实，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对

于此次活动，当地校方也给予了高度肯定。校长高度评价支教队取得的成果，并希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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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实践队进行长期的合作，更提出希望参与北师大的教师培训，今后达成全方位的

合作共赢。 

 
图 81  实践队队员合影 

10 月 18日，四叶草教育感恩基金表彰大会暨招新见面会隆重召开。基金创始人和

召集人邱化民老师参出席了本次大会。教育学部 2014 级，2015 级本科生参加了此次活

动。大会回顾了四叶草教育感恩基金的发展历史，邱化民老师做了简要发言。其后，对

新进项目进行介绍并招纳新成员。 

10 月 31日，来自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的志愿者老师给四叶草的志愿者们开展

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助盲培训。同学们用绢布蒙眼一小时，体会盲人朋友的心态和感受，

从中收获良多，为接下来的志愿服务奠定基础。 

11 月 3日，“青葱岁月，伴你同行”书信交流项目培训成功举办。主要项目负责人

席嘉彬和王露橙向雨露志愿者们讲述了自己的支教心得以及支教地区高中生的大致情

况，好让彼此增进了解。结对子的对象为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一中高二的学生以及四川通

江中学高一的学生，他们是四叶草的师兄师姐们通过今年暑假暑期社会实践结识的一群

孩子。 

12 月 13日，“延续，传递知识”图书认捐仪式成功召开。同学们纷纷献出自己的爱

心认捐图书，将指定图书的相应金额投入筹集箱，并在明信片上写下自己对学弟学妹们

真诚的祝福和对读书、学习、生活的感悟，更有临时与会的同学们采用微信转账方式现

场认捐。会议成功筹集善款 720.6元，这些善款将给四川通江中学建设图书角，给孩子

们带来知识与爱的滋养，伴他们茁壮成长！ 
10.6.5 分团委下属社团活动 

3月 20日，“Green Finger”手工社举办的手工社超轻粘土 DIY 活动面向教育学部

全体本科生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超轻粘土的制作。 

4月 2日，在“世界自闭症日”当天，“星光”关爱自闭症儿童社在邱季端体育馆西

南侧举行了主题活动。活动内容为分发宣传单便于宣传关于自闭症的基本知识；推荐书

目清单，目的为推荐自闭症相关的文学作品或者电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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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4日，在于晨协会组织的放风筝活动在朝阳公园圆满完成。此次放风筝活动以

清明踏青的传统作为契机，组织了不同年级的研究生与本科生走出寝室，走向户外，感

受春天，体验放飞风筝的乐趣，传承放风筝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运动。同时，这次活动

加深了同学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大家的情感交流，培养了同学们的协作能力。 

4月 7日，国粹社成员丁瑞受邀参与录制 CCTV9 Crossover ，主题为 Peking Opera: 

Unveiling the mystery of Peking Opera。本期节目围绕中国传统国粹京剧展开中外

交流，丁瑞同学现场表演展现了其高超的京剧技艺，赢得在场嘉宾的盛赞。 

 

图 82  国粹社成员受邀参加 CCTV 节目 

4月 11日，诵经典学社成员前往凤凰岭景区山脚的凤凰公社农场，进行了第一次正

式的耕读活动。凤凰公社是位于西山凤凰岭风景区山脚下的一座生物动力农场，依山傍

水，风景优美。是耕读和养生的一片乐土，被誉为“现实版桃花源”。在沈立老师的支

持和联系下，诵经典学社与凤凰公社合作进行耕读系列活动。 

4月 15日-5 月 8日，为了改善广大同学“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现象，学而

书院在于晨协会号召大家一起与不良的睡眠习惯做斗争，帮助大家以最好的精神状态、

最充沛的活力迎接新的一天。在学部里形成积极、向上、阳光的生活与学习氛围。在于

晨社团每日早晨 6:00至 7:30举办晨练，读英语等一系列“晨起大作战”活动，受到了

广泛好评。 

4月 23日，“Green Finger”手工社橡皮章ＤＩＹ活动在英东 552顺利举办。同学

们很快掌握了操作的技巧，耐心地进行雕刻工作，创作出了十分优秀的作品。 

5月 1日，在北戴河进行北戴河轮滑活动，轮滑社全体成员赴北戴河参加轮滑节与

其他六所高校代表进行轮滑交流。 

5月 4日，学而书院魔方社成员 7人来到北京市中关村第三小学，与小朋友们进行

了主题为“乐在‘魔’中”的魔方交流活动。 

5月 7日，轮滑社前往北京科技大学参加刹停之夜活动，在北京科技大学观看刹车

大神的精彩表演以及进行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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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0日，国粹社代表北师大，作为北京高校代表，参加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先

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揭幕仪式。裘盛戎作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他继承传统，勇于创

新，在四十多年的舞台实践中不断丰富改造自己的表演艺术，博采众长，扬长避短，结

合自身条件敢于突破，紧扣时代脉搏，把京剧花脸表演艺术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

段。是京剧史上继金少山之后，以净行挑班的第二位花脸演员。纪念裘盛戎先生百年诞

辰更是传承京剧文化，加深中华传统文化理解。 

5月 23日，学而书院诵经典学社举办的《弟子规》教学交流会顺利举办。在完成了

十周的《弟子规》国学课程之后，社团成员纷纷交流自己对于《弟子规》教学所产生的

问题和值得分享的经验。整场交流会的氛围轻松热烈。 

6月 20日，诵经典学社“师友同行”耕读活动于凤凰公社有机农场顺利举办。 

9月 23日，学而书院诵经典学社新学期首次耕读活动在凤凰岭农场顺利开展，同学

们在学校的读书学习之外，体验了劳动学习的快乐。其中农耕体验更是对动手能力和团

队协作能力的考验。 

10.7.  班级活动 

3月 6日，教育学部 2014级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教师教育硕士班成功举办了主题

为“女神们，节日快乐”的女生节庆祝活动。活动加深了班级的凝聚力。 

3月 7日，教育评价与测量研究所教育评价与测量研究所第一期经验交流分享会于

学六楼 300 室（西北楼）顺利举行，2012级研究生分享经验，增进了同学的相互了解，

有助于帮助硕士新生适应硕士阶段学习生活、合理规划未来。 

3月 15日，2014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在英东楼 454召开新学期首次班会。班

会由邱化民老师主持，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为主题，进行了回顾总结、生活交流

等多个环节。 

3月 21日，为庆祝大家年后再聚首，庆贺新学期的开始，丰富班级文化，让同学们

感受到班级的温暖，在班委和班主任老师的多方努力下，在郊区的一栋别墅成功举办了

Home Party活动，增进同学们之间的情谊。 

3月 27日，2014级硕士教育经济与管理团支部在英东 614召开推优入党大会。此

次会议由团支部书记姜绵茹主持，全班党员、预备党员以及团员参加。 

3月 28日，教育学部 2014 级学校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班的班级成员与班主任

王乃弋老师共同来到玉渊潭公园开展班级春游活动。活动提升班级的凝聚力，加深彼此

的友谊与了解。 

3月 28日，教育学部 2014 级学前特教硕士班“春游玉渊话少年”主题活动在玉渊

潭公园顺利举行。活动团结班级同学，增强同学之间的交流和感情。 

3月 28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3级比高成职硕士班在奥林匹克公园成功举

办了“春天的约会——奔跑吧，我的兄弟姐妹”活动。活动一方面锻炼了大家的身体，

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拉近了同学们之间的距离， 

3月 29日，2014级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班举办了以“漫步玉渊潭，与你共赏花”为

主题的春游活动。同学们很好地放松了心情。 

4月 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工作处主办、教育学部生活指导室与教育学部 2013

级博士生党支部承办的博士生心理健康沙龙之《消极情绪的认知调节》在英东楼 341室

举办。活动深受大家欢迎，帮助大家正确认识自己的情绪情感，也学习了“消极情绪的

认知调节”技术手段。 

4月 15日，教育学部 2014 级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教师教育硕士班在师大举行了

以“有一个地方只有你不知道”为主题的趣味素拓系列活动。活动让同学们在开心的游

戏中得到身心放松，也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了班级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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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8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4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的一行党员和团

员同学在团支书姜绵茹的带领下走进北师大辅仁校区进行党团建设活动。同学们在参观

中感受历史积淀之美的同时，也感悟了曾在这里教书或学习的名师先辈们的爱国情怀。 

5月 14日，教育学部 12硕课程与教学论班在教二 107教室召开了主题为“京师梦 

我的梦”的班会，进行了交流、讨论和优秀研究生毕业生的评定工作，解答了同学们心

中的许多疑虑。 

5月 15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4级教育技术学硕士班在演播楼 208 开展了

“脚踏实地•诚心求学”班风建设活动，引导了学生们将诚信求学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落实。 

5月 22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4级科学与技术教育硕士班的学生于校西操

场举办了趣味运动会活动。活动以放松身心、愉悦生活为主旨，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

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5月 22日，比较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团支部举办了一场了以“脚

踏实地、诚信求学”为主题的讲座活动。主讲人是班主任方芳老师，主讲内容为“研究

生如何选题和撰写开题报告”。讲座使同学们对即将面对的论文开题和撰写论文有了整

体的了解、对怎样着手开题、怎样做好开题有了明确的概念和目标。 

6月 5日，2014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五月份的团日活动“四可好青年”微视频

拍摄终于在团支书姜绵茹的推动下，班级同学们的协助下圆满成功！研究生青年们通过

这段生动有趣的小视频向大家展现了“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四可好青年形象！ 

6月 6日，2014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田野读书会”耕读实践体验活动在北京

市海淀区西山凤凰公社有机农场圆满完成。此次活动给班级和社团同学提供一个畅聊读

书感想，体验农耕实践的平台。 

6月 19日，教育学部 2014 级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教师教育硕士班“过有思想的

端午节” 叙事活动在教二 115教室顺利举行。在这个粽香四溢温暖动人的夜晚同学们

共同度过了一个温馨的端午节。 

6月 26日，2014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总结过去，规划未来”主题班会在英

东 454 圆满举行。班主任邱化民老师、班级全体成员出席本次活动。 

9月 17日，教育学部 2014 级教育学原理、教育史与教师教育硕士班在英东楼 552

举行了新学年开学以来的第一次班会。此次班会不但促进了班级同学的相互交流，也为

同学们答疑解惑提供了帮助，为班级新学年的发展拉开了一个良好的序幕！ 

9月 24日，教育学部 2015 级科学与技术教育专硕班“中秋节茶话会”于演播楼 208

举行。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董艳老师、王铟老师、周颖老师、郑兰琴老师、李葆萍老

师、2014级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学长学姐以及 2015 级的科教专业全体新生参加了此次

活动。师生欢聚一堂，共迎中秋。 

9月 25日，教育学部 2015 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同学举行“缘聚师大，情系中

秋”为主题的中秋小联欢活动。本次活动以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为背景，围绕北师

大校园文化展开，促进了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使得学生们更快地融入师大、融入班

级。 

9月 27日，2015年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第一次班会由班长王倩同学主持在英东楼 341

教室隆重举行。班会在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中落幕，既增添了节日气氛，又加深了同学们

之间的了解与友谊。 

9月 27日，教育学部 2014 级比高成职硕士生班的 14名同学赴房山区十渡景区，领

略帝都秋景，缅怀革命先烈。同学们在户外运动和集体游戏中放松身心，增进彼此的情

感交流，共同度过了一个欢乐美好的中秋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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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7日晚，教育学部 2015 级比较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硕士班

中秋晚会暨团员推优大会在英东楼 552 顺利举行。同学们在活动中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从而更好的融入 2015级“比高成职”班这个大家庭，更将以崭新的面貌来迎接今后的

学习和生活。 

10 月 11日上午，教育学部 2015级教经管硕士班奥森公园定向越野活动顺利举行。

活动之后，大家围坐一团，聊聊天，做做游戏，相互了解，结交朋友，整个活动在欢声

笑语中结束了。 

10 月 18日，2015 级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硕士班 30名同学在班主任张悦歆老师的

带领下一同乘车前往香山公园。经过本次活动，同学们不仅亲近自然、锻炼了身体，更

重要的是加强了彼此的联系，增进了友谊，提升了班级凝聚力，本次活动取得了圆满的

成功。 

10 月 24日，教育学部 2015 级博士生班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进行了班级踏秋之旅。

本次活动不仅由班委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准备，也为同学们设置了丰富的游戏环节和奖

品，活动得到了同学们的积极参与。 

10 月 24日至 25日，2014 级教育技术学硕士班与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会携手组

织策划了“水长城之旅”秋游活动。本次活动增进了两校的了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为以后进一步的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培养了班级同学的团队精神和协作的

能力，增强了班级凝聚力！ 

11 月 22日，教育学部 2015 级教育经济管理硕士班组织了班级羽毛球赛，本次比赛

共吸引了 32名同学参加，充分调动了同学们的运动健身积极性，同时也为大家再次提

供一个增进交流的机会。 

12 月 20日，教育学部 2015 教育学原理、教育史与教师教育硕士班在英东楼 129

室成功举办“新年梦享 扬帆启航”2016年元旦联欢晚会。 

12 月 22日，2015 级教育技术学硕士班举行了“冬至到，吃饺子，庆元旦”联欢晚

会，全体成员欢聚在演播楼 208室共度佳节。晚会精彩的节目表演展示出了同学们多才

多艺的一面，轻松娱乐的游戏突显出了同学们的团结合作的凝聚力，精心挑选的礼物代

表了同学们之间最真挚的友谊。 

12 月 27日，教育学部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在英东楼 129举办了 2016“从心

出发”元旦晚会。参加活动的有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所所长王工斌老师，邓林园老师，

李蓓蕾老师，王乃弋老师和三个年级的研究生。 

10.8.  典礼仪式 
10.8.1 2015 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6月 25日，教育学部 2015 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学术活动中心隆重举行。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

教授，部长石中英，分党委书记李家永，副书记副部长毛亚庆，分党委副书记李雪莲，

副部长余胜泉，副部长张京彬，工会主席孙邦华，以及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学术

机构负责人、教师代表及 600余位毕业生和数百位毕业生家长参加了典礼。典礼由朱旭

东副部长主持。 

我校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致辞。顾先生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求学经历，教导毕业生

们要不断读书、不断学习、不断提高，坚持自己的人生道路，不畏逆境，不要自暴自弃，

像小草一样学习随处生根。顾先生还勉励毕业生们永远在学习的路上开拓进取、不断创

新、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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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我校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致辞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致辞。钟秉林教授祝贺各位毕业生依靠自己的努力拼

搏奋斗完成了学业，找到了工作。钟秉林教授还告诫各位毕业生年轻是每位毕业生的资

本，遇到困难不要轻言放弃，人生的路很长，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每一位老师都是每位毕

业生人生发展的助力，要相信自己，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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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致辞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建丰学长作为校友代表致辞。刘建丰学长讲述了自己

毕业后的工作经历，叮咛毕业生们可以不成功，但一定要精彩，可以不轰轰烈烈，但一

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刘建丰学长还指出人生目标、独立精神、个人修养是活出人生特色

的基石，每位毕业生应当谨记人生是自己的，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件独具特色的艺术品。 

图 85  刘建丰学长作为校友代表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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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永书记宣读了教育学部荣获 2015 届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2015年度北京

师范大学留学生优秀毕业生、2015 届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的名单。教育技术学院周颖副教

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本科生谢博超、国际硕士生 Goll Skydell Poyoe、博士研究生陈

玥三位同学作为毕业生代表相继发言。石中英部长在讲话中对教育学部 2015 届毕业生

顺利毕业表示祝贺。 

随后，毕业生们共同向学部赠与礼物：写着“厚德载物”的金色牌匾。出席典礼的

教育学部领导和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为学部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并授予学位。 

 

图 86  毕业生向学部赠送牌匾 

10.8.2 2015 级新生开学典礼 
9月 13日，教育学部 2015级新生开学典礼在学生活动中心隆重举行。中国教育学

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教授、分

党委书记李家永副教授、分党委副书记李雪莲老师、楚江亭教授、副部长毛亚庆教授、

余胜泉教授、张京彬博士、工会主席曾琦教授、部长助理刘强副教授、各学术机构负责

人、党支部书记及各行政办公室负责人出席典礼，全体新生班主任以及 2015 级全体本

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共计 800余人参加。典礼由朱旭东副部长主持。 

首先，顾明远先生做致辞，勉励新生们要依托教育学部的优良环境好好学习、积极

思考、勤于实践。顾先生指出，大学时代是人生中最自由、最快乐、最幸福的时代，同

学们要珍惜这段美好的大学时光，为了自己的兴趣，为了自己的理想好好读书。同时，

同学们也要学会积极思考，勇于实践，尤其要将实践与自己的成长与梦想结合起来，与

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结合起来。 

钟秉林教授在致辞中讲到教育学部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杰出的学术成果，良好的

学习氛围，希望各位新生珍惜学习机会，向学部老师们学习，向身边优秀的同学们学习，

为实现自我价值打好基础，也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做出自己的贡献。 

硕士研究生田恬同学作为高年级代表分享了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上的体会，提醒同学

们要克服适应中遇到的困难，不断成长，更要珍惜难得的机会，获取更多的资源助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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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成长。博士新生代表邵婷同学表达了对学部给予自己成长力量的感谢，她鼓励同学

们迎难而上，不断挑战自己，用青春与汗水铸造辉煌。本科新生代表张耀文同学激情昂

扬的发言展现了同学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国际博士新生代表 Dean Gaymer表达了来到

教育学部的荣幸，他认为教育学的发展需要不同地区的教育研究者增进彼此沟通，互相

学习，在国际化中不断发展。 

最后，石中英部长代表教育学部的全体教职员工、在读同学对各位新同学的到来表

示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祝贺。石部长指出，教育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科学领域，教育

研究的实践化是教育学科的根本所在，这就要求同学们在教育研究中不断深入实践。石

部长希望同学们深入实践一线，了解各个领域教育实践的社会环境、具体状况、发展趋

势和改革动向，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学科的实践本性，把深入教育实践作为理解学科真谛

和价值的根本途径。石部长表示，强调同学们实践情怀和责任感的培养，归根结底还是

希望同学们成长为中国和世界教育领域的一流人才，希望各位同学不负重托，带着这份

责任展开大学新的学习之旅。 

学部领导向新生赠送了教育学部各位泰斗的口述史书籍，以此勉励新生们牢记教育

学部教育学科的历史发展和辉煌历程，为攀登教育学科的新高峰而不懈奋斗。 

开学典礼气氛热烈，领导、老师、学长的发言鼓舞着每一位新生，现场时不时响起

热烈的掌声。教育学部全体新生激情洋溢，开启在师大的新旅程。 

10.9.  社会实践 
10.9.1 2015 年度教育学部社会实践活动情况 
序号 名称 情况 

1 

“豫•安”暑期实

践队——赴河南

安阳蒋村镇一中 

7 月 15 日-7月 24 日，实践队开展了为期 10 天的支教活动。此次支教活

动设置了趣味类课程、德育类、心理健康教育类课程、素质拓展、知识竞赛、

经验交流等模块。 

2 
崇教尚师暑期实

践队 

15 夏崇教尚师暑期实践队由 14 夏实践队队员张旭东、蒋琪等带队，同时

积极吸收新鲜血液，为教育学部同学及外院系拥有共同的教育理想的年轻学

子提供展示自我风采、提升专业素养的平台。教学方面更加注重素质教育，

开发了多门校本课程，设计开展“爱•励志”系列主题分享，包括“七个一”

主题分享、北京十大名校讲解、北京历史人文展示等内容。 

支教期间，实践队员们为六年级、七年级和四年级共 20 个班级的同学带

来了内容丰富的校本课程和“爱•励志”主题分享，内容包括《青少年素质拓

展训练》、《镜头故事：从电影看世界》、《“乐玩”可视化编程课程》等等。十

二名支教队员，共开设课程十四门，课时累计达 240 节次，覆盖学生范围逾

千人。 

3 

赴河北省玉田县

兰泉中学支教活

动 

8 月 16—8 月 22 日，河北兰泉暑期实践队在河北省玉田县兰泉中学开展

了以“启迪理想，弘文励教”为主题的暑期支教活动。本次活动从“文化必

修课，趣味选修课，素质拓展活动，晚间主题活动”四个角度展开。本次活

动的亮点在于 11选 2 的选修课，学生们自由选课，教师小班化授课。素质拓

展我们带孩子们玩了无敌风火轮、古典益智游戏孔明锁九连环等。晚间主题

活动，我们进行了语数英学习方法讲座，队员成长经验分享，手工和折纸，

爱国励志电影赏析，还组织学生拍摄了话剧《张巡守城》和《面试》。七天丰

富多彩的活动，让队员和兰泉的孩子们都收获了成长和快乐。 

4 

赴四川省通江县

通江中学支教活

动 

8 月 21 日—27 日，四叶草“与你同行，牵手成长”实践队赴四川省巴中

市通江县通江中学展开为期 7 天的支教活动。十一名队员既有统一的初高中

衔接课程，也有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与政策、趣味数学、名著导读、大学介

绍等丰富多彩的趣味课程。我们不但教授了丰富的课程，还陪着当地的学生

军训，一起素拓拉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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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赴广西乡村中小

学校环境教育调

研活动 

8 月 1 日—8月 5 日，广西乡村中小学学校环境教育调研实践队在教育学

部班建武老师的指导下，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针对乡村学校

的环境教育现状开展了为期 5 天的调研活动。队员走访了良庆区内 4 所乡村

中小学校，对学校的校长、教师以及学生进行了访谈调研，以了解乡村学校

环境教育的方式、途径、存在困难、各方反馈等内容。并对 4 所中小学校中

的学生发放问卷，了解当地学生的环境意识水平。 

6 
赴雅安石棉中学

支教活动 

7 月 6 日—7 月 17 日，“雅安•平安”支教队在四川省石棉中学开展了为

期 12 天的实践活动。本次活动旨在为高二升高三的学生提升学习动力，把握

学习方向，寻找学习方法，开展了高中学习经验介绍、学习方法总结、心理

辅导等多种与学生结合紧密的特色课程，并且举办了知识竞赛、个别化辅导

等特色活动。 

7 
免费师范生赴青

海暑期实践队 

7 月 18 日—7 月 29 日，北京师范大学在读的青海生源的免费师范生们组

成梦支队暑期实践队，回到家乡青海，开展了为期 12 天的支教活动。队员们

结合各自的学科背景，给学生们带来了精心准备的文化课程，通过重难点的

解析帮助同学们深入理解了高考的重点难点。队员们及时为学生们解答学习

过程中的疑惑，激发了学生们学习的动力。主题班会课，队员们介绍了部分

“985”、“211”大学以及自己在大学的学习生活。 

8 
赴贵州省黎平县

中小学调研活动 

8 月 23 日—9 月 1 日，“乡师曙光”社会实践队赴贵州省黎平县下辖的 3

个乡镇的中小学开展了为期 10天的调研活动。活动主题为“中国乡村教师生

存与发展现状”。此次调研的乡镇有肇兴镇、龙额镇和地坪乡，实践队共走访

了 7 所学校，与 20 多位老师进行了深度访谈。调研之余，队员们还与学生们

进行了一场篮球友谊赛，组织了一次“游戏互动和经验分享”的班会，并对 2

位学生进行了家访。 

9 

暑期支教前期准

备指导方案实践

与测评 

实践队在已有课题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将理论分析得出的“大学生暑期

支教准备工作指导方案初稿”投入实践。实践队和凯里二中支教队进行合作，

全程跟踪支教队的支教准备和具体实施过程。通过观察、访谈、问卷等方式，

检验指导方案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并对指导方案存在的缺陷进行弥补和修正，

以得出较为完善的“大学生暑期支教准备工作指导方案”。帮助大学生更好地

组织各支教队进行支教活动，避免实际操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使大学生支

教的积极作用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10 

赴吉林长春双阳

县一五二中学暑

期实践队 

8 月 23 日-8 月 28 日，育阳暑期社会实践队赴双阳县开展了为期五天的

暑期实践以及支教活动。本着实践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立足于当地留守儿

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我们团队自主设计了包括认知、情感、价值观等不同

维度的课程，旨在对留守儿童进行正向的心理干预，除此之外，还设计了相

关的调查问卷，以期更好地把握其心理特点。在支教期间，我们与当地学校

和教师紧密联系，团队成员全情投入，得到了实践地及学生的一致好评。在

支教结束后，向当地捐献了图书和文化用品，并将我们的问卷以研究报告的

方式发送给学校，以期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 

11 

 

河南省上蔡县乡

村教师生存与发

展现状调研活动 

8 月中下旬到 9 月初，教育学部的河南省上蔡县乡村教师生存与发展现状

调研队深入河南省上蔡县的乡村进行关于乡村教师现状和教师职业倦怠情况

的调研。调研期间，队员们各自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分工明确，开展着收

发问卷、半结构化访谈、校情和乡情观察的工作，为本次调研收集到了丰富

的、第一手的资料。其中，调研对象涵盖管理层、班主任、普通教师三个层

次，小学、初中、高中三个教育阶段以及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教师，成果丰

硕。在调研中，队员们使用量化的研究方法，诸如对访谈也编码进行量化处

理，也运用质性的理念，探索群体中的个体，个体身上的群体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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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赴河南省安阳县

善应镇支教活动 

8 月 20 日—26 日，“善应”支教队赴善应一中开展为期 7 天的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形成正确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提升学生自信，敢于进行自我展示，培养团队合作和领导能力。我

们将实践活动分为四个层次：其一，采用分组合作、动手实验、名人趣事讲

解等多彩的授课方式进行知识的讲解和学习方法的指导；其二，设计阅读系

列课程，让学生在教师陪伴下进行分组分主题阅读，并撰写心得，进行富有

创意的阅读小组展示；其三，举办了“破冰”茶话会和丰富多彩的素质拓展

活动，让孩子满在活动中提升团队合作能力，增进相互了解；其五，师生晤

谈，彼此敞开心扉，并给予孩子以积极的心理辅导和帮助。 

13 
青出渝蓝暑期实

践队 

7 月 9 日-15 日，青出渝蓝暑期实践队赴重庆高新育才学校开展了“春风

夏雨，携手同行”夏令营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以青春期适应为主题，

分为学业适应、心理适应、人际交往适应、体质适应和趣味课程五个模块，

课程设计围绕青春期适应以及趣味性展开。实践过程中尤其重视学生团队意

识的培养。 

14 
湄潭实践队赴贵

州遵义 

7 月 21 日-25 日，教育学部湄潭实践队赴贵州遵义湄潭中学开展社会实

践活动。活动包括主题心理课程、素质拓展活动、系列读书活动、初中生心

理状况调研和乡村阅读状况调研、学习经验交流会、教学经验座谈会、影像

支持计划。 

15 

赴江西省鹰潭市

与高安市调研活

动 

8 月 1 日至 10 日，”贛之翼”暑期实践队开展了为期 10 天的有关乡村教

师职业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实地调研工作。在前期准备中，实践队员

梳理了大量相关文献，为后期的实地调研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实地调研期间，

前五天实践队员赴江西省高安市的乡村学校进行调研，后五天实践队员赴江

西省鹰潭市的镇中心小学进行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实践队员深入乡村教育

一线访谈乡村教师，了解乡村教师的职业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其职业幸福感的

因素。 

16 
“热梦科巴，梦想

成真”暑期实践队 

7 月 27 日——8 月 16 日，“热梦科巴，梦想成真”暑期实践队在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学社的组织下，开展了为期 21 天的暑期实践活动，为青海科巴大

山里的孩子们圆梦，带他们走出大山，来到北京。帮助科巴完小的学生练习

普通话；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游学参观的过程中学到书本外的知识；在孩

子们的心中埋下一个大学梦，以此激励他们奋发向上不断地突破极限，为自

己的梦想而努力。 

17 
乡村教师调研赴

福建福清调研 

8 月 4 日至 11 日，来自祖国五个省份和地区的五名北师大学子齐聚在福

建省福清市，以“乡村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为主题展开了为期八天的乡

村教师生存与发展现状调研。在此期间，团队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方式走访了

海口镇和南岭镇的三所小学及两间中学，在渔溪镇集中面见了渔溪多所中小

学的教师，在福清市教师培训中心遇到了来自各个乡镇不同中学的教师，并

在台风期间通过问卷星向部分教师发放问卷，共计完成有效问卷 144 份，并

针对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这一主题对两位校长和十多位教师进行深入的访

谈。 

通过本次调研，我们发现，乡村教师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工资福利待

遇低，职称评比困难，工作压力大，生活条件艰苦等客观问题，解决这些阻

碍教师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才能让乡村教师无后顾之忧，安心任教。 

18 山东五莲支教行 

7 月 6 日至 7 月 14 日，由教育学部同学韩玉莹、郑旭滢、甘淑芳、尚书

和其他兄弟院校同学组成的“弘文励教”支教团到山东五莲县第一高中进行

支教。 

本次支教的主要对象为在校需要文化课辅导却因家庭问题无力承担的艺

术特长生。支教的主要科目有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和地理。在为

期 9 天的支教活动中，支教团成员与学校教师密切配合，开展了知识梳理、

方法讲授、素质拓展、心理辅导等一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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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赴贵州省安龙县

木咱镇、海子乡、

万峰湖镇开展乡

村教师专项调研

活动 

8 月 3 日—9 日，乡村教师专项调研贵州安龙实践队在贵州省安龙县木咱

镇、海子乡、万峰湖镇开展了为期 7 天的社会实践活动。本次事件的主题是

“中国乡村教师生存现状”，了解安龙县三个乡镇乡村教师的基本的信息、教

师待遇、工作满意度、教师发展以及职业认同感等方面的基本信息，队员们

秉着认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问卷法、访谈法共收集到 145 名教师

的基本信息。 

21 
“启飞”大连暑期

实践队 

七月，“启飞”大连暑期实践队的四名同学：金宁、古钦晖、杨雯鹃、李

佳璐来到了大连市沙河口区启智学校，开始了有关特殊教育教师的优秀品质

和特殊学校特色文化建设的调研活动。在调研过程中队员们和老师零距离接

触，通过访谈等方式深入的了解了特殊教育教师这一默默奉献的群体。 

22 
“天使之翼”支教

队 

7 月 6 日到 20 日，“天使之翼”支教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特殊教育学校开

展了为期 2 周的实践活动。本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那些特殊的孩子，让他们

能够了解到一些崭新的完结的事物。 

23 
“淡泊明志•宁静

致远”暑期实践队 

7 月 17 日—7 月 26 日，北京师范大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暑期实践

队前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第一中学开展了为期 10 天的支教活动。针对

准高三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活动分为文化课程、素质拓展和主题活动三个

模块。在文化课程方面，队员们结合专业知识和自身经验，以全新的视角和

灵活的方式为同学们讲解课程知识，兼具实用性和趣味性；在素质拓展方面，

队员们精心准备了“无敌风火轮”、“盲人方阵”、“珠行万里”等各种有意义

的素质拓展小游戏，既缓解了同学们学习的压力，同时又让他们体会到了团

队合作以及锐意进取的意识；在主题活动方面，队员们结合学生实际需求，

先后进行了高考经验交流会、“我的大学”分享会、文理知识竞赛、“我的家

族我的家”感恩活动、“从容应考•放飞梦想”心理辅导会、辩论赛、文艺晚

会等活动。 

24 
赴贵州省遵义县

调研活动 

8 月 29 日—9 月 2 日，乡村教师调研贵州遵义小分队在贵州省遵义县围

绕乡村教师生存状况的主题开展了为期五天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实践队成

员全部是教育学部 14 级的硕士生。五天走过五个镇、一个民族乡，共进入 13

所学校，走访 130 多名乡村教师，深入了解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贵州遵

义队在每一所学校发放专项调研的问卷，并对乡村教师进行访谈。深入了解

乡村教师的内心想法，试图理解他们成为乡村教师并坚守乡村的动力。即使

在环境艰苦的地方，也仍然有积极乐观的一人带给乡村学生更多的希望。 

25 

赴河南兰考乡村

教师生存与发展

现状专项调研活

动 

8 月 2 日至 8 月 8 日，乡村教师目前的生活状态怎么样？乡村教师如何提

高自己的任教水平？乡村如何留住优秀老师？乡村如何吸引年轻教师任教？

带着这样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暑期专项调研团队一行 6 人，选择

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与农村教师的身份认同、社会地位及代际差异两大调研

子题，前往河南省兰考县开展了前后为期一周的社会调研活动。在此期间，

调研团队深入兰考县三个乡镇，走进了 6 所中小学，走访了十六位乡村教师

及校长；一路上，边走、边听、边记录，观察着、聆听着、体验着、思考着，

看到了最真实的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调研的空隙，团队成员们还前往兰考

市中心的焦裕禄烈士陵园，缅怀先烈，同时深感身上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26 
赴贵州凯里暑期

实践队 

7 月 13 日—22 日，实践队在贵州省凯里二中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暑期实践

活动。活动设置了包括“《论语》诵读与诗词吟诵”、“英语兴趣培养与了解外

国文化之旅”、“快乐做自己——心理活动课程”和“手工 DIY”在内的九门趣

味性课程。这些课程的教学，一概以往学生们所接触的教学模式，激发了孩

子们的学习兴趣，开拓了孩子们的视野，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

作能力。课堂教学之余，队员们还会与学生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游戏、和孩子

们聊天、对家长进行访谈。每天晚上回到住处，所有实践队员们会聚在一起，

讨论一天课堂上所发生的事情，交流各自对于教学的看法，在这一过程中队

员们也获得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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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教育学部暑期社会实践后期总结会 
10 月 9日，教育学部 2015 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总结汇报答疑会召开。会上，学部

实践助理为各实践队代表仔细讲述了社会实践总结需要提交的各项总结材料及相关要

求，并为各实践队介绍了经费报销的注意事项，还就之后各项工作的具体安排为各实践

队进行了简要说明。 

10 月 16日，教育学部 2015 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汇报交流会成功举办。在本次汇报

交流会上，各实践队的代表分别介绍了社会实践的开展情况。此次汇报交流会的举办，

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分享收获、交流经验、沟通困惑的机会和平台，同时也帮助各实践团

队在相互学习和借鉴中共同提升。本次交流会评选出教育学部暑期社会实践队一等奖 6

支，二等奖 9支，优秀奖 10支。 

10 月 30日，教育学部 2015 年暑期社会实践颁奖仪式暨经费报销说明会成功举办。

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办公室邱化民老师、财务办公室李宁老师以及教育学部 2015 年暑期

社会实践队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会上，李老师为各实践队代表细心讲解了经费报销

事宜，学部负责学生创业就业和实践工作的学生工作办公室邱化民老师为获奖实践队代

表进行了颁奖并合影留念。 

12月 2日晚，北京师范大学 2015年社会实践工作总结表彰会在敬文讲堂隆重举行，

教育学部分团委书记刘珊珊老师出席了大会，学部各实践队也分别派代表参加。会上，

暑期社会实践的优秀实践队与各实践团队进行了交流并分享经验，使同学们对社会实践

活动有了更深入地了解和感悟。本次大会激励更多的同学投入到社会实践的行列，在社

会实践中开拓人生、奉献社会。 

 
图 87  社会实践工作总结表彰会 

10.10.  就业工作 
10.10.1 组建就业先锋队 

5月，招聘张文馨、呼丽娟、滕媛、郭威为就业助理，张文馨任市场组组长兼队长，

呼丽娟任培训组组长兼副队长，滕媛任研究组组长兼副队长，郭威任创业组组长兼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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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组成队伍的 14位同学分别来自教育技术、教育管理、教育原理等不同专业，年级

分布在大二、大三、硕一，学科年级形成互补合力，成为就业工作一线的得力助手。 

9月中旬，教育学部就业先锋队开始了新一轮的招新工作。本次招新通过学部网站、

QQ群、微信群等平台进行了宣传。9月 17 日，经面试筛选，两名优秀的同学脱颖而出，

加入了就业先锋队，为就业先锋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壮大了团队的力量。 
10.10.2 召开毕业班班长座谈会 

3月 13日，毕业班班长座谈会在学六 300成功举行，参加本次座谈会的有学生办邱

化民老师以及各毕业班班长。本次座谈会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现阶段各毕业班学生的就业

现状，并指导学生填写就业《月报表》和《汇总表》,还讨论了关于设立“就业英雄榜”

的问题。毕业班班长就班级同学的就业意向和就业需求做了介绍，通过此次活动，学部

更加了解毕业生的就业需求，明确了就业服务的方向，为以后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10 月 27日，教育学部学生办举行了 2016届教育学部毕业班班长座谈会，学生办邱

化民老师和各毕业班班长、就业负责人参与了此次座谈。会上，邱老师向各毕业班班长

介绍了学部 2015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然后详细了解了毕业生同学们在求职就业过程

中的困难与疑惑，并逐一进行了解答。通过本次座谈会，邱老师与毕业班班长亲切交流，

了解了毕业班同学就业的基本情况与需求，为学生办开展下一步就业指导工作奠定了良

好基础。  
10.10.3 举办中小学教师职业素养提升系列培训 

此次培训由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办公室主办，就业先锋队和教育学社承办。该系类培

训包括讲座、面试、试讲和交流参观、推荐工作等多个环节。有 78名同学报名培训，

有多个专业多个年级的同学参加。系列培训结束后，就业先锋队成员认真总结，并将此

次系列培训的内容整理编辑为文章，即将发表在《中国教师》。 

1月 4日，教育学部第二届中小学教师职业素养提升系列培训之“名家校长面对面：

教师必备职业素养”培训成功举办。主讲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程凤春教授，教育学部学生工作

办公室邱化民老师参与组织。程凤春老师的讲座主题是“从基础教育的未来走向看教师

的职业素养”，两个小时的讲座中程老师主要从教育的三个方面即“从学生出发的教育”、

“技术装备水平更好的教育”和“更高效的教育”介绍教师所必需的职业素养。 

1月 9日，教育学部第二届中小学教师职业素养提升系列培训之“名师面对面：教

师职业素养全面提升”培训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的主题是“梦在前面，路在脚下，如何

做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主讲嘉宾为西安中学校长张克强老师。教育学部学生就业工

作负责人邱化民老师和来自西安校长培训班的几位校长出席了本次培训，70余名来自不

同院系不同专业的同学参加了本场培训。 

3月 23日，“求职面对面”系列活动之“教育学部第二届中小学教师职业素养提升

系列培训活动”的第三讲成功举办。此次培训的主题为“面试与试讲秘籍分享”，邀请

了北京师范大学三帆中学朝阳学校教师张文华老师为主讲嘉宾。在培训课堂中，张文华

老师在开讲前先简单地了解了参加培训课的同学的基本信息，并根据这些基本信息对培

训内容进行了重组与调整，并以其亲身的经历及其工作经验为依据，为同学带来了许多

“干货”。 

3月 26日，“求职面对面”系列活动之 “名家校长面对面：面试”成功举办，此次

活动系教育学部第二届中小学教师职业素养提升系列培训第四场，本次活动共邀请到了

七位著名中小学校长作为面试评委，并把培训学员分为语文、数学、英语和历史四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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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行一对一面试并由评委老师做简要点评，参加面试的同学对本次活动反映热烈，对

于评委的中肯点评表达了感谢之情。 

4月 2日，“求职面对面”系列活动之“教育学部第二届中小学教师职业素养提升系

列培训活动”如期举行。此次培训的主题为“新教师入职适应”，邀请了河北省邢台市

西仓巷小学校长王迎春老师为主讲嘉宾。本次培训持续将近两个小时，王迎春校长结合

自己丰富的一线教学和管理经验，和在场的同学们就新教师入职适应做了精彩分享，讲

座结束后，许多同学还就自己关心的个性化问题向王老师咨询，同学们纷纷表示收获颇

丰。 

4月 28日，“求职面对面”系列活动之“教育学部第二届中小学教师职业素养提升

系列培训活动”成功举办。此次活动为系列培训的第六讲，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员、教育学部就业导师李敏老师为大家做题为“名

家校长面对面：新教师成长秘籍”的讲座。教育学部分党委副书记楚江亭教授、学生工

作办公室邱化民老师出席本次活动。 
10.10.4 设立就业咨询 

进一步推进教育学部 2015 届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引导学生合理规划职业生涯、提

升自身竞争力，并解答就业过程中的相关疑惑，教育学部就业先锋队在 2014-2015 学年

每周二、周四下午 2：30-5：30在“学而书院”西贴建楼 106 辅导员室连续举办了就业

咨询日活动，邀请学部就业指导教师、国家职业指导师二级邱化民老师为同学们开展就

业辅导活动，今年共成功开展个体就业咨询 56场，团体就业咨询 5场，参加学生达到

200余人。 
10.10.5 创业活动 

1月 5日，教育学部“创意·创新·创业”教育沙龙——与深圳 20米科技公司创始

人面对面活动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学生工作办公室邱化民老师主持，来自学部各个年

级、满怀创业热情的 20余名同学参与此活动。出席此次沙龙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深圳

20米科技公司的创始人蔡东翔、王洲平、刘晨和杨亚明，其中蔡东翔学长为我校 2003

级校友。四位嘉宾分别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他们的创业经历，现场反响热烈，活动异常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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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 

图 88  “创意·创新·创业”教育沙龙 

3月，组建第一期“企业精英实验班”，为有志于进入企业工作的毕业生提供就业服

务与指导，同时为在学部范围内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和氛围、进一步拓宽学部学生就业

渠道，通过整合优秀企业的优势资源，以理论教学、参观交流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的形式，

为毕业生顺利进入企业工作提供帮助。 

4月 10日，在学部学生就业与创业工作负责人邱化民老师和学工办鲁妩媚老师的带

领下，教育学部创新人才实验班一行 40 余人赴天津科大讯飞参观交流。科大讯飞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语音及语言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研究的

国家级骨干软件企业，是一家较为成功的创业型公司，其创始人是中国科学与技术大学

毕业生刘庆峰。此次参观旨在让实验班学生感受高新企业文化氛围、拓展创业思路、激

发创新灵感。 
10.10.6 创客空间 

4月 20日，北京师范大学创客空间在“学而”书院正式挂牌成立。创客空间是集互

联网计算、开源软硬件、技术创新、知识分享、创意交流、协同创造为一体的创新创意

集散地。北师大创客空间由教育学部与校友单位合作创立，创客空间立足于 3D 打印技

术，并以智能电路为核心，以 3D 建模、编程控制为手段，旨在为同学提供发挥想象力、

创造力以及动手能力的平台，从而使同学们开拓思维模式，扩展社会视野。 

 

图 89  “北师大创客空间”题字 

5月 31日，北京师范大学首届大学生创客节在京师学堂隆重举行。出席本次活动的

领导和嘉宾有教育学部分党委副书记楚江亭教授，教育技术学院副院长董艳老师、吴娟

老师，教育智慧研究院副院长张志祯老师，创客教育实验室傅骞老师，上海智位机器人

有限公司 CEO叶琛先生，北京天成源通科技有限公司 CEO 何大伟先生，北京科技大学创

新实践基地主任林宇老师，中国儿童中心尚修芹老师，北师大创客空间指导老师邱化民

老师，共计 200余名师生参加。 
10.10.7 就业服务 

10 月 19日，由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办公室主办，就业先锋队承办的教育学部 2016

届毕业生就业动员大会暨专场招聘会隆重举行。在动员大会上，北京市石景山区教工委、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中心以及教育学部分党委等的负责同志作了致辞。教

育学部就业与创业指导教师对学部 2010-2015 年毕业生就业数据进行了详细解读，石景

山区教育委员会人事科、中国农业大学人事处、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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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人员分别对北京市教育系统人才招聘政策、北京高校人事调配相关政策以及企业人事

选留政策等进行了讲解。专场招聘会的参会单位多为教育学部合作单位，包括兰州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清华附小等中小学校和科大讯飞等企业，共计 56 家，共计 1000

余名学生参加了招聘会。 

 

图 90  教育学部就业动员大会现场 

11 月 4日，教育学部学前教育专业就业说明会暨专场招聘会于教 4楼 101教室成功

举办。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党支部冯婉桢老师就学前教育专业的发展前景发表了讲

话，教育学部学生办就业与创业指导教师邱化民老师对学前教育专业就业形势进行了分

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幼儿园园长彭博园长向同学们介绍了公立幼儿园人才招聘情况，

东方剑桥教育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施耀中先生对民办幼教教育集团人才招聘进行了介

绍，有色金属研究院人事部主任胡名恒先生对有色金属研究院幼儿园的招聘情况进行了

简要介绍。会后，学前教育专场招聘会召开，同学们现场投递个人简历，咨询招聘信息。

学部学前教育专业大一至博三的同学参与了此次大会，共计 15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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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学部学前教育专业就业说明会暨专场招聘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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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 

11.1.  获奖情况 
11.1.1 集体获奖 

表 149  2015 年度教育学部集体获奖情况 

获奖名称 获奖集体 

2014-2015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先进集体 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办公室 

2014-2015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分团委 教育学部分团委 

北京师范大学 2014-2015 年优秀班集体二等奖 

2013 教育 1 班 

2013 教育 3 班 

2014 教育 1 班 

2014 教育 3 班 

京师先锋号党支部二等奖 2012 级教技本科生党支部 

“先进党支部”荣誉称号 职业教育研究所党支部、行政第二党支部 

《教育学部教工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的调查研究报告》

荣获“优秀党建创新成果” 
行政一支部 

学校党支部示范点 行政一支部 

第 12 届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大赛大学常规组第七名 教育技术学院代表队 

11.1.2 各单位获奖 
表 150  2015 年度教育学部各学术机构获奖情况 

获奖单位 奖项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檀传宝教授《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历史变迁与中国公民教育的
选择》获得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二等奖（2015）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1.顾明远专著《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获教育部第七届高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一等奖，2015.12 
2.刘宝存论文《 “成人的 PISA”：OECD 成人技能调查研究》获山东省
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15.9 
3.刘宝存著作《为未来培养领袖：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重建》获
明远教育奖（研究类），2015.9 
4.刘敏获民盟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优秀个人，2015.9 
5.滕珺获 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通鼎青年教师奖（研究生教学奖）”， 
2015.12 

教育技术学院 

教师： 
1.何克抗获“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终身成就奖”荣誉，2015
年 5 月 
2.刘美凤获 2013-2014 学年度校级优质研究生课程特等奖，2015 年 1
月 
3.刘美凤获北京师范大学钱瑗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2015 年 7 月 
4.刘美凤获北京高校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文史类 A 组）优
秀指导老师奖，2015 年 
5.刘美凤获《教学设计》本科教学改革示范课，2015 年 
6.马秀麟获《多媒体技术与网页设计》获本科教学改革示范课，2015
年 
7.马秀麟获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奖，2015 年 12 月 
8.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比赛一等奖，2015 年 12 月 
9.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2015 年 11 月 
10.吴娟获教育学部优秀党员，2015 年 7 月 
学生： 
1.2015，教育技术学院代表队获第 12 届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大赛大学
常规组第七名  
2.2015 年 10-12 月，6 位本科生、9 位硕士生获第六届知行奖学金 
3.2015 年 12 月 ，马思源获北京师范大学第十六届“十佳大学生”荣誉
称号 

教育管理学院 
1.蔡永红的《从美国教师流动激励政策看我国城市薄弱学校的改进》获
第五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 “城市教育问题”优秀奖，2015.11 
2.余凯获通鼎青年教师奖、研究生教学奖，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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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志勇获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2015.6；北京师范大学优秀
实习教育工作者 2015年 1 月 
4.姚海的《反思研究生培养：学术取向与就业取向》获北京市高等教育
学会生教育研究会第九届论文评奖三等奖，2015 年 6 月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1.卢立涛副教授荣膺“党员志愿服务先进个人”称号，7 月 2 日 
2. 胡定荣等的研究成果《薄弱学校的教学改进研究》、梁威和卢立涛等
的研究成果《基于学生发展的多学科教师合作的校本研究模式的构建与
实践》因获得 2014 年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而受到表
彰，9 月 10 日 
3.卢立涛副教授荣获北京师范大学优秀辅导员，12 月 30 日 
4.胡定荣教授和高潇怡副教授荣获北京师范大学 2014-2015年度优秀本
科生导师称号，12 月 
5.张春莉老师论文“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应用案例教学法的实证研
究——以教育心理学课程为例”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
研究会第九届优秀高等教育论文评奖活动二等奖，6 月 
6. 梁威、卢立涛等教师的著作《撬动中国基础教育的支点——中国特
色教研制度发展研究》荣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
社会科学）三等奖，12 月 
7.胡定荣教授主持的《薄弱学校教学改进》国家级教学成果参加在北京
师范大学邱季端体育馆举办的首届教育创新成果奖，12 月 5-6 日 

特殊教育研究所 
1.王雁、肖非、朱楠的著作《中国特殊教育教师培养研究》获第七届高
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2.邓猛的论文获国际特殊教育协会（IASE）2015 年 Marg 奖 

11.1.3 个人获奖 
表 151  2015 年度教育学部个人获奖情况 

序 获奖名称 获奖个人 

1 2014-2015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先进个人 楚江亭 

2 北京师范大学弘德辅导员奖 刘立 

3 2014-2015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分团委书记 刘姗姗 

4 2014-2015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十佳辅导员 邱化民 

5 2014-2015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优秀辅导员 
邱化民  钱鹤鹏  卢立涛  班建武   
梁文艳  张亚星  王乃弋 

6 北京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优秀论文三等奖 任雅才 

7 
2014 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万人计划’哲学
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庞丽娟 

8 党员志愿服务先进个人 卢立涛 

9 优秀共产党员 
刘水云  王晓辉  吴  娟  于洪霞   
田  青  王  雁  赵  茜  鲁妩媚 

10 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终身成就奖 何克抗 

11 
北京高校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文史类 A 组）
优秀指导老师奖 

刘美凤 

12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 
徐志勇  和  震  张  生  周小燕   
曾兰芳  任雅才 

11.1.4 本科生获奖 
表 152  2015 年度本科生获奖情况 

序 获奖名称 获奖个人 

1 北京市三好学生 张筱彤 

2 国家奖学金（8 人） 
马思源 孙铭泽 吕雨欣 陈  晨 陆星儿 瞿志林  

孙  尧 郑  昊 

3 国家励志奖学金（17 人） 

卢  菲 李佳哲 朱进杰 史杰萍 杨青青 张玲玲  

辛翔宇 黄润珂 杨  扬 马思远 周林莉 何柯薇  

陈淑宁 白雪琴 段  茜 曾汶婷 杨业宏 

4 国家助学金（103 人） 
2012 级（29 人） 

陈威然 朱进杰 韩奕帆 刘  婷 霍少波 朱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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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丽云 占小媛 姜云燕 马雪媛 刘祖英 陈婷婷  

韩钰莹 王一平 李佳哲 宋华丽 张  旭 温鸿雨  

冯  娜 朱  丽 杨青青 黄依梵 卢  菲 吕雨欣      

史杰萍 王梦珂 李  莉 于艺梅 孙亚鑫 

2013 级（25 人） 

吕彩霞 杨正周 耿岱仪 胡巍森 薛雪芸 刘璐群  

焦灵波 李  鑫 梁雨微 明淑喆 梁小玲 杨  扬      

古钦晖 高  鑫 黄润珂 王小婷 马思远 周林莉    

甘淑芳 郭英倩 宿文华 尚  书 张家豪 陈  苗  

查聿翀 

2014 级（30 人） 

李晓雅 黄  娟 席嘉彬 熊玥悦 陈晴宜 朴仙子  

刘婕妤 周  静 姜兰奕 杨梦瑶 曾  静 吕  可  

孟奕伶 王智颖 宋  彬 张媛媛 李天媛 杨业宏  

邓  萌 张  月 谭玉婷 段  茜 曾汶婷 向  丽  

刘嘉琦 陈  哲 白雪琴 王靖渊 黄秦辉 刘  斌 

2015 级（19 人） 

唐国森 黄慧真 刘军晖 孙  萌 吕秋燕 余春丽  

袁晓丹 代远强 李家莉 张蓝文 唐秋萍 潘艳梅  

吕欣姗 唐雪萍 臧  丽 王钰茹 孔德虎 刘  阳  

黄治霞 

6 北京师范大学三好学生（36 人） 

2012 级（13 人） 

王一杰 张筱彤 卢  菲 焦牧洋 李佳哲 朱进杰  

陈星贝 杨青青 姜丽云 李  茜 李  莉 李  迎  

陈  洁 

2013 级（10 人） 

万心珂 孟雅琴 郝展欣 孙  尧 周林莉 谢  珊  

卜尚聪 邹雨寰 古钦晖 蒋  琪 

2014 级（13 人） 

王露橙 罗  炜 周四强 韩  鹏 王传扬 李  洋  

戴宏慈 陈  哲 刁诗哲 孙  健 季子锡 汪子津  

郭宴欢 

7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一等奖学金（43 人） 

2012 级（14 人） 

樊世奇 李潇潇 张筱彤 王一杰 徐梦仪 黄依梵  

王  倩 王晨茜 谢思桐 姜舒寒 曾子龙 王晓静  

陈  美 惠治儒 

2013 级（14 人） 

王晓娜 万心珂 孟雅琴 郝展欣 叶碧欣 童  瑶  

卜尚聪 李  鑫 李  莹 元  静 古钦晖 高  鑫  

曾嘉灵 蒋  琪 

2014 级（15 人） 

王露橙 王  晗 罗  炜 张  艺 王涛利 周  静  

屈可铮 李  洋 汪鹿鸣 陈紫珊 刁诗哲 孙  健  

张媛媛 周溪亭 季子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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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二等奖学金（87 人） 

2012 级（28 人） 

邢瑜洁 霍少波 钟佳欢 刀  睿 杜怡茜 王一平  

韩奕帆 卢可伦 彭浥尘 宋华丽 冯  娜 焦牧洋  

陈星贝 吴晓涵 蔡冠宇 朱  丽 姜丽云 宋  佳  

许  冰 孙博凡 孙亚鑫 周紫云 贾  姗 李  趁  

张映迪 许晏宁 李  迎 余文登 

2013 级（24 人） 

邹海洋 尹凤杰 赵子琪 乔  悦 胡艺曦 周雅梦  

张小雨 鲁芮萌 王小婷 方俊策 宋雨柔 王雪涵  

李睿淼 邹雪飞 谢  珊 王皓静 焦灵波 李佳璐  

刘  颖 邓翠仪 段天雪 王烨宇 熊潞颖 陈  苗 

2014 级（35 人） 

韩  鹏 奚  源 王照萱 史雅雯 郑皓月 索方璇  

李晓雅 向干分 刘天祎 冷梦雪 戴宏慈 李嘉耕  

刘紫宸 周  璐 陈昀璐 黄秦辉 郭宴欢 范蜜娇  

郭丹雅 王智颖 李  皓 马昊天 汪昱君 安  欣  

赵嵘池 汪子津 杨佳伶 钟晓钰 石晓玉 谭玉婷  

李宗宸 史  薇 李  鸽 王一丹 和静雯 

9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三等奖学金（87 人） 

2012 级（28 人） 

李思齐 王  迪 黄瑞妮 朱  婕 王壹凡 章林昱  

谢珍珍 隆  贞 陈亚涵 张  帅 马雪媛 戴逸茹  

宋  歌 郭  威 韦  晴 王梦柯 刘  婷 崔雪媚  

贾玉梅 李  茜 田  浩 于艺梅 李  莉 陈  洁  

娟  娟 李婉璐 曹  峰 李通德 

2013 级（24 人） 

郭英倩 罗  艺 韦晨晔 尚  书 王思宁 郭  潇  

曹宇新 陈欣媛 徐如霖 刘  赛 任志鹏 张旭东  

安  奕 刘璐群 邹雨寰 崔恺祎 宿文华 吕彩霞  

陈俐瑾 陈  瑜 丁雪梅 杨  阳 查聿翀 胡丹妮 

2014 级（35 人） 

王传扬 周四强 邓  鑫 孟越阳 杨  贻 蒋雨含  

刘婕妤 刘宇霄 杨梦瑶 卢宇翔 田琬琦 曾  静  

高文哲 姜兰奕 王彤彤 胡佳琪 陈  哲 叶  丽  

吴霓雯 张杉杉 廖俊平 罗  宏 尹京晨 李天媛  

吕雅洁 张明通 汤筱屿 吕倩如 刘嘉琦 许金星  

周思妤 王振霖 梁宏雨 张  月 杨子豪 

10 北京师范大学荣誉奖学金（25人） 

荣誉一等奖学金（13 人） 

2012 级（7 人） 

吕雨欣 陈  晨 李佳哲 史杰萍 杨青青 马思源     

孙铭泽 

2013 级（4 人） 

陆星儿 瞿志林 孙  尧 郑  昊 

2014 级（2 人） 

何柯薇 曾汶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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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二等奖学金（9 人） 

2012 级（3 人） 

卢  菲 朱进杰 张玲玲 

2013 级（3 人） 

辛翔宇 黄润珂 杨  扬 

2014 级（3 人） 

陈淑宁 杨业宏 段  茜 

荣誉三等奖学金（3 人） 

2013 级（2 人） 

马思远 周林莉 

2014 级（1 人） 

白雪琴 

11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奖学金（9人） 

学术特等奖学金（1 人） 

2012 级（1 人） 

孙铭泽 

学术三等奖学金（8 人） 

2012 级（8 人） 

吕雨欣 杜怡茜 张筱彤 卢  菲 马思源 李佳哲     

王一杰 黄依梵 

12 北京师范大学竞赛奖学金（18人） 

竞赛一等奖学金（10 人） 

2012 级（3 人） 

马思源 孙铭泽 王一杰 

2013 级（1 人） 

李凌云 

2014 级（6 人） 

武晓月 张  萌 张甄英 许  臻 荆  硕 邹玉洁 

竞赛二奖学金（8 人） 

2012 级（3 人） 

惠治儒 李东书 吕雨欣 

2013 级（5 人） 

郭佳欣 陈俐瑾 万心珂 周琬婷 张旭东 

13 北京师范大学单项奖学金（4人） 

社会实践奖（4 人） 

2012 级（2 人） 

黄瑞妮 李佳哲 

2013 级（2 人） 

刘  颖 张旭东 

14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免费师范生奖（2 人） 

2012 级（1 人） 

张映迪 

2014 级（1 人） 

陈紫珊 

15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先锋党员（2 人） 

2012 级（1 人） 

李佳哲 

2014 级（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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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鹿鸣 

16 京师校友金声奖学金（1 人） 
2013 级（1 人） 

邹雪飞 

17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学生干部（党支部）（2 人） 

2012 级（1 人） 

李  茜 

2013 级（1 人） 

杨  扬 

18 励学奖助学金（1 人） 陈婷婷 

19 爱心成就未来（3 人） 吕彩霞  李晓雅  代远强 

20 柏年助学金（3 人） 刘  颖  米玛旺堆  马伊凡 

21 爱心妈妈助学金（7 人） 
尼玛曲吉 钟桂英 乔  平 何二林 白航源 张  雪  

陈丽竹 

22 雁行助学金（1 人） 米玛旺堆 

23 北京师范大学 2015 年度“自强之星” 陈  佳（硕） 明淑喆（本） 

24 北京师范大学 2015 年度自强之星最佳人气奖 陈  佳 

25 北京师范大学 2015 年度“自强之星”提名奖 赵勇帅 

26 北京师范大学 2015 年度“自强之星”入围奖 史杰萍  张旭东  吕雨欣  呼丽娟（硕） 

27 北京师范大学第十六届“十佳大学生” 马思源 

11.1.5 研究生获奖 
表 153  教育学部 2015 年度北京市研究生优秀毕业生 

北京市研究生优秀毕业生（16 人） 

杨赟悦 潘小春 郭若男 尤 铮 李 媛 孙 静 黄 亮 田 雨 

周 志 王 琦 古显义 王美璇 张媛静 张梦雪 陈 玥 周瑛仪 

表 154  北京师范大学 2015 届研究生优秀毕业生 

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届研究生优秀毕业生（33 人） 

学术型硕士 

（21 人） 

杨赟悦 潘小春 郭若男 刘 双 韦 静 高 涛 李 洋 

尤 铮 丁瑞常 孙 静 李 媛 傅王倩 武永新 邵 婷 

黄 亮 田 雨 郭 伟 周 志 王 琦 吴健伟 朱高侠 
 

专业硕士 

（7 人） 
古显义 杨亚琴 王美璇 张媛静 辛尤隆 张 瑜 张梦雪 

 

学术型博士 

（5 人） 
陈 玥 周瑛仪 马佳妮 刘争先 余 庆 

 

表 155  教育学部 2015 年度研究生获奖情况 

研究生优秀学业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 

（学术型博士） 

孔祥渊    张睦楚  高 洁  李 刚  王向旭 

牟智佳  孙蔷蔷  刘 惠  张墨涵 
  

国家奖学金 

（学术型硕士） 

范云霞 王伟剑 李肖艳 贾彦琪 饶舒琪 苏 洋 

范文静 马 群 潘安琪 高梦楠 邹 蕊 陈婷婷 

赵 彬 韩 丰 张自然 唐艺卿 马 跃 李秋菊 
 

国家奖学金 

（专业学位硕士） 

梁涧溪 潘  越 马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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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一等奖学金 

（学术型博士） 

汪 明 汪晓凤 刘胡权 潘 帅 刘磊明 崔春龙 

张 越 王成龙 程 猛 田 京 王 铄 张梦琦 

王雪双 谢晓宇 毛金德 孟 彦 谢良才 赵梅菊 

万海鹏 邢 芸 
     

学校二等奖学金 

（学术型博士） 

杨尊伟 王 莉 闫晓庆 姜 男 刘 莉 许 易 

郝东方 俞子恩 赵树新 杜光强 王聪颖 徐 娜 

郑孝玲 何文涛 刘晓琳 沈晓燕 李燕丽 宋婷娜 

孙雪连 张清宇 马晓蓉 张 冉 袁玉芝 袁建林 
 

学校三等奖学金 

（学术型博士） 

马 骎 张奂奂 刘 阳 崔京菁 

钟芳芳 杨传利 郝艳丽 王 婷 
 

学校一等奖学金 

（学术型硕士） 

潘冬冬 林 飏 王梦娇 秦怡萌 陈 尧 杜 浩 

时晨晨 闫丽雯 卢雪霞 雷显梅 赵勇帅 林情情 

蔡沁知 王敬英 魏林苹 肖 盼 张 森 邹 雪 

刘先伟 万丽丽 陈玉姣 辛 爽 罗开亮 张 喆 

张玉荣 丁 娜 赵亚君 黄上芳 佟 彤 段文娟 

邓 旭 何丹梅 陈虞一 马辉辉 王 婵 汤 呵 

邓惠平 曹人华 张海燕 舒美玲 沈一心 武雅静 

杨 帆 王 琛 孙煦东 刘 琦 赵博涵 马 瑶 

宁海芹 陈 柳 李瑞琪 孙伟伟 杨晓丽 刘 丹 

李 涵 黄凌梅 张 熙 蔡 玫 曹羽希 贺世宇 

严婧玥 吴曼曼 牛爽爽 谢 燕 杨 茹 高丹兴阳 

刘姵希 蔡凡弘 公 辰 杨泽宇 王文娟 陈 悦 

喻 忱 乔善斌 符琼月 孙 玮 何二林 黄 娴 

兰传凯 周 洋 邹燕临 易文君 潘鹏飞 李春青 

孙 旭 周 园 周 达 尹 珮 王一波 淮瑞英 

凡正成 宋 畅 杨玲玉 李佳燊 王亚萍 张 韵 

顿卜双 王 丹 梁安安 钱春兰 徐 唱 康 佳 
 

学校二等奖学金 

（学术型硕士） 

魏瑞杰 雷婧涵 刘 婷 于子洋 伍 肖 张亚婷 

程圆圆 吝孟蔚 邱红梅 范 婕 张 曼 王琳琳 

张晓露 孙晋露 位秀娟 刘 润 谢立培 靳 伟 

孙婉莹 黄璐欢 郭春丽 王璐环 林哲雨 苏 梅 

王宝慧 李 营 杨振涛 陈 露 包昊罡 刘 月 

伊师孟 彭 波 田海林 朱月华 何 柳 杨 瑶 

牛慧丹 张晓丽 孟 笑 马月好 沈杰燕 李俐颖 

宋 晗 田博文 王 倩 张 迪 赵新玉 李新新 

许 睿 薛 珊 刘 薇 张少敏 石娓娓 邱星语 

卢嘉濠 董国材 王希彤 王玉清 荆晓丽 张 潇 

蔡 娟 吴 冬 冯庚祥 解 婧 李一帆 周 鑫 

魏 佳 胡晓慧 张若梅 陈 剑 迟傲然 李春园 

赵 红 费少辉 郑群山 栗敬姗 唐佳益 童 琳 

梁 爽 王 颖 刘颖  周深几 万芳怡 张馨邈 

孟静怡 张旭如 姚立兴 刘世超 邹 维 姜绵茹 

廖文贤 张 颖 赵其蕙 张世娇 赵春雪 叶晓梅 

唐 兴 韩盼盼 梁凯丽 向诗蓓 吴亚男 杨晨晨 

谢敏漪 陈 晨 杨思思 蒋梦璐 经倩霞 汪 丹 

孙会平 鲁利娟 林 群 张莹莹 周鹏琴 马 超 

毛 荷 秦 练 陈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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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三等奖学金 

（学术型硕士） 

谢蓉蓉 曹继光 陈 鑫 陈 佳 郭微娜 李梦丹 

裴文媛 程 媛 刘晓璇 管亚男 韩玉青 邹 旻 

王春梅 韩春晓 刘 旭 周晨晨 陈 阁 程 可 

马合沙提·木沙别克 方晓乐 王 玲 吴 琦  
 

学校一等奖学金 

（专业学位硕士） 

帅筱悦 刘 丹 赵 琼 梁 诗 黄 硕 陈星辰 

陈珏君 王 琰 王孟楠 张远卓 张 瑾 王佳婧 

吴汶娣 曹文思 杨 爽 李 波 闻 娟 孙榕蔓 

苑 阳 徐凯萍 沈 旭 丁 群 余茂婷 梁祖连 

张 倩 刘 芳 刘 璐 徐 露 0 0 
 

学校二等奖学金 

（专业学位硕士） 

凌 朦 刘 然 施 萌 黄亚庆 关巧玲 夏可欣 

段添翼 王 媛 吴志健 李佳楠 王丽丽 王 蕾 

胡皎璐 武欣欣 李守良 肖 筱 赵松坤 魏翠钗 

杨 洁 张艺馨 王 琳 赵 欣 党天天 洪柳 

孙亚男 郭子辰 王晶晶 陈亚雯 龙丽华 章誉 

邓 甜 郑伟岸 
     

学校三等奖学金 

（专业学位硕士） 

李 根 王 丹 左杰菲 牛 昭 

林骦舟 焦 娇 钮亚磊 
  

专项奖学金 

优秀研究生干部 

曹昌健 李艾欣 贾洪哲 马群 瞿诗梦 田 甜 

陈 瑶 王玉玲 呼丽娟 邹蕊 段恒耀 刘 莉 

段文娟 李新新 武雅静 韩丰 李 涵 栗敬姗 

杨泽宇 王 颖 吴亚男 淮瑞英 杨玲玉 赵 琼 

苑 阳 沈 旭 崔春龙 王 铄 
   

社会实践奖学金 

魏瑞杰 于子洋 贺文洁 莫琳琳 郭春丽 王玉玲 

张 喆 佟 彤 卢嘉濠 武雅静  蔡娟 李一帆 

黄凌梅 经倩霞 杨玲玉 赵 琼 丁 群 
  

通鼎奖学金  饶舒琪 马 群  张睦楚 

校友金声奖学金  王琳琳 

文体竞赛奖（三等奖）  曾繁博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班集体 

2013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班硕士班 

2014级教育技术学硕士班 

2014级学校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班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优秀研究生班集体 

2013 级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教师教育硕士班 

2014 级比较高教成教职教硕士班 

2014 级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教师教育硕士班 

11.2.  辅导员名单 
11.2.1 本科生辅导员名单 

班级 姓名 任职时间 

2011 教育技术班 庄秀丽 2015.01-2015.06 

2011 学前教育班 李晓巍 2015.01-2015.06 

2011 教育学班 施玉茹 2015.01-2015.06 

2012 教育学大班 曹路曼 2015.01-2015.12 

2012 教育技术学班 张婧婧 2015.01-2015.12 

2013 教育 1 班 任雅才 2015.01-2015.12 

2013 教育 2 班 李晓雪 2015.01-2015.12 

2013 教育 3 班 吴  娟 2015.01-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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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教育 1 班 邱化民 2015.01-2015.12 

2014 教育 2 班 钱鹤鹏 2015.01-2015.12 

2014 教育 3 班 吴  娟 2015.01-2015.12 

2015 教育 1 班 邱化民 2015.09-2015.12 

2015 教育 2 班 邱化民 2015.09-2015.12 

2015 教育 3 班 赵国庆 2015.09-2015.12 

11.2.2 研究生辅导员名单 
班级 姓名 任职时间 

2012 教育学原理、教育史、传媒教育、教师教育硕士班 曹夕多 2015.01-2015.06 

2012 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班 卢立涛 2015.01-2015.06 

2012 比较、高教、职教、成教硕士班 杜瑞军 2015.01-2015.06 

2012 学前特教硕士班 任雅才 2015.01-2015.06 

2012 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 梁文艳 2015.01-2015.06 

2012 教育技术硕士班 蔡  苏 2015.01-2015.06 

2012 心理健康教育(专硕）、学校咨询硕士班 邓林园 2015.01-2015.06 

2012 博士班 薛二勇 2015.01-2015.06 

2013 教育原理、教育史、教师教育硕士班 高  莉 2015.01-2015.12 

2013 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班 周金燕 2015.01-2015.12 

2013 比较、高教、职教、成教硕士班 鲁妩媚 2015.01-2015.12 

2013 学前特教（含专硕）硕士班 王兴华 2015.01-2015.12 

2013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 张亚星 2015.01-2015.12 

2013 教育技术硕士班 李艳燕 2015.01-2015.12 

2013 科学技术与教育（专硕）班 周  颖 2015.01-2015.06 

2013 心理健康教育（专硕）、学校咨询硕士班 李亦菲 2015.01-2015.12 

2013 博士班 班建武 2015.01-2015.12 

2014 教育原理、教育史、教师教育硕士班 刘姗姗 2015.01-2015.12 

2014 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班 姚冬萍 2015.01-2015.12 

2014 比较、高教、职教、成教硕士班 方  芳 2015.01-2015.12 

2014 学前、特教（含专硕）硕士班 张树东 2015.01-2015.12 

2014 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 邱化民 2015.01-2015.12 

2014 教育技术硕士班 马  宁 2015.01-2015.12 

2014 科学技术教育（专硕）班 傅  骞 2015.01-2015.12 

2014 心理健康（专硕）、学校咨询硕士班 王乃弋 2015.01-2015.12 

2014 博士班 温红博 2015.01-2015.12 

2015 教育原理、教育史、教师教育硕士班 于洪霞 2015.09-2015.12 

2015 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班 鲁妩媚 2015.09-2015.12 

2015 比较、高教、职教、成教硕士班 刘云波 2015.09-2015.12 

2015 学前特教（含专硕）硕士班 张悦歆 2015.09-2015.12 

2015 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 梁文艳 2015.09-2015.12 

2015 教育技术学硕士班 陈  玲 2015.09-2015.12 

2015 科学与技术教育专硕班 郑兰琴 2015.09-2015.12 

2015 心理健康（专硕）、学校咨询硕士班 邓林园 2015.09-2015.12 

2015 级博士班 施克灿 2015.09-2015.12 

11.3.  学生干部名单 
11.3.1 本科生班级干部名单 

表 156  教育学部本科生班级干部名单 

班级 班长 任职时间 支部书记 任职时间 

2012 级教育技术 
贾  姗 2013.09 至今 

孙博凡 2014.09 至今 
李  迎 2014.09 至今 

2012 级教育学 
陈星贝 2014.09-2015.09 史杰萍 2014.09-2015.09 

霍少波 2014.09 至今 王  倩 2015.09 至今 

mailto:zyx112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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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茜 2015.09 至今 

2013 级教育 1 班 

叶  壮 2014.09-2015.09 

郑旭滢 2013.09 至今 

张旭东 2013.09-2015.09 

韩玉莹 2014.09-2015.09 

吴科杰 2015.09 至今 

吕彩霞 2015.09 至今 

王小婷 2015.09 至今 

2013 级教育 2 班 

李  鑫 2014.09-2015.09 黄润珂 2013.09-2015.09 

李蒋振宇 2013.09 至今 杨  扬 2013.09-2015.09 

厉  滢 2015.09 至今 孙  尧 2015.09 至今 

2014 级教育 1 班 
王传扬 2014.09 至今 

姜兰奕 2014.09 至今 
李焱如 2014.09 至今 

2014 级教育 2 班 

李  洋 2014.09 至今 刘  斌 2014.09-2015.09 

谭鑫垚 2014.09 至今 陈  哲 2014.09 至今 

  于泳淏 2015.09 至今 

2014 级教育 3 班 

李焱如 2014.09-2015.09 王振霖 2014.09 至今 

马昊天 2014.09 至今 刁诗哲 2014.09 至今 

孙  健 2015.09 至今   

2015 级教育 1 班 
李军逸 2015.09 至今 

蒋子强 2015.09 至今 
何可人 2015.09 至今 

2015 级教育 2 班 
周开一 2015.09 至今 

黄慧真 2015.09 至今 
栾梦雪 2015.09 至今 

2015 级教育 3 班 
王新宇 2015.09 至今 

刘书冰 2015.09 至今 
唐雪萍 2015.09 至今 

11.3.2 本科生社团干部名单 
表 157  教育学部本科生社团干部名单 

团体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学生会 

主席 
马思源 2014.10-2015.09 

邹雪飞 2015.09 至今 

副主席 

陈凌岳 2014.10-2015.09 

李佳哲 2014.10-2015.09 

张小雨 2015.09 至今 

郝彤欣 2015.09 至今 

主席助理 

王晓娜 2014.10-2015.09 

宿文华 2014.10-2015.09 

周溪亭 2015.09 至今 

王传扬 2015.09 至今 

学习部 
瞿志林 2014.10-2015.09 

王涛利 2015.09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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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 
周  奇 2014.10-2015.09 

史 薇 2015.09 至今 

新闻部 
张小雨 2014.10-2015.09 

刘雅琦 2015.09 至今 

文艺部 
方俊策 2014.10-2015.09 

王彤彤 2015.09 至今 

外联部 
邹雪飞 2014.10-2015.09 

向干分 2015.09 至今 

体育部 
郝彤欣 2014.10-2015.09 

周思妤 2015.09 至今 

生活权益部 
李  鑫 2014.10-2015.09 

王 妤 2015.09 至今 

监察人事部 
王雪涵 2014.10-2015.09 

李 鸽 2015.09 至今 

分团委 

副书记 
霍少波 2014.10-2015.09 

郑  昊 2015.09 至今 

办公室 

李睿淼 2014.10-2015.09 

杨梦瑶 2015.09 至今 

李龙萍 2015.09 至今 

组织部 

査聿翀 2014.10-2015.09 

史雅雯 2015.09 至今 

黄  娟 2015.09 至今 

郑皓月 2015.09 至今 

宣传部 

任志鹏 2014.10-2015.09 

安  欣 2015.09 至今 

周四强 2015.09 至今 

社团部 

宋雨璇 2014.10-2015.09 

钟晓钰 2015.09 至今 

邓  鑫 2015.09 至今 

教育学社 负责人 
王  倩 2014.06-2015.06 

罗  艺 2015.6 至今 

木铎手语社 负责人 
张司晨 2014.10-2015.09 

汪楼月 2015.09 至今 

四环游戏小组 负责人 
舒  曾 2014.10-2015.09 

吕雅洁 2015.09 至今 

11.3.3 研究生班级干部名单 
表 158  教育学部研究生班级干部名单 

班级 班长 联系方式 党支书 联系方式 

2013 级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教师教

育硕士班 
陈  瑶 15210833890 潘冬冬 15210507492 

2013 级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班 李艾欣 15600690079 张艳婷 18813049436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332 

 

2013 级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

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班 
瞿诗梦 15210574989   

2013 级学前教育学、学前教育（专

硕）、特殊教育学硕士班 

林  菁 

钱颖涵 

13520200656 

15210809523 
马  群 18510070996 

2013 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 
王玉玲 18813047009 呼丽娟 15810540470 

刘先伟 15810551626   

2013 级教育技术学硕士班 
王增贤 15510485253 叶  璇 15210980261 

邹  蕊 18701518856   

2013 级学校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专

硕班 
陈  尧 18813043653   

2013 级博士班 茹国军 15201410062 孔祥渊 15201409877 

2014 级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教师教

育硕士班 

王  颖 18811733829 杨泽宇 15010795675 

杨  帆 18401607275   

2014 级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班 
段文娟 18811797099 王  倩 17801099565 

马月好 13241397061   

2014 级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

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班 

孙煦东 15210842938 韩  丰 15201645716 

李  涵 15110082712   

2014 级学前教育学、学前教育（专

硕）、特殊教育学硕士班 
沈旭（学前专硕） 18762674119 苑  阳 13488812898 

2014 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 
兰传凯 15011098676 曹昌健 18612580927 

梁凯丽 15911005539   

2014 级教育技术学硕士班 
王  伟 13241398378 淮瑞英 18401607217 

杨玲玉 15201645906   

2014 级学校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专

硕班 

赵  琼 

张海燕 

15901564363 

18401607249 

王孟楠 

薛  珊 

18001190529 

18401607323 

2014 级科学与技术教育专硕班 马玉莹 13436650766 王佳婧 18811717958 

2014 级博士班 崔春龙 17801099630 崔春龙 17801099630 

2015 级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教师教

育硕士班 
马莹芳 13051518901 张正慈 13051518769 

2015 级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班 王  倩 13031112355 姜晓慧 18310669877 

2015 级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

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班 
常军伟 13051510089 张  莹 13120003392 

2015 级学前教育学、学前教育（专

硕）、特殊教育学硕士班 

岳孝龙 18811509020   

孙田园 18500300023 廖  琴 18810638033 

2015 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 姜秉圻 18510665332 方贤中 13120003392 

2015 级教育技术学硕士班 解博超 18810540243 王忱哲 18310328718 

2015 级学校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专

硕班 
赵红丽 13146156612 彭自芳 18811337167 

2015 级科学与技术教育专硕班 郭  浩 18515060085 李坊慧 18310339059 

2015 级博士班 李  媛 18811471667 金一翔 13488751984 

11.3.4 研究生社团干部名单 
表 159  教育学部研究生社团干部名单 

团体 部门 姓名 任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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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会 

主席团 

田  甜（主席） 2014.10—2015.10 

王琳琳（副主席） 2014.10—2015.10 

李嘉雯（副主席） 2014.10—2015.10 

张若梅（主席助理） 2014.10—2015.10 

蔡  玫 2014.10—2015.10 

荆晓丽 2014.10—2015.10 

张晓丽 2015.10 至今 

贾敬姗 2015.10 至今 

办公室 
贾洪哲（主任） 2014.10—2015.10 

张  盼（主任） 2015.10 至今 

学术部 

贺文洁（部长） 2014.10—2015.10 

李  涵（部长） 2015.10 至今 

田  瑾（副部长） 2015.10 至今 

宣传部 

蔡沁知（部长） 2014.10—2015.10 

李俐颖（部长） 2015.10 至今 

武雅静（副部长） 2015.10 至今 

外联部 
黄方慧（部长） 2014.10—2015.10 

焦欣然（部长） 2015.10 至今 

文艺部 

陈  瑶（部长） 2014.10—2015.10 

马月好（部长） 2015.10 至今 

解博超（副部长） 2015.10 至今 

体育部 

郝敬军（部长） 2014.10—2015.10 

郭微娜（部长） 2015.10 至今 

邓  旭（副部长） 2015.10 至今 

王  倩（副部长） 2015.10 至今 

生活部 
刘  丹（部长） 2014.10—2015.10 

姜绵茹（部长） 2015.10 至今 

教育争鸣 期刊部 

张亚婷（部长） 2014.10—2015.10 

裴文媛（部长） 2015.10 至今 

杨  帆（副部长） 2015.10 至今 

11.4.  2015 级新生名单 
11.4.1 2015 级本科生名单 

表 160  2015 级本科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1 201411071018 李家莉 女 

2 201411071023 秦  婉 女 

3 201411121011 秦国浩 男 

4 201511010106 李  娜 女 

5 201511010109 李兴园 女 

6 201511010110 姜依彤 女 

7 201511010112 李  妍 女 

8 201511010113 田艺炜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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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511010118 宋国语 女 

10 201511010122 张蓝文 女 

11 201511010124 张耀文 女 

12 201511010130 陈  滢 女 

13 201511010133 唐秋萍 女 

14 201511010135 李蕊芷 女 

15 201511010140 段达娜 女 

16 201511010141 潘艳梅 女 

17 201511010142 李士萌 女 

18 201511010145 吴  双 女 

19 201511010147 吴沁璇 女 

20 201511010156 李杜彧 男 

21 201511010157 郑逸敏 女 

22 201511010158 汤博闻 男 

23 201511010161 张婷婷 女 

24 201511010164 周驰宇 男 

25 201511010166 孙艺芷 女 

26 201511010168 何可人 女 

27 201511010170 刘  芃 女 

28 201511010173 张  滢 女 

29 201511010174 陈光楠 女 

30 201511010178 周佳茜 女 

31 201511010179 原君尧 男 

32 201511010186 周凌仪 女 

33 201511010190 罗家琳 女 

34 201511010193 吕欣姗 女 

35 201511010195 蒋子强 男 

36 201511010198 沈子仪 女 

37 201511010201 杨  倩 女 

38 201511010203 刘艺璇 女 

39 201511010206 李金铭 女 

40 201511010209 刘嘉玥 女 

41 201511010210 訾雨杨 女 

42 201511010215 齐雨晨 女 

43 201511010216 李军逸 男 

44 201511010218 张晓芳 女 

45 201411013901 米玛旺堆 男 

46 201511010111 栾梦雪 女 

47 201511010120 刘蓓蓓 女 

48 201511010123 李婷婷 女 

49 201511010125 周敬天 女 

50 201511010131 黄慧真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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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01511010132 唐国森 男 

52 201511010136 周开一 男 

53 201511010137 刘军晖 女 

54 201511010148 杨卓尔 女 

55 201511010151 胡逍航 男 

56 201511010155 刘  畅 女 

57 201511010159 马杨桦 女 

58 201511010162 沈  玲 女 

59 201511010165 徐雷婷 女 

60 201511010175 王诗棋 女 

61 201511010177 王紫屏 女 

62 201511010180 巴  音 女 

63 201511010185 王禹昕 女 

64 201511010189 孙晗月 女 

65 201511010196 苗兴慧 女 

66 201511010202 欧阳珊 女 

67 201511010205 赵文博 男 

68 201511010207 薛文娟 女 

69 201511010208 张禾雨 男 

70 201511010211 张刘依然 女 

71 201511010214 牟希宁 女 

72 201511010217 黄祥瑞 女 

73 201511010901 王  粟 女 

74 201511010902 苏  航 女 

75 201511010903 王依萌 女 

76 201511010904 卢思羽 女 

77 201511010905 李绍卿 女 

78 201511010906 周建荣 女 

79 201511010907 秦小英 女 

80 201511010908 张瑞玲 女 

81 201511010909 牟雪源 女 

82 201511010910 刘馥源 男 

83 201511010911 颜  娟 女 

84 201511010912 王琦琦 女 

85 201511010913 李晓霞 女 

86 201511010914 陈雅倩 女 

87 201511010915 孙雪斌 女 

88 201511010916 高怡舒 女 

89 201511010101 王伟初 女 

90 201511010102 孙  萌 女 

91 201511010103 董  旭 女 

92 201511010104 刘书冰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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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201511010105 牛佳玉 女 

94 201511010107 卢紫荆 女 

95 201511010108 李欣媛 女 

96 201511010114 王麒钧 女 

97 201511010115 庆嘉琪 女 

98 201511010116 翟  芸 女 

99 201511010117 梁  越 女 

100 201511010119 付嫣然 女 

101 201511010121 刘紫荆 女 

102 201511010126 吕秋燕 女 

103 201511010127 郭佳惠 女 

104 201511010128 范思彤 女 

105 201511010129 韦文婷 女 

106 201511010134 吴嘉豪 男 

107 201511010138 唐雪萍 女 

108 201511010139 余春丽 女 

109 201511010143 杨东芳 女 

110 201511010144 臧  丽 女 

111 201511010146 胡  影 女 

112 201511010149 王钰茹 女 

113 201511010150 贺  巧 女 

114 201511010152 吴怡君 女 

115 201511010153 全偲绮 女 

116 201511010154 叶德奎 男 

117 201511010160 陈  驰 女 

118 201511010163 郭  晗 女 

119 201511010167 孔德虎 男 

120 201511010169 刘  阳 女 

121 201511010171 郭伊晗 女 

122 201511010172 张元欣 女 

123 201511010176 徐雪迎 女 

124 201511010181 王诗雨 女 

125 201511010182 王新宇 男 

126 201511010183 郭烨禹 女 

127 201511010184 赵思齐 女 

128 201511010187 程  露 女 

129 201511010188 武  群 女 

130 201511010191 李铭尧 男 

131 201511010192 牛晓杰 女 

132 201511010194 石琬若 女 

133 201511010197 沙曼琪 女 

134 201511010199 段艳艳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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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201511010200 袁晓丹 女 

136 201511010204 钟天隆 男 

137 201511010212 黄治霞 女 

138 201511010213 代远强 男 

11.4.2 2015 级硕士生名单 
表 161  2015 级学术型、专业型硕士生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 本科学校 本科专业 导师 

1 雷雅琦 女 教育学原理 西南大学 教育学(晏阳初实验班) 郑新蓉 

2 吕佳慧 女 教育学原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石中英 

3 王馨玥 女 教育学原理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丁道勇 

4 薛文璐 女 教育学原理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学 余清臣 

5 赵  倩 女 教育学原理 郑州大学 教育学 肖  川 

6 赵  霞 女 教育学原理 哈尔滨学院 小学教育 刘水云 

7 周  毅 男 教育学原理 北京体育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班建武 

8 蔡雅琦 女 教育学原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尹  力 

9 刘  丹 女 教育学原理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刘复兴 

10 徐城北 女 教育学原理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 余雅风 

11 陈雪瑞 男 教育学原理 东北林业大学 交通运输 杜  亮 

12 徐文旭 男 教育学原理 河南大学 教育学 康永久 

13 马靖博 男 教育学原理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英语 王  啸 

14 阳  梅 女 教育学原理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檀传宝 

15 林  颖 女 教育学原理 中国传媒大学 汉语言 陈建翔 

16 刘舒丹 女 教育学原理 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学 张莉莉 

17 侯进仁 男 教育学原理 西藏大学 地理科学 张莉莉 

18 黄晓月 女 课程与教学论 中山大学 信息安全 王本陆 

19 姜晓慧 女 课程与教学论 河北大学 教育学 李小红 

20 罗立立 女 课程与教学论 西南民族大学 对外汉语 王本陆 

21 倪文锦 女 课程与教学论 浙江农林大学 英语 曾  琦 

22 齐方萍 女 课程与教学论 郑州大学 教育学 胡定荣 

23 吴  娟 女 课程与教学论 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学 周逸先 

24 夏淑玉 女 课程与教学论 西南大学 教育学(晏阳初实验班) 郭  华 

25 张译方 女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胡定荣 

26 周星灿 女 课程与教学论 四川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郭  华 

27 贾  佳 女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阚  维 

28 刘义芳 女 课程与教学论 武汉大学 生物学基地班 陈红兵 

29 岳  曲 女 课程与教学论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 杜  霞 

30 李媛媛 女 课程与教学论 徐州工程学院 小学教育 卢立涛 

31 宋甜甜 女 课程与教学论 天津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易  进 

32 张天裕 男 课程与教学论 江南大学 
教育学(小学教育)(师

范) 
姚  颖 

33 李  佳 女 课程与教学论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勷勤创新班) 刘京莉 

34 路  红 女 课程与教学论 华东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綦春霞 

35 王  倩 女 课程与教学论 南京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张春莉 

36 张  雪 女 课程与教学论 东北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张春莉 

37 谢晓玲 女 课程与教学论 深圳大学 生物技术 高潇怡 

38 张雨蒙 女 课程与教学论 江西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曾  琦 

39 朱凌泽 男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运动训练 梁  威 

40 洪  妮 女 课程与教学论（学 安徽师范大学 心理学 傅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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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咨询） 

41 靳佩佩 女 
课程与教学论（学

校咨询） 
郑州大学 教育学 邓林园 

42 王艳慧 女 
课程与教学论（学

校咨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英语 李蓓蕾 

43 许雪梅 女 
课程与教学论（学

校咨询） 
山西大学 教育学 马利文 

44 闫欣媛 女 
课程与教学论（学

校咨询）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 王乃弋 

45 张  婧 女 
课程与教学论（学

校咨询） 
北京林业大学 应用心理学 王工斌 

46 郝  婧 女 教育史 山西大学 教育学 施克灿 

47 李晓美 女 教育史 山东师范大学 英语 于述胜 

48 汪昊宇 女 教育史 中华女子学院 女性学 孙邦华 

49 翟  力 女 教育史 山东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徐  勇 

50 张  硕 女 教育史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物流管理 孙邦华 

51 江  丹 女 教育史 湖南师范大学 英语 郭法奇 

52 金  梦 女 教育史 南京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孙  益 

53 刘  敏 女 教育史 西南大学 教育学 王  晨 

54 钱晓菲 女 教育史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 张斌贤 

55 王  珊 女 教育史 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李子江 

56 葛俏丽 女 比较教育学 首都师范大学 英语(师范) 肖  甦 

57 龚鹏飞 男 比较教育学 河北师范大学 英语 杨明全 

58 何泠樾 女 比较教育学 北京大学 西班牙语 李家永 

59 王世赟 女 比较教育学 河南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王  璐 

60 晁亚群 女 比较教育学 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学 林  杰 

61 胡  玮 女 比较教育学 北京语言大学 对外汉语 谷贤林 

62 石  玥 女 比较教育学 厦门大学 德语 孙  进 

63 张瑞芳 女 比较教育学 青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英语方向) 刘宝存 

64 李绍文 女 比较教育学 北京邮电大学 英语 刘  强 

65 王涵奕 女 比较教育学 济南大学 旅游管理 马健生 

66 王苏雅 女 比较教育学 东北大学 德语 刘  敏 

67 王杨楠 女 比较教育学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 滕  珺 

68 谢燕妮 女 比较教育学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 黄  宇 

69 杨  钦 女 比较教育学 东北师范大学 英语 高益民 

70 杨舒涵 女 比较教育学 中央民族大学 日语 姜英敏 

71 张诺亚 女 比较教育学 内蒙古工业大学 德语 刘宝存 

72 陈凯鑫 女 学前教育学 洛阳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冯婉桢 

73 郭雅馨 女 学前教育学 肇庆学院 学前教育 庞丽娟 

74 魏晓宇 女 学前教育学 西南大学 教育学 李晓巍 

75 朱瑞玲 女 学前教育学 临沂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王兴华 

76 朱文婷 女 学前教育学 天津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洪秀敏 

77 宋贝朵 女 学前教育学 河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潘月娟 

78 杨智君 女 学前教育学 辽宁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师范) 李敏宜 

79 钟桂英 女 学前教育学 天津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刘  馨 

80 李文婧 女 学前教育学 东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霍力岩 

81 袁  宁 女 学前教育学 青岛大学 学前教育 刘  焱 

82 张丹婷 女 学前教育学 首都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师范) 刘  焱 

83 李海珊 女 学前教育学 首都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师范) 庞丽娟 

84 郭二榕 女 高等教育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周海涛 

85 白航源 女 高等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钟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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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常军伟 男 高等教育学 郑州大学 教育学 乔锦忠 

87 彭玉婷 女 高等教育学 华北科技学院 英语 杜瑞军 

88 李小艳 女 高等教育学 海南大学 俄语 李湘萍 

89 王明明 男 高等教育学 兰州大学 社会学类 周作宇 

90 张晨宇 女 高等教育学 河北大学 教育学 洪成文 

91 张  盼 女 高等教育学 苏州大学 教育学 魏  红 

92 张  莹 女 高等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李  奇 

93 高艺轩 女 高等教育学 西华师范大学 教育学 姚  云 

94 王春晓 女 高等教育学 延边大学 心理学 姜星海 

95 位  星 女 高等教育学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 方  芳 

96 胡顺伟 男 高等教育学 西藏民族学院 社会体育 洪成文 

97 徐赴斐 男 高等教育学 西藏民族学院 汉语言文学 杜瑞军 

98 郭雪敏 女 成人教育学 河南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周慧梅 

99 李米雪 女 成人教育学 西北政法大学 社会学 白  滨 

100 高  帆 女 职业技术教育学 暨南大学 电子商务 赵志群 

101 孙  玲 女 职业技术教育学 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学(师范) 和  震 

102 周雨薇 女 职业技术教育学 上海海洋大学 金融学 庄榕霞 

103 耿  悦 女 职业技术教育学 河北大学 教育学 李兴洲 

104 汪冰冰 女 职业技术教育学 郑州大学 教育学 周慧梅 

105 侯雨佳 女 特殊教育学 长春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邓  猛 

106 张慧萌 女 特殊教育学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 钱志亮 

107 张俊芳 女 特殊教育学 邯郸学院 特殊教育 顾定倩 

108 岳孝龙 男 特殊教育学 山西大学 教育学 胡晓毅 

109 田  语 女 特殊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 肖  非 

110 王蒙蒙 女 特殊教育学 唐山师范学院 教育学 张悦歆 

111 佟雨妍 女 特殊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 舞蹈学 程  黎 

112 王  悦 女 特殊教育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清
华大学医学部) 

护理学 王  雁 

113 张文秀 女 特殊教育学 中华女子学院 学前教育 张树东 

114 邹酬云 女 特殊教育学 中华女子学院 学前教育 刘艳虹 

115 郭丽云 女 教师教育 烟台大学 对外汉语 赵  萍 

116 蒋何定 女 教师教育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 叶菊艳 

117 李雪珊 女 教师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英语)(师范) 朱旭东 

118 刘  淼 女 教师教育 山西大同大学 小学教育 薛二勇 

119 杨  昳 女 教师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 生物技术 李  琼 

120 
杨袁予

童 
女 教师教育 江西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桑国元 

121 贾玉玲 女 教师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裴  淼 

122 谢苏洋 男 教师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英语 朱旭东 

123 柴净净 女 教师教育 内蒙古师范大学 教育学 曹夕多 

124 陈  岑 女 教师教育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学 宋  萑 

125 刘禹希 女 教师教育 四川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袁  丽 

126 马莹芳 女 教师教育 新疆师范大学 教育学 张华军 

127 张正慈 女 教师教育 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师范) 周  钧 

128 高  珺 男 教师教育 郑州大学 教育学 胡  艳 

129 谷思洋 女 远程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赵  宏 

130 张  玄 女 远程教育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

学 
数字媒体技术 郑勤华 

131 宋  琼 女 远程教育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冯晓英 

132 张汉杰 男 远程教育 武汉理工大学 教育技术学 张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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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张亨国 女 远程教育 兰州大学 教育技术学 陈  丽 

134 钟  瑶 女 远程教育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  爽 

135 宗  阳 男 远程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陈  丽 

136 陈中健 男 远程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陈  丽 

137 方博宇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新闻学 姚计海 

138 方贤中 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湖北科技学院 英语 向蓓莉 

139 冯  赛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郑州大学 教育学 苏君阳 

140 巨琛琛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兰州大学 教育学 程凤春 

141 刘  婕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西华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毛亚庆 

142 卢艳洁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河北农业大学 文秘教育 于洪霞 

143 罗淑方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徐志勇 

144 马荣荣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中国农业大学 市场营销 楚红丽 

145 田  瑾 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兰州大学 教育学 毛亚庆 

146 王怀秀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王  熙 

147 吴  曼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阜阳师范学院 英语 蔡永红 

148 闫  波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赵德成 

149 闫晓静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朱志勇 

150 杨柳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张东娇 

151 杨烁 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河北大学 教育学 余  凯 

152 叶铖垒 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鲍传友 

153 于  慧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山东工商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楚江亭 

154 樊军梅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周金燕 

155 皇鹤群 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郑州大学 应用心理学 杜育红 

156 李  涛 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梁文艳 

157 马娅玮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 郑  磊 

158 王宇翔 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安徽师范大学 心理学 胡咏梅 

159 徐文俊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 成  刚 

160 袁梨清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成  刚 

161 张露匀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天津财经大学 
统计学(精算与风险管

理) 
曾晓东 

162 张雅楠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杜  屏 

163 陈  丹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兰州大学 教育技术学 张  生 

164 符定梦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西南大学 教育技术学 张丹慧 

165 侯燕燕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 张丹慧 

166 焦欣然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河南大学 教育技术学 赵  茜 

167 李  丹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杨  涛 

168 李  瑾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温红博 

169 史亚楠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西北师范大学 统计学 韦小满 

170 张缨斌 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郑州大学 应用心理学 王烨晖 

171 姜秉圻 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韦小满 

172 李晓文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杜育红 

173 杨  晓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温红博 

174 崔志军 男 教育技术学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马  宁 

175 陆奥帆 女 教育技术学 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黄荣怀 

176 王忱哲 男 教育技术学 中北大学 教育技术学 余胜泉 

177 陈钱钱 女 教育技术学 中国海洋大学 教育技术学 赵国庆 

178 刘文辉 女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刘美凤 

179 乔  侨 女 教育技术学 苏州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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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王晶晶 女 教育技术学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张志祯 

181 王  硕 女 教育技术学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郑  葳 

182 王艺亭 男 教育技术学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师范) 刘美凤 

183 吴美琴 女 教育技术学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  崧 

184 宣津丽 女 教育技术学 浙江工业大学 教育技术学 周  颖 

185 尹幸禄 男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余胜泉 

186 赵  敏 女 教育技术学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信息技术) 吴  娟 

187 胡贺宁 女 教育技术学 太原理工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李艳燕 

188 解博超 男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傅  骞 

189 李  欣 女 教育技术学 燕山大学 教育技术学 郑兰琴 

190 梁  跃 女 教育技术学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张进宝 

191 孙璐璐 女 教育技术学 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葆萍 

192 王  瑜 女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武法提 

193 杨  丹 女 教育技术学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陈  玲 

194 张慧慧 女 教育技术学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杨开城 

195 陈  慧 女 教育技术学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江丰光 

196 陈丽竹 女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董  艳 

197 王沛文 男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蔡  苏 

198 张  琰 女 教育技术学 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黄荣怀 

199 赵淑霞 女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玉顺 

200 杜  国 男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董  艳 

201 刘  莎 女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吴  娟 

202 刘  曦 女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内蒙古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玉顺 

203 王翠霞 女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河北大学 教育技术学 马秀麟 

204 王云超 男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刘  臻 

205 安  佳 女 心理健康教育 保定学院 小学教育 王工斌 

206 杜  慧 女 心理健康教育 南京晓庄学院 学前教育 邓林园 

207 高琰妮 女 心理健康教育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学 王乃弋 

208 黄国琼 女 心理健康教育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勷勤创新班) 李亦菲 

209 孔美玲 女 心理健康教育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王工斌 

210 刘赫男 女 心理健康教育 石河子大学 学前教育 王乃弋 

211 罗冰燕 女 心理健康教育 四川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李亦菲 

212 毛瑞萌 女 心理健康教育 山西大学 教育学 苏立增 

213 彭自芳 女 心理健康教育 郑州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傅  纳 

214 乔  平 女 心理健康教育 安徽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马利文 

215 宋莉 女 心理健康教育 山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 李亦菲 

216 王陆雷 女 心理健康教育 北京林业大学 应用心理学 李蓓蕾 

217 王玮瑜 女 心理健康教育 西北师范大学 
音乐学(学前教育艺术

方向) 
马利文 

218 吴伊娜 女 心理健康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                         苏立增 

219 邢锦荣 女 心理健康教育 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学 苏立增 

220 余婉婷 女 心理健康教育 北京林业大学 应用心理学 李蓓蕾 

221 张玉晶 女 心理健康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 傅  纳 

222 赵红丽 女 心理健康教育 廊坊师范学院 教育学 邓林园 

223 陈凤英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西华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郑兰琴 

224 陈前宁 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 机械电子工程 傅  骞 

225 冯  雪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辽宁大学 生物科学 周  颖 

226 高  畅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化学 郑  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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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顾巧燕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理工大学 光电信息工程 赵国庆 

228 郭  浩 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 
质量与可靠性工程 张进宝 

229 韩  雪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河北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艳燕 

230 贺凯强 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中国民航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王  铟 

231 李坊慧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鲁东大学                           心理学 董  艳 

232 李丰江 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郑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江丰光 

233 刘  敏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湖北大学                           心理学                         江丰光 

234 刘鹏飞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印刷学院 包装工程 傅  骞 

235 罗  跞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周  颖 

236 孙泉林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武汉理工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玉顺 

237 王璐瑶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四川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李玉顺 

238 吴春廷 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青岛大学 地理科学 董  艳 

239 肖  蕊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石家庄铁道大学 教育技术学 吴  娟 

240 闫晓楠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 郑  葳 

241 于健民 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辽宁大学 生物科学 吴  娟 

242 张启航 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安徽师范大学 化学 张志祯 

243 张胜兰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湖南科技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李葆萍 

244 张小琳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辽宁师范大学 物理学 张进宝 

245 郑  婧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云南师范大学 物理学 李艳燕 

246 朱智利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安徽师范大学                       统计学                         王  铟 

247 杜立凡 女 学前教育 山东女子学院 学前教育 庞丽娟 

248 耿欢欢 女 学前教育 山西大学 学前教育 王兴华 

249 郭文睿 女 学前教育 西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洪秀敏 

250 蒋杭珂 女 学前教育 四川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冯婉桢 

251 李  金 女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霍力岩 

252 李  俊 女 学前教育 海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潘月娟 

253 廖  琴 女 学前教育 西华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刘  馨 

254 廖雯婷 女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 李敏宜 

255 刘凌云 女 学前教育 中国海洋大学 教育技术学 霍力岩 

256 娄天馨 女 学前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 音乐学(音乐教育) 王懿颖 

257 罗  欢 女 学前教育 贵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潘月娟 

258 毛  竹 女 学前教育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汉语言文学 刘  焱 

259 慕晓虹 女 学前教育 青岛大学 学前教育 李晓巍 

260 秦丹婷 女 学前教育 河北大学 学前教育 李敏宜 

261 宋雅婷 女 学前教育 岭南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李晓巍 

262 孙林红 女 学前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洪秀敏 

263 孙田园 女 学前教育 延安大学 教育学 刘  焱 

264 王  慧 女 学前教育 内蒙古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王兴华 

265 吴帼燕 女 学前教育 广州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冯婉桢 

266 吴牧言 女 学前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 音乐表演(声乐) 王懿颖 

267 杨佳琪 女 学前教育 青岛大学 学前教育 刘  馨 

268 赵一璇 女 学前教育 山西大学 学前教育 霍力岩 

269 周玉平 女 学前教育 安徽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庞丽娟 

18 黄晓月 女 课程与教学论 中山大学 信息安全 王本陆 

19 姜晓慧 女 课程与教学论 河北大学 教育学 李小红 

20 罗立立 女 课程与教学论 西南民族大学 对外汉语 王本陆 

表 162 2015 级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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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1 201527010001 阿依古丽·买买提 女 现代教育技术 

2 201527010002 班  轩 男 现代教育技术 

3 201527010003 陈  乔 女 现代教育技术 

4 201527010004 方玉婷 女 现代教育技术 

5 201527010005 古丽赛娜·纳赞 女 现代教育技术 

6 201527010006 韩琬之 女 现代教育技术 

7 201527010007 何  曼 女 现代教育技术 

8 201527010008 蒋  帅 男 现代教育技术 

9 201527010009 雷湘源 女 现代教育技术 

10 201527010010 李  梦 女 现代教育技术 

11 201527010011 刘  剑 男 现代教育技术 

12 201527010012 刘秀配 女 现代教育技术 

13 201527010013 齐  洪 男 现代教育技术 

14 201527010014 屈小蕉 男 现代教育技术 

15 201527010015 任玲玲 女 现代教育技术 

16 201527010016 王晓玲 女 现代教育技术 

17 201527010017 韦双舒 女 现代教育技术 

18 201527010018 熊雅雯 女 现代教育技术 

19 201527010019 阳秀玉 女 现代教育技术 

20 201527010020 余  京 男 现代教育技术 

21 201527010021 昝风英 女 现代教育技术 

22 201527010022 张金忠 男 现代教育技术 

23 201527010023 张晶静 女 现代教育技术 

24 201527010024 张旭梅 女 现代教育技术 

25 201527010025 周天妹 女 现代教育技术 

26 201527010026 陈  警 女 学前教育 

27 201527010027 陈炯姗 女 学前教育 

28 201527010028 陈科成 男 学前教育 

29 201527010029 陈南希 女 学前教育 

30 201527010030 陈  雪 女 学前教育 

31 201527010031 邓巧玲 女 学前教育 

32 201527010032 迪里巴尔·克力玛洪 女 学前教育 

33 201527010033 杜若洲 女 学前教育 

34 201527010034 房滢茜 女 学前教育 

35 201527010035 郭莉萍 女 学前教育 

36 201527010036 蒋雅萍 女 学前教育 

37 201527010037 雷雁岚 女 学前教育 

38 201527010038 李  博 女 学前教育 

39 201527010039 李梦瑶 女 学前教育 

40 201527010040 刘舒娟 女 学前教育 

41 201527010041 吕  洋 女 学前教育 

42 201527010042 马  雪 女 学前教育 

43 201527010043 汪  鑫 女 学前教育 

44 201527010044 王傲红 女 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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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01527010045 肖意凡 女 学前教育 

46 201527010046 徐  雪 女 学前教育 

47 201527010047 颜庆兰 女 学前教育 

48 201527010048 杨洛娜 女 学前教育 

49 201527010049 杨  巧 女 学前教育 

50 201527010050 袁  娟 女 学前教育 

51 201527010051 张竟芳 女 学前教育 

52 201527010052 张丽霞 女 学前教育 

53 201527010053 张淑芳 女 学前教育 

54 201527010054 张文文 女 学前教育 

55 201527010055 陈灵婵 女 特殊教育 

56 201527010056 董鸣利 男 特殊教育 

57 201527010057 古清莲 女 特殊教育 

58 201527010058 何秋香 女 特殊教育 

59 201527010059 黄玲玲 女 特殊教育 

60 201527010060 黄  平 女 特殊教育 

61 201527010061 刘全全 女 特殊教育 

62 201527010062 罗雷雷 男 特殊教育 

63 201527010063 毛碧娅 女 特殊教育 

64 201527010064 王博雅 女 特殊教育 

65 201527010065 向  瑶 女 特殊教育 

66 201527010066 杨晓萌 女 特殊教育 

67 201527010067 张茜然 女 特殊教育 

表 163 2015 级单证专业学位研究生学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1 201523010001 安宝利 男 教育管理 

2 201523010002 常卓一 女 教育管理 

3 201523010003 陈  峦 女 教育管理 

4 201523010004 陈秋菊 女 教育管理 

5 201523010005 陈莹莹 女 教育管理 

6 201523010006 仇思静 女 教育管理 

7 201523010007 褚双双 女 教育管理 

8 201523010008 崔  颜 女 教育管理 

9 201523010009 丁翊达 女 教育管理 

10 201523010010 东晓艳 女 教育管理 

11 201523010011 董  薇 女 教育管理 

12 201523010012 杜  怡 女 教育管理 

13 201523010013 段锦霞 女 教育管理 

14 201523010014 段琪磊 女 教育管理 

15 201523010015 冯晓雁 女 教育管理 

16 201523010016 高淑霞 女 教育管理 

17 201523010017 高  远 女 教育管理 

18 201523010018 耿会芬 女 教育管理 

19 201523010019 宫娇娇 女 教育管理 

20 201523010020 巩颖心 女 教育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345 

 

21 201523010021 郭  蕾 女 教育管理 

22 201523010022 韩沐娟 女 教育管理 

23 201523010023 黄利娜 女 教育管理 

24 201523010024 嵇苏园 女 教育管理 

25 201523010025 姜晓雪 女 教育管理 

26 201523010026 蒋子莹 女 教育管理 

27 201523010027 景彤彤 女 教育管理 

28 201523010028 李  均 女 教育管理 

29 201523010029 李莉荣 女 教育管理 

30 201523010030 李树风 女 教育管理 

31 201523010031 李伟龙 女 教育管理 

32 201523010032 林小燕 女 教育管理 

33 201523010033 刘  洁 女 教育管理 

34 201523010034 刘鹏力 女 教育管理 

35 201523010035 刘小静 女 教育管理 

36 201523010036 刘艳春 女 教育管理 

37 201523010037 刘  勇 男 教育管理 

38 201523010038 吕  斌 男 教育管理 

39 201523010039 马春伶 女 教育管理 

40 201523010040 祁  爽 女 教育管理 

41 201523010041 盛  夏 女 教育管理 

42 201523010042 孙会波 男 教育管理 

43 201523010043 孙蓬羽 女 教育管理 

44 201523010044 唐  伟 男 教育管理 

45 201523010045 田  润 男 教育管理 

46 201523010046 王晨霞 女 教育管理 

47 201523010047 王春彦 女 教育管理 

48 201523010048 王海艳 女 教育管理 

49 201523010049 王天琦 女 教育管理 

50 201523010050 王雯婷 女 教育管理 

51 201523010051 王小花 女 教育管理 

52 201523010052 王  燕 女 教育管理 

53 201523010053 王  洋 女 教育管理 

54 201523010054 王玉环 女 教育管理 

55 201523010055 吴庆平 女 教育管理 

56 201523010056 肖艳娟 女 教育管理 

57 201523010057 辛  然 女 教育管理 

58 201523010058 熊文凤 女 教育管理 

59 201523010059 徐凤灵 女 教育管理 

60 201523010060 徐庆杰 男 教育管理 

61 201523010061 徐  杨 女 教育管理 

62 201523010062 许  芹 女 教育管理 

63 201523010063 薛海燕 女 教育管理 

64 201523010064 闫春芝 女 教育管理 

65 201523010065 闫  珺 女 教育管理 

66 201523010066 杨  靖 男 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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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201523010067 杨  茜 女 教育管理 

68 201523010068 尤凌雪 女 教育管理 

69 201523010069 余运生 男 教育管理 

70 201523010070 曾  斌 男 教育管理 

71 201523010071 翟  雪 女 教育管理 

72 201523010072 张福光 男 教育管理 

73 201523010073 张华静 女 教育管理 

74 201523010074 张霁萌 女 教育管理 

75 201523010075 张  静 女 教育管理 

76 201523010076 张丽艳 女 教育管理 

77 201523010077 张  萍 女 教育管理 

78 201523010078 张小珊 女 教育管理 

79 201523010079 张晓玲 女 教育管理 

80 201523010080 张雪莹 女 教育管理 

81 201523010081 张振鹏 男 教育管理 

82 201523010082 张  壮 男 教育管理 

83 201523010083 赵建华 女 教育管理 

84 201523010084 赵立红 女 教育管理 

85 201523010085 赵丽莉 女 教育管理 

86 201523010086 赵丽娜 女 教育管理 

87 201523010087 赵  欣 女 教育管理 

88 201523010088 郑超凡 女 教育管理 

89 201523010089 周  玲 女 教育管理 

90 201523010090 朱  丹 女 教育管理 

91 201523010091 朱新霞 女 教育管理 

92 201523010092 蔡彤鑫 女 学科教学（语文） 

93 201523010093 陈晶晶 女 学科教学（语文） 

94 201523010094 冯  蕊 女 学科教学（语文） 

95 201523010095 关  欣 女 学科教学（语文） 

96 201523010096 贺明华 男 学科教学（语文） 

97 201523010097 洪  斌 男 学科教学（语文） 

98 201523010098 黄继松 女 学科教学（语文） 

99 201523010099 惠  婷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00 201523010100 纪  旭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01 201523010101 季  菲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02 201523010102 姜晓超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03 201523010103 康丽娜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04 201523010104 孔  慧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05 201523010105 孔令建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06 201523010106 赖毓康 男 学科教学（语文） 

107 201523010107 李  聪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08 201523010108 李  娟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09 201523010109 李楠楠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10 201523010110 李  然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11 201523010111 李  琰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12 201523010112 李永红 女 学科教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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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201523010113 李琢文 男 学科教学（语文） 

114 201523010114 梁洪梅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15 201523010115 凌咏梅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16 201523010116 刘春新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17 201523010117 刘美霞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18 201523010118 刘祎琳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19 201523010119 柳婷婷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20 201523010120 龙天华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21 201523010121 芦  婧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22 201523010122 齐金鹏 男 学科教学（语文） 

123 201523010123 石红禳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24 201523010124 孙逸宁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25 201523010125 田静伟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26 201523010126 田  旭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27 201523010127 涂晓艳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28 201523010128 汪子琦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29 201523010129 王  东 男 学科教学（语文） 

130 201523010130 王  飞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31 201523010131 王光艳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32 201523010132 王桂欣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33 201523010133 王  丽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34 201523010134 王倩倩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35 201523010135 王希文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36 201523010136 王  翔 男 学科教学（语文） 

137 201523010137 王艳华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38 201523010138 巫杰锋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39 201523010139 吴伟芳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40 201523010140 武  琰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41 201523010141 熊东云 男 学科教学（语文） 

142 201523010142 徐子志 男 学科教学（语文） 

143 201523010143 许  力 男 学科教学（语文） 

144 201523010144 薛  晨 男 学科教学（语文） 

145 201523010145 阳凌宇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46 201523010146 袁丽霞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47 201523010147 张晨薇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48 201523010148 张  伟 男 学科教学（语文） 

149 201523010149 张小玉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50 201523010150 张  洋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51 201523010151 赵红娟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52 201523010152 周继红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53 201523010153 朱梦君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54 201523010154 卓  奇 女 学科教学（语文） 

155 201523010155 董  慧 女 现代教育技术 

156 201523010156 傅远顺 女 现代教育技术 

157 201523010157 王  春 男 现代教育技术 

158 201523010158 张  敏 女 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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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201523010159 张世英 女 现代教育技术 

160 201523010160 朱尔康 男 现代教育技术 

161 201523010161 白  雪 女 小学教育 

162 201523010162 陈  阳 女 小学教育 

163 201523010163 程志霄 女 小学教育 

164 201523010164 丑永丽 女 小学教育 

165 201523010165 邓  旭 女 小学教育 

166 201523010166 方  千 女 小学教育 

167 201523010167 冯鑫鑫 男 小学教育 

168 201523010168 高  健 女 小学教育 

169 201523010169 郭  颖 女 小学教育 

170 201523010170 韩竹君 女 小学教育 

171 201523010171 侯艳燕 女 小学教育 

172 201523010172 黄银晶 女 小学教育 

173 201523010173 金  凤 女 小学教育 

174 201523010174 李秀娟 女 小学教育 

175 201523010175 李  银 女 小学教育 

176 201523010176 刘丽娜 女 小学教育 

177 201523010177 路艳双 女 小学教育 

178 201523010178 马千千 女 小学教育 

179 201523010179 沈立凤 女 小学教育 

180 201523010180 施少萍 女 小学教育 

181 201523010181 时利娜 女 小学教育 

182 201523010182 唐小莉 女 小学教育 

183 201523010183 佟铁红 女 小学教育 

184 201523010184 王  超 女 小学教育 

185 201523010185 王  帆 女 小学教育 

186 201523010186 王晶晶 女 小学教育 

187 201523010187 王  娟 女 小学教育 

188 201523010188 王瑞雪 女 小学教育 

189 201523010189 王  鑫 女 小学教育 

190 201523010190 王  祎 女 小学教育 

191 201523010191 吴  迪 男 小学教育 

192 201523010192 谢林娜 女 小学教育 

193 201523010193 杨  丽 女 小学教育 

194 201523010194 杨  雪 女 小学教育 

195 201523010195 姚  琨 女 小学教育 

196 201523010196 张  洁 女 小学教育 

197 201523010197 张天舒 女 小学教育 

198 201523010198 张  桐 男 小学教育 

199 201523010199 张  媛 女 小学教育 

200 201523010200 赵林林 女 小学教育 

表 164 2015 级双证专业学位研究生学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1 201522010001 安  佳 女 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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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22010002 杜  慧 女 心理健康教育 

3 201522010003 高琰妮 女 心理健康教育 

4 201522010004 黄国琼 女 心理健康教育 

5 201522010005 孔美玲 女 心理健康教育 

6 201522010006 刘赫男 女 心理健康教育 

7 201522010007 罗冰燕 女 心理健康教育 

8 201522010008 毛瑞萌 女 心理健康教育 

9 201522010009 彭自芳 女 心理健康教育 

10 201522010010 乔  平 女 心理健康教育 

11 201522010011 宋  莉 女 心理健康教育 

12 201522010012 王陆雷 女 心理健康教育 

13 201522010013 王玮瑜 女 心理健康教育 

14 201522010014 吴伊娜 女 心理健康教育 

15 201522010015 邢锦荣 女 心理健康教育 

16 201522010016 杨慧玲 女 心理健康教育 

17 201522010017 余婉婷 女 心理健康教育 

18 201522010018 张玉晶 女 心理健康教育 

19 201522010019 赵红丽 女 心理健康教育 

20 201522010020 陈凤英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21 201522010021 陈前宁 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22 201522010022 程  喆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23 201522010023 冯  雪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24 201522010024 高  畅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25 201522010025 顾巧燕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26 201522010026 郭  浩 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27 201522010027 韩  雪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28 201522010028 贺凯强 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29 201522010029 李坊慧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30 201522010030 李丰江 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31 201522010031 刘  敏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32 201522010032 刘鹏飞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33 201522010033 罗  跞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34 201522010034 孙泉林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35 201522010035 王璐瑶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36 201522010036 吴春廷 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37 201522010037 肖  蕊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38 201522010038 闫晓楠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39 201522010039 于健民 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40 201522010040 张启航 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41 201522010041 张胜兰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42 201522010042 张小琳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43 201522010043 郑  婧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44 201522010044 朱智利 女 科学与技术教育 

45 201522010045 杜立凡 女 学前教育 

46 201522010046 耿欢欢 女 学前教育 

47 201522010047 郭文睿 女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350 

 

48 201522010048 蒋杭珂 女 学前教育 

49 201522010049 李  金 女 学前教育 

50 201522010050 李  俊 女 学前教育 

51 201522010051 廖  琴 女 学前教育 

52 201522010052 廖雯婷 女 学前教育 

53 201522010053 刘凌云 女 学前教育 

54 201522010054 娄天馨 女 学前教育 

55 201522010055 罗  欢 女 学前教育 

56 201522010056 毛  竹 女 学前教育 

57 201522010057 慕晓虹 女 学前教育 

58 201522010058 秦丹婷 女 学前教育 

59 201522010059 宋雅婷 女 学前教育 

60 201522010060 孙林红 女 学前教育 

61 201522010061 孙田园 女 学前教育 

62 201522010062 王  慧 女 学前教育 

63 201522010063 吴帼燕 女 学前教育 

64 201522010064 吴牧言 女 学前教育 

65 201522010065 杨佳琪 女 学前教育 

66 201522010066 赵一璇 女 学前教育 

67 201522010067 周玉平 女 学前教育 

11.4.3 2015 级博士生名单 
表 165 2015 级博士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导师 

1 201531010001 陈国清 男 教育学原理 檀传宝 

2 201531010002 胡君进 男 教育学原理 檀传宝 

3 201531010003 黄晓磊 男 教育学原理 石中英 

4 201531010004 李彩虹 女 教育学原理 康永久 

5 201531010006 曹周天 男 课程与教学论 王本陆 

6 201531010007 郭艳芳 女 课程与教学论 郭华 

7 201531010008 何声清 男 课程与教学论 綦春霞 

8 201531010009 马晓丹 女 课程与教学论 张春莉 

9 201531010014 高  玲 女 教育史 张斌贤 

10 201531010015 秦发盈 男 教育史 李子江 

11 201531010016 吴  婵 女 教育史 郭法奇 

12 201531010017 黄漫远 女 教育史 徐勇 

13 201531010018 李  媛 女 教育史 施克灿 

14 201531010019 于  超 男 教育史 于述胜 

15 201531010020 张小娟 女 教育史 孙邦华 

16 201531010021 郝理想 男 比较教育学 王英杰 

17 201531010022 李  洋 女 比较教育学 马健生 

18 201531010023 丁瑞常 男 比较教育学 刘宝存 

19 201531010024 胡昳昀 女 比较教育学 刘宝存 

20 201531010025 王小栋 男 比较教育学 王璐 

21 201531010026 陈  璐 女 比较教育学 谷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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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531010027 韩云霞 女 比较教育学 肖甦 

23 201531010028 吕  武 男 学前教育学 庞丽娟 

24 201531010029 耿  泽 女 学前教育学 霍力岩 

25 201531010030 胡恒波 男 学前教育学 霍力岩 

26 201531010031 武  欣 女 学前教育学 刘焱 

27 201531010032 曹昭乐 女 高等教育学 姚云 

28 201531010033 高  洋 女 高等教育学 李奇 

29 201531010034 梁显平 女 高等教育学 姚云 

30 201531010035 刘益东 男 高等教育学 周作宇 

31 201531010036 史少杰 女 高等教育学 周海涛 

32 201531010037 王新凤 女 高等教育学 钟秉林 

33 201531010038 朱玉成 男 高等教育学 周海涛 

34 201531010039 沈轶璐 女 职业技术教育学 赵志群 

35 201531010040 祝成林 男 职业技术教育学 和震 

36 201531010041 陈丽兰 女 特殊教育学 王雁 

37 201531010042 周  丹 女 特殊教育学 王雁 

38 201531010043 傅王倩 女 特殊教育学 肖非 

39 201531010044 瞿婷婷 女 特殊教育学 肖非 

40 201531010045 颜廷睿 男 特殊教育学 邓猛 

41 201531010046 伊丽斯克 女 特殊教育学 邓猛 

42 201531010047 李子运 男 教育技术学 李芒 

43 201531010048 刘  希 女 教育技术学 刘美凤 

44 201531010049 王阿习 女 教育技术学 余胜泉 

45 201531010050 杜  静 女 教育技术学 黄荣怀 

46 201531010051 邵  婷 女 教师教育 朱旭东 

47 201531010052 王  恒 男 教师教育 胡艳 

48 201531010053 闫予沨 女 教师教育 朱旭东 

49 201531010054 王  坤 男 教师教育 朱小蔓 

50 201531010055 陈耀华 男 远程教育学 陈丽 

51 201531010056 樊敏生 男 远程教育学 武法提 

52 201531010057 刘  铭 男 远程教育学 武法提 

53 201531010058 姜国平 男 教育政策学与教育法学 余雅风 

54 201531010059 杨志刚 男 教育政策学与教育法学 尹力 

55 201531010060 高  杭 男 教育政策学与教育法学 刘复兴 

56 201531010061 刘昕鹏 男 教育政策学与教育法学 袁桂林 

57 201531010063 焦  楠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程凤春 

58 201531010064 金一翔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张东娇 

59 201531010065 李明蔚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毛亚庆 

60 201531010066 林  美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张新平 

61 201531010067 阮琳燕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朱志勇 

62 201531010068 唐文雯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苏君阳 

63 201531010069 吴朝宁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楚江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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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201531010071 谢  瑶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杜屏 

65 201531010072 杨振军 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杜育红 

11.5.  2015 届毕业生名单 
11.5.1 2015 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表 166  2015 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年级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1 201111011001 2011 张  莹 教育学 教育学 

3 201111011003 2011 孙  琦 教育学 教育学 

4 201111011004 2011 蔡雅琦 教育学 教育学 

5 201111011005 2011 兰计根 教育学 教育学 

6 201111011006 2011 杨经纬 教育学 教育学 

7 201111011007 2011 任振夏 教育学 教育学 

8 201111011008 2011 白济榕 教育学 教育学 

9 201111011009 2011 叶铖垒 教育学 教育学 

10 201111011010 2011 吕美燕 教育学 教育学 

11 201111011011 2011 蒋  雪 教育学 教育学 

12 201111011012 2011 黄  波 教育学 教育学 

13 201111011013 2011 赵晓晖 教育学 教育学 

14 201111011014 2011 麻嘉玲 教育学 教育学 

15 201111011015 2011 唐川北 教育学 教育学 

16 201111011016 2011 张墨萌 教育学 教育学 

17 201111011017 2011 陈美言 教育学 教育学 

18 201111011018 2011 张译方 教育学 教育学 

19 201111011019 2011 李雅楠 教育学 教育学 

20 201111011020 2011 赵一晓 教育学 教育学 

21 201111011021 2011 闫  波 教育学 教育学 

22 201111011022 2011 李京昊 教育学 教育学 

23 201111011023 2011 马东君 教育学 教育学 

24 201111011024 2011 欧  恬 教育学 教育学 

25 201111011025 2011 韦昕楠 教育学 教育学 

26 201111011026 2011 郭露阳 教育学 教育学 

27 201111011027 2011 孙远修 教育学 教育学 

28 201111011028 2011 何文娉 教育学 教育学 

29 201111011029 2011 舒  曾 教育学 教育学 

30 201111011030 2011 张小梅 教育学 教育学 

31 201111011031 2011 樊军梅 教育学 教育学 

32 201111011032 2011 张雅楠 教育学 教育学 

33 201111011033 2011 董福涛 教育学 教育学 

34 201111011034 2011 张舒瑜 教育学 教育学 

35 201111011035 2011 庞  爽 教育学 教育学 

36 201111011036 2011 陶  桢 教育学 教育学 

37 201111011037 2011 邹  壮 教育学 教育学 

38 201111011038 2011 方  宇 教育学 教育学 

39 201111011039 2011 廖文羽 教育学 教育学 

40 201111011040 2011 李清晖 教育学 教育学 

41 201111011041 2011 张伊霖 教育学 教育学 

42 201111011042 2011 胡雪龙 教育学 教育学 

43 201111011043 2011 顾晓岩 教育学 教育学 

44 201111011044 2011 徐  颖 教育学 教育学 

45 201111011045 2011 胡  斐 教育学 教育学 

46 201111011046 2011 周  瑶 教育学 教育学 

47 201111011047 2011 王赫男 教育学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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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201111011048 2011 徐秀雯 教育学 教育学 

49 201111011049 2011 石  岚 教育学 教育学 

50 201111011050 2011 谷思洋 教育学 教育学 

51 201111011051 2011 周  爽 教育学 教育学 

52 201111011052 2011 杨  柳 教育学 教育学 

53 201111011053 2011 王帅鸣 教育学 教育学 

54 201111011054 2011 赵  扬 教育学 教育学 

55 201111011055 2011 胡安琪 教育学 教育学 

56 201111011056 2011 罗智仁 教育学 教育学 

57 201111011057 2011 任  琳 教育学 教育学 

58 201111011058 2011 郭  玢 教育学 教育学 

59 201111011059 2011 彭志杨 教育学 教育学 

60 201111011060 2011 吕佳慧 教育学 教育学 

61 201111011061 2011 何小玫 教育学 教育学 

62 201111011062 2011 贺  洋 教育学 教育学 

63 201111011063 2011 耿雪雪 教育学 教育学 

64 201111011064 2011 史晨颖 教育学 教育学 

65 201111011065 2011 笪  姝 教育学 教育学 

66 201111011066 2011 徐  秋 教育学 教育学 

67 201011013901 2011 张远航 学前教育 教育学 

68 201111012901 2011 牛  倩 学前教育 教育学 

69 201111012902 2011 谢  娇 学前教育 教育学 

70 201111012903 2011 吴雨亭 学前教育 教育学 

71 201111012904 2011 肖文明 学前教育 教育学 

72 201111012905 2011 谢辉婷 学前教育 教育学 

73 201111012906 2011 黄洁琼 学前教育 教育学 

74 201111012907 2011 宋灵芝 学前教育 教育学 

75 201111012910 2011 李慧宇 学前教育 教育学 

76 201111012911 2011 宝文娟 学前教育 教育学 

77 201111012912 2011 朱婷钰 学前教育 教育学 

78 201111012913 2011 曾云骁 学前教育 教育学 

79 201111012914 2011 李佳嵘 学前教育 教育学 

80 201111012915 2011 索昂文毛 学前教育 教育学 

81 201111012916 2011 阿勒腾阿依.库万太 学前教育 教育学 

82 201111012917 2011 阿提开姆.约麦尔 学前教育 教育学 

83 201111013901 2011 孙甜甜 学前教育 教育学 

84 2011110113902 2011 陈文静 学前教育 教育学 

85 201111014001 2011 黄  萌 教育技术 教育学 

86 201111014002 2011 刘世歆 教育技术 教育学 

87 201111014003 2011 刘梦蓉 教育技术 教育学 

88 201111014004 2011 刘文辉 教育技术 教育学 

89 201111014005 2011 莫  怡 教育技术 教育学 

90 201111014006 2011 王  雯 教育技术 教育学 

91 201111014007 2011 覃诗曼 教育技术 教育学 

92 201111014008 2011 高天泽 教育技术 教育学 

93 201111014009 2011 何俊杰 教育技术 教育学 

94 201111014010 2011 欧阳淑贤 教育技术 教育学 

95 201111014011 2011 王心彤 教育技术 教育学 

96 201111014012 2011 王辞晓 教育技术 教育学 

97 201111014013 2011 邹佳君 教育技术 教育学 

98 201111014014 2011 郝  汉 教育技术 教育学 

99 201111014015 2011 曲  鸽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00 201111014016 2011 李慧婷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01 201111014017 2011 罗亮菊 教育技术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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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201111014018 2011 李维盛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03 201111014019 2011 祖瑞璟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04 201111014020 2011 陈丽竹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05 201111014021 2011 任丽丽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06 201111014022 2011 郭  荣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07 201111014023 2011 雷志娟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08 201111014024 2011 胡亚楠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09 201111014025 2011 张  玺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10 201111014026 2011 王沛文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11 201111014027 2011 卢晨希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12 201111014028 2011 秦思聪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13 201111014029 2011 解博超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14 201111014030 2011 张  凡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15 201111014031 2011 赵淑霞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16 201111014032 2011 王  瑜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17 201111014033 2011 何雅涵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18 201111014034 2011 沈灵亮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19 201111014035 2011 高梦翡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20 201111014901 2011 薛  曼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21 201111014902 2011 张云云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22 201111014903 2011 班  怡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23 201111014904 2011 苏华东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24 201111014905 2011 王卫星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25 201111014906 2011 向  婧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26 201111014907 2011 鄂德智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27 201111014908 2011 任嘉莉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28 201111014909 2011 孙雨婷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29 201111014910 2011 李化东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30 201111014911 2011 孙  可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31 201111014912 2011 冯  娜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32 201111014913 2011 白娟娟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33 201111014914 2011 陈  瑜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34 201111014915 2011 杨晓燕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36 201111014917 2011 图如普·图尔荪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37 201111014918 2011 姚  宁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38 201011013923 2011 陈  华 教育技术 教育学 

11.5.2 2015 届硕士毕业生名单 
表 167  2015 届学术型硕士毕业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导师 

1 201221010002 陈可宝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余清臣 

2 201221010003 赵  婷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肖贵祥 

3 201221010004 蔡亮亮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刘复兴 

4 201221010005 邹维娜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余雅风 

5 201221010006 谭敏达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尹  力 

6 201221010007 杨赟悦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郑新蓉 

7 201221010008 崔明坤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魏曼华 

8 201221010009 刘  艳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杜  亮 

9 201221010011 李少华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张莉莉 

10 201221010012 潘小春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檀传宝 

11 201221010013 杨雅红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班建武 

12 201221010014 王利利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王  啸 

13 201221010015 张  琳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陈建翔 

14 201221010016 赵彩侠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丁道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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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221010017 欧阳美娴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陈建翔 

16 201026010001 徐华丽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阚  维 

17 201326010128 李晶晶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姚  颖 

18 201121010076 樊  琪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陈红兵 

19 201121010080 罗梓月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裴  淼 

20 201221010044 郭若男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曾  琦 

21 201221010045 曹周天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王本陆 

22 201221010046 袁  雪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郭  华 

23 201221010047 卢书倩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李小红 

24 201221010048 彭彦萍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胡定荣 

25 201221010049 赵思文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阚  维 

26 201221010050 颜  郡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阚  维 

27 201221010051 顾腾飞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陈红兵 

28 201221010052 刘  双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吴  岩 

29 201221010053 刘晓艳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郭  华 

30 201221010055 赵彦仲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梁  威 

31 201221010063 廖  君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易  进 

32 201221010064 杨惠雯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周逸先 

33 201221010065 朱  媚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刘京莉 

34 201221010066 韦  静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田  青 

35 201221010067 张  然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綦春霞 

36 201221010068 陈飞宇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姚  颖 

37 201221010069 苏  珊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杜  霞 

38 201221010070 于  璇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王本陆 

39 201221010071 袁艺航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刘京莉 

40 201221010077 黄丹婷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綦春霞 

41 201221010078 吴加奇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张春莉 

42 201221010079 赵艳艳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张春莉 

43 201221010080 史欣欣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卢立涛 

44 201221010081 许海玲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梁  威 

45 201221010082 李  维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高潇怡 

46 201121010097 罗  勤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孙邦华 

47 201221010083 李  璐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于述胜 

48 201221010084 张志国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于述胜 

49 201221010085 陈  玲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徐  勇 

50 201221010086 高  涛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徐  勇 

51 201221010087 任  杰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孙邦华 

52 201221010088 刘军水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乔卫平 

53 201221010089 赵变丽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施克灿 

54 201221010090 韩雪原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王  晨 

55 201221010091 高  玲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张斌贤 

56 201221010092 史晓娟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孙  益 

57 201221010093 蔡文婷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郭法奇 

58 201221010094 姜玉杰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李子江 

59 201221010095 杨  驹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姜星海 

60 201121010107 汪文超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姜英敏 

61 201221010096 董筱婷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宝存 刘敏 

62 201221010097 张婷婷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腾  珺 

63 201221010098 卫晋津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孙  进 

64 201221010099 李  洋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马健生 

65 201221010100 邢  俊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林  杰 

66 201221010101 连  锦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马健生 

67 201221010103 夏培源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宝存 

68 201221010105 曹  蕾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肖  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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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201221010107 张其炜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高益民 

70 201221010108 于  帆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姜英敏 

71 201221010109 尤  铮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王  璐 

72 201221010110 马  骜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肖  甦 

73 201221010111 李  洁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家永 

74 201221010112 胡苗苗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谷贤林 

75 201221010113 丁瑞常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  强 

76 201221010114 王晓梅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杨明全 

77 201129010018 
NGUYEN,HUON

GNHU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  焱 

78 201121010124 刘  鹏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洪秀敏 

79 201121010130 马丽雯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  馨 

80 201121010131 王丽娟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敏谊 

81 201221010115 张安然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庞丽娟 

82 201221010116 毕  硕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敏谊 

83 201221010117 孙凤霞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霍力岩 

84 201221010118 程玉娟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潘月娟 

85 201221010119 顾红梅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洪秀敏 

86 201221010120 史贝贝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霍力岩 

87 201221010121 王  荻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王懿颖 

88 201221010122 孙  静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  焱 

89 201221010123 方雨婷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  焱 

90 201221010124 韦洁璇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  馨 

91 201121010141 吴  敏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姚  云 

92 201121010143 丁  岚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洪成文 

93 201221010125 杨  晓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赵应生 

94 201221010126 史少杰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周海涛 

95 201221010127 高八民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湘萍 

96 201221010128 方  菁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姚  云 

97 201221010129 郑玲玉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慧珍 

98 201221010130 马若昊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周作宇 

99 201221010131 吴  燕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乔锦忠 

100 201221010132 高  洋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杜瑞军 

101 201221010133 肖梦颖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  奇 

102 201221010134 
美克热阿

依·吐尔地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湘萍 

103 201221010135 刘盼瑜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钟秉林 

104 201221010136 唐  娜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洪成文 

105 201221010137 赵  楷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周作宇 

106 201221010139 梁会青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慧珍 

107 201221010140 闫一特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杜瑞军 

108 201221010141 李  媛 成人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周慧梅 

109 201221010142 王荣秀 职业技术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赵志群 

110 201221010143 李  洁 职业技术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和  震 

111 201221010144 李可敬 职业技术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白  滨 

112 201221010145 肖  珊 职业技术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兴洲 

113 201221010146 刘改芹 职业技术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庄榕霞 

114 201221010147 傅王倩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肖  非 

115 201221010148 雷  雳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王  雁 

116 201221010150 颜廷睿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邓  猛 

117 201221010151 吴  扬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钱志亮 

118 201221010152 周诗雨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顾定倩 

119 201221010153 霍文瑶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艳虹 

120 201221010154 程  霞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程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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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201221010155 袁  娜 学校咨询 教育学硕士 傅  纳 

122 201221010156 陆妍蓉 学校咨询 教育学硕士 苏立增 

123 201221010157 薛慧杰 学校咨询 教育学硕士 王乃弋 

124 201221010158 姜  旭 学校咨询 教育学硕士 王工斌 

125 201221010159 王士远 学校咨询 教育学硕士 李亦菲 

126 201221010160 李  玲 学校咨询 教育学硕士 李蓓蕾 

127 201221010161 王欢欢 学校咨询 教育学硕士 王工斌 

128 201221010162 鲍  婧 学校咨询 教育学硕士 傅  纳 

129 201221010163 武永新 学校咨询 教育学硕士 邓林园 

130 201221010164 王宝凤 学校咨询 教育学硕士 马利文 

131 201221010165 龚道娣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袁桂林 

132 201221010166 高晓玲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齐建国 

133 201221010167 王姣莉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周  钧 

134 201221010168 莫大贡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张华军 

135 201221010169 于丽芳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裴  淼 

136 201221010170 邵  婷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朱旭东 

137 201221010172 陈  林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朱旭东 

138 201221010173 张  颖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吴国珍 

139 201221010174 赵莉莉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胡  艳 

140 201221010175 张  博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宋  萑 

141 201221010176 区颖欣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宋  萑 

142 201221010177 陈鹏宇 远程教育 教育学硕士 冯晓英 

143 201221010178 黄洛颖 远程教育 教育学硕士 武法提 

144 201221010179 张艳霞 远程教育 教育学硕士 李  爽 

145 201221010180 赵文涛 远程教育 教育学硕士 余胜泉 

146 201221010181 张传俭 远程教育 教育学硕士 陈  丽 

147 201221010182 郝  鹏 远程教育 教育学硕士 郑勤华 

148 201221010183 张  橦 传媒教育 教育学硕士 郑新蓉 

149 201221010184 马潇潇 传媒教育 教育学硕士 张莉莉 

150 201121010229 林俊星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程凤春 

151 200921010246 李  杰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余  凯 

152 201021010248 王丽萍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余  凯 

153 201221010187 黄  亮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赵德成 

154 201221010188 安珊珊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余  凯 

155 201221010189 张  莹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张东娇 

156 201221010191 周粲茵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向蓓莉 

157 201221010192 李彩虹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朱志勇 

158 201221010193 田  雨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姚计海 

159 201221010194 李  实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程凤春 

160 201221010195 耿  超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赵树贤 

161 201221010196 郑  策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楚江亭 

162 201221010197 孙晓楠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徐志勇 

163 201221010198 李明蔚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毛亚庆 

164 201221010199 孙亚琪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鲍传友 

165 201221010200 刘汉超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楚红丽 

166 201221010201 王运静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沈  立 

167 201221010202 张宁宁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鲍传友 

168 201221010203 张倩宁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蔡永红 

169 201221010204 陈予然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沈  立 

170 201221010205 郭  伟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毛亚庆 

171 201221010206 唐文雯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苏君阳 

172 201221010208 次拥拉姆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赵德成 

173 201221010210 孙宏业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成  刚 

174 201221010211 刘金娟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杜育红 梁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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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201221010213 李佳丽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胡咏梅 

176 201221010214 赵罕英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周金燕 

177 201221010215 王玮玮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梁文艳 

178 201221010216 王  超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成  刚 

179 201221010217 王博砚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郑  磊 

180 201221010218 陈芳州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杜  屏 

181 201221010219 李  达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曾晓东 

182 201221010220 李少炜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侯龙龙 

183 201221010221 王丽丽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张  生 

184 201221010222 张玲华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赵  茜 

185 201221010223 刘鲁曼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张丹慧 

186 201221010224 黄生顺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杨涛 

187 201221010226 张智天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韦小满 

188 201221010227 唐文君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温红博 

189 201121010266 崔振锋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刘美凤 

190 201221010228 吴健伟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陈  丽 

191 201221010231 周  志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陈  玲 

192 201221010232 范周祥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杨开城 

193 201221010233 田  兰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张志祯 

194 201221010234 史鹏越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邬  彤 

195 201221010235 胡雯璟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刘美凤 

196 201221010236 单  茜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杨开城 

197 201221010237 刘  芳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武法提 

198 201221010238 陈智敏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刘美凤 

199 201221010239 何雪萍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朱京曦 

200 201221010240 刘立超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马秀麟 

201 201221010241 王慧敏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衷克定 

202 201221010242 逯  行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李  芒 

203 201221010243 周  艳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郑  葳 

204 201221010244 高  婧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李  芒 

205 201221010245 钟  伟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吴  娟 

206 201221010246 赵飞龙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马  宁 

207 201221010247 朱高侠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张京彬 

208 201221010248 杨  莹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李玉顺 

209 201221010249 郑乐乐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何克抗 

210 201221010250 于俊辉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黄荣怀 

211 201221010251 平字栋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周  颖 

212 201221010252 王  琦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余胜泉，何克抗 

213 201221010253 陈  磊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江丰光 

214 201221010254 易姗姗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李葆萍 

215 201021010297 韩政涛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工学硕士 傅  骞 

216 201221010255 张志强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工学硕士 李艳燕 

217 201221010256 师鹏飞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工学硕士 蔡  苏 

218 201221010257 冯上兵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工学硕士 刘  臻 

219 201221010258 吴漪菡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工学硕士 黄荣怀 

220 201221010260 李成巍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工学硕士 李玉顺 

221 201229010024 姜成和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王  璐 

222 201329010001 
VEERANOPPAR

AT,HONGFAH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滕  珺 

223 201329010002 

TSEGAY, 

SAMSONMAEKE

LE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家永 

224 201329010005 
WARD, 

NICHOLASWIL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朱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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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M 

225 201329010006 HYEON, JIHYE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敏谊 

226 201329010007 

MBAROUK, 

SULEIMAN 

SAID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宝存 

227 201329010008 
MILENKOVIC,

JELENA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张莉莉 

228 201329010009 
OSTROVIK,IU

LIIA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张华军 

229 201329010010 
GHECHAM,AHM

ED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宝存 

230 201329010013 
LARBI, FRANK 

OKAI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  强 

231 201329010014 
KOMBE, 

ANDERSON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杜  屏 

232 201329010015 
NEGANJE, 

SIMBARASHE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阚  维 

233 201329010016 
MUTUSVA ,TA

WANDA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邓  猛 

234 201329010017 

ASHRAF, 

MUHAMMAD 

AZEEM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宝存 

235 201329010018 
GOLL, 

SYDELLPOYOE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家永 

236 201329010021 

KLECHSHEVNI

KOVA,LARISS

A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叶菊艳 

237 201329010022 

KARIDZA, 

MARVONNYARA

I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桑国元 

238 201329010028 
KANSALE, 

CRESENSIA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宝存 

239 201121010161 曲园园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顾定倩 

240 201121010236 陈  谷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苏君阳 

241 200921010265 张宝发 
教育经济与管理 

（考试管理） 
教育学硕士 蔡永红 

242 201021010251 刘  兵 
教育经济与管理 

（考试管理） 
教育学硕士 蔡永红 

243 201121010239 谢政强 
教育经济与管理 

（考试管理） 
教育学硕士 楚红丽 

244 201121010091 龚莉云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卢立涛 

表 168  2015 届在职硕士（教育硕士、高校教师、中职教师、同等学力在职申请硕士学位、英文项目硕士）

毕业生名单 

序

号 
学生类别 学号 年级 姓名 专业 指导教师 

1 单证专业学位 0821240031 2008 姜中林 教育管理 李奇 

2 单证专业学位 200923010138 2009 徐燕君 教育管理 胡咏梅 

3 单证专业学位 200923010144 2009 李  燕 教育管理 杜屏 

4 单证专业学位 201023010003 2010 孟凡华 教育管理 姚计海 

5 单证专业学位 201023010006 2010 杨东红 教育管理 朱志勇 

6 单证专业学位 201023010018 2010 田  杰 教育管理 张莉莉 

7 单证专业学位 201023010028 2010 吴  彬 教育管理 张东娇 

8 单证专业学位 201023010055 2010 屈  竞 教育管理 蔡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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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证专业学位 201023010074 2010 韦杜坤 教育管理 李湘萍 

10 单证专业学位 201023010085 2010 崔长华 现代教育技术 朱京曦 

11 单证专业学位 201023010087 2010 鲍亚培 现代教育技术 李艳燕 

12 单证专业学位 201023010095 2010 刘  彤 现代教育技术 张进宝 

13 单证专业学位 201023010126 2010 李  琳 心理健康教育 李蓓蕾 

14 单证专业学位 201023010129 2010 李  静 心理健康教育 马利文 

15 单证专业学位 201023010131 2010 殷  娜 心理健康教育 李蓓蕾 

16 单证专业学位 201023010132 2010 姚  瑶 心理健康教育 王乃弋 

17 单证专业学位 201123010013 2011 阳  安 教育管理 余凯 

18 单证专业学位 201123010016 2011 周  毅 教育管理 余清臣 

19 单证专业学位 201123010017 2011 徐嘉佳 教育管理 康永久 

20 单证专业学位 201123010034 2011 孙  薇 教育管理 阚维 

21 单证专业学位 201123010039 2011 陈  悦 教育管理 李小红 

22 单证专业学位 201123010046 2011 陈  晨 教育管理 朱旭东 

23 单证专业学位 201123010049 2011 刘  伟 教育管理 楚江亭 

24 单证专业学位 201123010051 2011 张荣华 教育管理 胡定荣 

25 单证专业学位 201123010055 2011 王爱军 教育管理 赵树贤 

26 单证专业学位 201123010068 2011 杜  超 教育管理 庄榕霞 

27 单证专业学位 201123010074 2011 蒋  琳 现代教育技术 郑葳 

28 单证专业学位 201123010079 2011 胡志齐 现代教育技术 邬彤 

29 单证专业学位 201123010081 2011 张  垚 现代教育技术 张京彬 

30 单证专业学位 201223010015 2012 宋秋菊 教育管理 冯婉桢 

31 单证专业学位 201223010020 2012 冯丽娜 教育管理 向蓓莉 

32 单证专业学位 201223010026 2012 陈丽萍 教育管理 张莉莉 

33 单证专业学位 201223010029 2012 李砚池 教育管理 和震 

34 单证专业学位 201223010032 2012 孟  欣 教育管理 鲍传友 

35 单证专业学位 201223010037 2012 王棕灏 教育管理 庄榕霞 

36 单证专业学位 201223010043 2012 唐  立 教育管理 吴国珍 

37 单证专业学位 201223010046 2012 何  静 教育管理 姚计海 

38 单证专业学位 201223010052 2012 张海英 教育管理 杨明全 

39 单证专业学位 201223010055 2012 杨晓丹 教育管理 白滨 

40 单证专业学位 201223010062 2012 宋立美 教育管理 楚红丽 

41 单证专业学位 201223010064 2012 张  丽 教育管理 沈立 

42 单证专业学位 201223010079 2012 刘  瑜 现代教育技术 朱京曦 

43 单证专业学位 201223010080 2012 曾水平 小学教育 王本陆 

44 单证专业学位 201323010012 2013 王  超 教育管理 鲍传友 

45 单证专业学位 201323010030 2013 张  弘 教育管理 沈立 

46 单证专业学位 201323010050 2013 刘  阳 教育管理 于洪霞 

47 单证专业学位 201323010067 2013 王  滢 教育管理 张东娇 

48 单证专业学位 201323010087 2013 张  琳 教育管理 沈立 

49 单证专业学位 201323010102 2013 徐  文 现代教育技术 马宁 

50 单证专业学位 201323010108 2013 王敏彦 现代教育技术 周颖 

51 单证专业学位 201323010115 2013 吴丽娜 现代教育技术 马秀麟 

52 单证专业学位 201323010122 2013 霍文慧 小学教育 易进 

53 单证专业学位 201323010123 2013 郭瑞霞 小学教育 高潇怡 

54 单证专业学位 201323010124 2013 何文静 小学教育 姚颖 

55 单证专业学位 201323010125 2013 吴盼盼 小学教育 姚颖 

56 双证专业学位 201222010052 2012 茅晓燕 学前教育 潘月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5 年度） 

 

361 

 

57 双证专业学位 201222010059 2012 朱玉妹 学前教育 洪秀敏 

58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62 2013 古显义 心理健康教育 苏立增 

59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63 2013 李  畅 心理健康教育 苏立增 

60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64 2013 郭春洋 心理健康教育 邓林园 

61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65 2013 王盼盼 心理健康教育 李亦菲 

62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66 2013 杨亚楠 心理健康教育 李亦菲 

63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67 2013 潘  璐 心理健康教育 王乃弋 

64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68 2013 王一迦 心理健康教育 王工斌 

65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69 2013 李嘉雯 心理健康教育 王乃弋 

66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70 2013 庄凌云 心理健康教育 王工斌 

67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71 2013 李诗颖 心理健康教育 傅纳 

68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72 2013 谭海静 心理健康教育 王乃弋 

69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73 2013 杨亚琴 心理健康教育 李蓓蕾 

70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74 2013 赵敬雯 心理健康教育 傅纳 

71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75 2013 王美璇 心理健康教育 邓林园 

72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76 2013 陈  红 心理健康教育 苏立增 

73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77 2013 余季惟 心理健康教育 王工斌 

74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78 2013 张  瑾 心理健康教育 马利文 

75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79 2013 陈  倩 心理健康教育 王工斌 

76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80 2013 庞  博 心理健康教育 邓林园 

77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81 2013 安  妮 心理健康教育 傅纳 

78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82 2013 卢  琪 心理健康教育 李蓓蕾 

79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83 2013 于珈懿 心理健康教育 李亦菲 

80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84 2013 胡晓琳 心理健康教育 马利文 

81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85 2013 王雪霏 心理健康教育 李蓓蕾 

82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86 2013 刘  颖 心理健康教育 马利文 

83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87 2013 唐湘云 心理健康教育 傅纳 

84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88 2013 张  晓 科学与技术教育 周颖 

85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89 2013 刘  月 科学与技术教育 王铟 江丰光 

86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90 2013 张莹莹 科学与技术教育 朱京曦 

87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91 2013 张媛静 科学与技术教育 陈桄 

88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92 2013 董坦坦 科学与技术教育 吴娟 余胜泉 

89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93 2013 郭  娜 科学与技术教育 傅骞 

90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94 2013 陈维凤 科学与技术教育 郑葳 

91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95 2013 陈虹宇 科学与技术教育 张进宝 

92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96 2013 董丽娜 科学与技术教育 李艳燕 

93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97 2013 龙  海 科学与技术教育 李玉顺 

94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199 2013 刘  格 科学与技术教育 江丰光 

95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00 2013 高学敏 科学与技术教育 李葆萍 

96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01 2013 唐菁君 科学与技术教育 刘美凤 

97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02 2013 王  晶 科学与技术教育 董艳 

98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03 2013 于悦悦 科学与技术教育 董艳 

99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04 2013 杨  晶 科学与技术教育 郑兰琴 

100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05 2013 袁倩倩 科学与技术教育 蔡苏 

101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06 2013 阚莹莹 科学与技术教育 蔡苏 

102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07 2013 黄鸽子 科学与技术教育 张志祯 

103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08 2013 殷向荣 科学与技术教育 郑葳 

104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09 2013 辛尤隆 科学与技术教育 陈桄 

105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10 2013 胡  翔 科学与技术教育 吴娟 

106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45 2013 王  颖 学前教育 刘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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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46 2013 王  晶 学前教育 冯婉桢 

108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47 2013 韩佳格 学前教育 刘焱 

109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48 2013 张  乐 学前教育 庞丽娟 

110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49 2013 李晓桦 学前教育 李敏谊 

111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50 2013 曲晓苑 学前教育 王懿颖 

112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51 2013 吴  艳 学前教育 洪秀敏 

113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52 2013 张  瑜 学前教育 刘馨 

114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53 2013 程  旭 学前教育 李敏谊 

115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54 2013 孙丽娜 学前教育 潘月娟 

116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55 2013 金  菁 学前教育 庞丽娟 

117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56 2013 阿淼羽 学前教育 霍力岩 

118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57 2013 王  姗 学前教育 刘馨 

119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58 2013 华志媛 学前教育 洪秀敏 

120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59 2013 田  甜 学前教育 霍力岩 

121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60 2013 汪  苑 学前教育 潘月娟 

122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61 2013 韩慧菲 学前教育 洪秀敏 

123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62 2013 胡盼盼 学前教育 王懿颖 

124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64 2013 贺倩云 学前教育 刘馨 

125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65 2013 张梦雪 学前教育 冯婉桢 

126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66 2013 刘娅頔 学前教育 王懿颖 

127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67 2013 何  牧 学前教育 刘焱 

128 双证专业学位 201322010268 2013 张露霞 学前教育 李敏谊 

129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227010005 2012 王建西 现代教育技术 崔光佐 

130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18 2013 酒婧优 学前教育 霍力岩 

131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23 2013 张  菁 学前教育 冯婉桢 

132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43 2013 陆春行 学前教育 霍力岩 

133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69 2013 常雪梅 特殊教育 钱志亮 

134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70 2013 李婷婷 特殊教育 王雁 

135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73 2013 向  艳 特殊教育 刘艳虹 

136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76 2013 李雪琴 特殊教育 钱志亮 

137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78 2013 崔玲玲 特殊教育 程黎 

138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80 2013 赵晓桥 特殊教育 程黎 

139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83 2013 郑  涛 特殊教育 邓猛 

140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84 2013 赵小艳 特殊教育 刘艳虹 

141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86 2013 侯  婷 特殊教育 刘艳虹 

142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88 2013 卿  红 特殊教育 胡晓毅 

143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92 2013 邓  茜 特殊教育 顾定倩 

144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93 2013 农志学 特殊教育 胡晓毅 

145 
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 
201327010295 2013 王东升 特殊教育 程黎 

146 
同等学力在职硕

士 
201026010001 2010 徐华丽 课程与教学论 阚维 

147 同等学力在职硕 201326010128 2013 李晶晶 课程与教学论 姚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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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148 
同等学力在职硕

士 
201226010039 2012 李  楠 教育经济与管理 赵德成 

149 英文项目硕士 201129010018 2011 NGUYEN,HUONG NHU 比较教育学 刘焱 

150 英文项目硕士 201229010024 2012 姜成和 比较教育学 王璐 

151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01 2013 
VEERANOPPARAT, 

HONGFAH 
比较教育学 滕珺 

152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02 2013 
TSEGAY, SAMSON 

MAEKELE 
比较教育学 李家永 

153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05 2013 
WARD, NICHOLAS 

WILLIAM 
比较教育学 朱志勇 

154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06 2013 HYEON, JIHYE 比较教育学 李敏谊 

155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07 2013 
MBAROUK, 

SULEIMAN SAID 
比较教育学 刘宝存 

156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08 2013 
MILENKOVIC, 

JELENA 
比较教育学 张莉莉 

157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09 2013 OSTROVIK, IULIIA 比较教育学 张华军 

158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10 2013 GHECHAM, AHMED 比较教育学 刘宝存 

159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13 2013 LARBI, FRANK OKAI 比较教育学 刘强 

160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14 2013 
KOMBE, ANDERSON 

TINASHE 
比较教育学 杜屏 

161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15 2013 
NEGANJE, 
SIMBARASHE 
BLESSING 

比较教育学 Kan Wei 

162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16 2013 
MUTUSVA , TAWANDA 

SHADRECK 
比较教育学 邓猛 

163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17 2013 
ASHRAF, MUHAMMAD 

AZEEM 
比较教育学 刘宝存 

164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18 2013 
GOLL, SYDELL 

POYOE 
比较教育学 李家永 

165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21 2013 
KLECHSHEVNIKOVA, 

LARISSA 
比较教育学 叶菊艳 

166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22 2013 
KARIDZA, MARVON 

NYARAI 
比较教育学 桑国元 

167 英文项目硕士 201329010028 2013 
KANSALE, 
CRESENSIA 

比较教育学 刘宝存 

11.5.3 2015 届博士毕业生名单 
表 169  2015 届博士毕业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导师 

1 201032360002 楼朝辉 教育领导与管理教育 林崇德 

2 201032360003 夏小红 教育领导与管理教育 朱旭东 

3 201132360003 吴思孝 教育领导与管理教育 毛亚庆 

4 201132360008 尤玉军 教育领导与管理教育 石中英 

5 201132360010 程  玮 教育领导与管理教育 檀传宝 

6 B200000022 丛中笑 教育经济与管理 郭华 

10 050100000124 唐立军 教育经济与管理 项贤明 

7 0812990018 叶向红 教育经济与管理 蔡永红 

8 0813990028 曹炳志 教育经济与管理 褚宏启 

9 200931010007 王丽娟 教育学原理 毛亚庆 

11 200931010016 刘弋贝 课程与教学论 项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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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0931010035 朱丽华 比较教育学 张斌贤 

13 200931010051 雷  军 教育经济与管理 石中英 

14 200931010068 张  凯 教育经济与管理 苏君阳 

15 201031010056 黄  展 比较教育学 肖非 

16 201039010004 LEE, KEUNJIN 教育经济与管理 张斌贤 

17 201039010006 
HUANG, SUNNY SHINYI

黄馨仪 
特殊教育学 徐勇 

18 201131010009 李曙光 教育史 庞丽娟 

19 201131010011 杨  阳 教育史 庞丽娟 

20 201131010024 冯江英 学前教育学 霍力岩 

21 201131010025 康永祥 学前教育学 刘焱 

22 201131010028 陈雅川 学前教育学 钟秉林 

23 201131010029 李相禹 学前教育学 周作宇 

24 201131010030 刘  丽 高等教育学 洪成文 

25 201131010034 李庆成 高等教育学 和震 

26 201131010040 王志强 特殊教育学 王雁 

27 201131010045 张红艳 教育技术学 刘美凤 

28 201131010048 陈  敏 教育技术学 刘美凤 

29 201131010050 胡永斌 教育技术学 余胜泉 

30 201131010051 肖广德 教育技术学 黄荣怀 

31 201131010052 黄  月 教育技术学 黄荣怀 

32 201131010055 毛  菊 教师教育 崔光佐 

33 201131010075 周  镭 教育经济与管理 武法提 

34 201139010001 TRAN, THAIHOA 教育学原理 朱旭东 

35 201231010001 陈黎明 教育学原理 余雅风 

36 201231010003 刘争先 教育学原理 刘复兴 

37 201231010004 余  庆 教育学原理 朱志勇 

38 201231010005 李俊堂 课程与教学论 杜育红 

39 201231010008 王永明 课程与教学论 曾晓东 

40 201231010009 曹春平 教育史 周作宇 

41 201231010011 王立刚 教育史 洪成文 

42 201231010014 刘潇璘 比较教育学 褚宏启 

43 201231010015 屈廖健 比较教育学 郑新蓉 

44 201231010016 陈  玥 比较教育学 肖贵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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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01231010017 桂  敏 比较教育学 檀传宝 

46 201231010018 翟  月 比较教育学 石中英 

47 201231010021 朱春芳 比较教育学 郭华 

48 201231010029 卢  威 高等教育学 王本陆 

49 201231010032 马佳妮 高等教育学 张斌贤 

50 201231010035 李玉珠 职业技术教育学 徐勇 

51 201231010036 周瑛仪 职业技术教育学 刘宝存 

52 201231010037 冯雅静 特殊教育学 顾明远，刘宝存 

53 201231010039 陆  莎 特殊教育学 马健生 

54 201231010040 孙立会 教育技术学 王英杰 

55 201231010042 段金菊 教育技术学 吴忠魁 

56 201231010043 沈欣忆 教育技术学 高益民 

57 201231010044 谭  伟 教育技术学 周海涛 

58 201231010050 王  军 教师教育 周作宇 

59 201231010051 董永贵 农村教育 和震 

60 201231010052 王  平 教育学原理 赵志群 

61 201231010055 赵志红 教育经济与管理 王雁 

62 201231010057 王  珊 教育经济与管理 肖非 

63 201231010059 王树涛 教育经济与管理 李芒 

64 201231010061 朱庆环 教育经济与管理 余胜泉，何克抗 

65 201231010062 张  建 教育经济与管理 陈丽 

66 201231010063 李廷洲 教育经济与管理 杨开城 

67 201231010064 申晓月 教育经济与管理 朱旭东 

68 201231010067 曹浩文 教育经济与管理 袁桂林 

69 201231010068 唐一鹏 教育经济与管理 朱小蔓 

70 201239010001 申富永 教育技术学 张东娇 

71 201239010002 Dulin, velessa jane 高等教育学 苏君阳 

72 201239010003 Munkhbat,azjargal 比较教育学 毛亚庆 

73 201239010006 Duin,cil 教育经济与管理 褚宏启 

74 200931010062 孙金鑫 
 

程凤春 

75 201131010033 张会杰 
 

楚江亭 

76 201131010037 高山艳  蔡永红 

77 201131010044 韩世梅 
 

杜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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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201131010053 李彤彤 
 

胡咏梅 

79 201131010061 徐冬鸣 
 

刘美凤 

80 201131010062 徐  赟 
 

洪成文 

81 201131010073 翟晓磊  肖甦 

82 201131010079 周  惠 
 

蔡永红 

11.6.  2015 年教育学部发文 

序 文件名称 

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5 年度工作计划要点(学部发[2015]01 号) 

2 教育学部资助研究生参加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规定（试行）(学部发[2015]02 号) 

3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学部发[2015]03 号) 

4 聘任陈锁明、李霆鸣、张鼎权通知为教育学部培训学院副院长 (学部发[2015]04 号) 

5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支持课程外请国内专家专题讲座暂行规定（试行）(学部发[2015]05 号) 

6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实施细则（试行）(学部发[2015]06 号) 

7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有关工作的补充说明（修订）(学部发[2015]07 号) 

8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聘请国际学者承担教学任务实施办法（试行）(学部发[2015]08 号) 

9 聘任王磊同志为教育学部部长助理(学部发[2015]09 号) 

10 调整教育学部学生委员会名单学部发[2015]10 号) 

11 
关于教育学部学术委员会、课程与教学指导委员会、人事工作委员会换届的通知(学部发[2015]11

号) 

12 聘任刘姗姗同志为学生办公室副主任、赵娜同志为教学办公室副主任 (学部发[2015]12 号) 

13 设立教育学部招生委员会(学部发[2015]13 号) 

14 聘任杜继纲同志为学期那教育研究所（系）副所长 (学部发[2015]14 号) 

15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家试点学院）兼职教师聘任办法（暂行）(学部发[2015]15 号) 

16 聘任刘强同志为教育学部部长助理、李宁同志为学部财务室主任（学部发[2015]16 号) 

17 
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应用喜剧与表达性艺术研究中心等 6 个非建制性科研机构 (学部发

[2015]17 号) 

18 聘任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院长、副院长 (学部发[2015]1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