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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是一本综合性工具

书，记载了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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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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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成立仪式 

 

 

 

 

 

 

 

 

 

 

 

 

 

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标准》入校检查教育 



 

 

 

教育学部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不忘初心 崇教爱生”--2017 年教育学部总结交流会 



 

 

目 录 
1. 教育学部 2017 年概况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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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成立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决定（2017 年 4

月 6 日） .................................................................... 4 

2.2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李芒等同志任职的通知（2017 年 9 月 26 日） ....... 4 

2.3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聘任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和技术委员

会主任的通知（2017 年 11 月 3 日） ............................................ 4 

3. 机构与人事 ................................................................... 5 

3.1 组织机构 ................................................................ 5 

3.2 学术机构 ............................................................... 14 

3.3 综合交叉平台 .......................................................... 168 

3.4 学术期刊 .............................................................. 205 

4. 学部重要文件和活动 ......................................................... 207 

4.1 重要文件 .............................................................. 207 

4.2 重要活动 .............................................................. 215 

5. 人才培养工作 ............................................................... 216 

5.1 注重生源质量，多重途径展开招生宣传 .................................... 216 

5.2 系统梳理人才培养数据，全面完成各项评估工作 ............................ 225 

5.3 继续完善本科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与实习 .................................. 226 

5.4 持续推进试点学院人才培养国际化战略 .................................... 229 

5.5 落实教育博士培养改革，加强国际交流与学习 .............................. 234 

5.6 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统筹全校教育硕士培养 .. 237 

5.7 注重各层次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加强实践基地建设 .......................... 240 

5.8 附录：人才培养相关统计数据 ............................................ 249 

6. 科学研究工作 ............................................................... 271 

6.1 科学研究工作 .......................................................... 271 

6.2 科研立项、科研获奖与科研成果情况 ...................................... 273 

6.3 学术动态 .............................................................. 301 

7. 国际交流合作与港澳台工作 ................................................... 307 

7.1 重要来访 .............................................................. 307 

7.2 重要出访 .............................................................. 309 

7.3 教师出境访学 .......................................................... 310 

7.4 在京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情况 .............................................. 311 

7.5 境外学者讲学授课情况 .................................................. 313 

7.6 学生交流活动 .......................................................... 316 

7.7 孔子学院和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 323 

7.8 合作交流项目和协议 .................................................... 324 

8. 行政与社会服务 ............................................................. 325 

8.1.学部行政工作 .......................................................... 325 

8.2.学部培训学院工作 ...................................................... 326 

8.3.学部公用财经费数据 .................................................... 335 

8.4.社会筹资工作 .......................................................... 336 



 

 

9. 党建工作 ................................................................... 337 

9.1 党务工作 .............................................................. 337 

9.2 文化建设 .............................................................. 349 

9.3 统战工作 .............................................................. 349 

9.4 工会工作 .............................................................. 350 

9.5 校友工作 .............................................................. 356 

9.6 离退休工作 ............................................................ 359 

10. 学生工作 .................................................................. 360 

10.1 学生工作 ............................................................. 360 

10.2 党建活动 ............................................................. 362 

10.3 学术活动 ............................................................. 372 

10.4 文体活动 ............................................................. 378 

10.5 社团活动 ............................................................. 386 

10.6 典礼仪式 ............................................................. 391 

10.7 社会实践 ............................................................. 395 

10.8 就业工作 ............................................................. 399 

11. 附录 ...................................................................... 412 

11.1 获奖情况 ............................................................. 412 

11.2 辅导员名单 ........................................................... 422 

11.3 学生干部名单 ......................................................... 425 

11.4 2017 级新生名单 ...................................................... 430 

11.5 2017 届毕业生名单 .................................................... 46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1 

1.  教育学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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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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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人，其中，教学科研

人员201人，正高占44.3%，副高占38.8%；现有资深教授1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4

人，青年长江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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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人；93.5%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

其中，博士学位在境外大学获得的占18.4%。学部现有全日制学生2512人，本科生671人（含港澳

台学生15人,留学生55人）、学术型硕士700人（含留学生87人,港澳台学生1人）、全日制专业硕

士233人、英文项目硕士48人，学术型博士236人（含留学生43人）、英文项目博士43人，教育博

士48人。2017年，教育学部注重生源质量，多种途径开展招生宣传；系统梳理人才培养数据，全

面完成各项评估工作；继续完善本科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与实习；继续推进试点学院人才培养

国际化战略；落实教育博士培养改革，加强国际交流与学习；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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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中心”，统筹全校教育硕士培养；加强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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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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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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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质量监测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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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移动学习”教

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教育家书院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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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教育学部教师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出

版专著、译著、编著、教材等各类著作30余部，其中中文专著15部，外文专著4部。2017年，教

育学部教师共获得49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其中国家级课题20项，省部级课题29项。2017年学部

教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共发表SSCI论文23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共发表了CSSCI论文

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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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余篇。2017年，教育学部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3项。 

教育学部是国际学术交流的高端平台。2017年，境外学者讲学授课33人次，学生出国参加

学术会议41人，教师境外访学6人，学部层面组织的学生交流活动6场，学部层面举办8次高水平

国际会议。积极推进孔子学院和汉语国际推广工作；新签交流协议1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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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

开展多层次、多类型区域合作培训，共举办171个培训班次，培训11700余人次（其中，教育部国

培14个班次，700余人；地方委托157个班次，11000余人次）。进一步打造国家级校长培养培训

品牌，突出亮点与特色。2017年学院在专业化、国际化、信息化等方面等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为

学部乃至北师大和中国基础教育做出应有的努力，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增长。 

2017年，教育学部工会获评北京师范大学“优秀部门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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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比较教育研究》，每期112页，

约18万字，全年发文180篇，发行量每期3450册左右，与往年持平，继续被《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目

录》收录。不完全统计，2017年《比较教育研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篇，《人大复印报

刊资料》全文转载30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1篇；《中国教育报》转载9篇；中国社会科

学网转载7篇。2017年《教育学报》共出刊6期，刊发文章87篇，平均每期刊登文章接近15篇。自

2011年启动学术专题以来，《教育学报》已刊发16个专题。3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

布“报刊复印资料”（2016）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教育学报》2016年度全文转载20篇（不

含《教育学文摘》6篇），全文转载率22.73%，在教育学类221种期刊中排名第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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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版）。2017年《教师教育研究》共出

刊6期，每期128页，全年刊登稿件122篇，其中基金资助87篇。入选2017《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

子年报》统计源期刊，2017年发布的《年报》显示，本刊在全国教育类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名第17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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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

育研究列为“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2017年每期征订发行量5400册。11月12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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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教育学报》与《比较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三刊编辑部一行3人赴宁夏大学教

育学院就教育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进行交流指导，该项交流活动是北京师范大学对宁夏大学对

口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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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次，召开部务扩大会1次，召开全体教师大会2次，共发布正式公文30个。在学部2017年

度工作计划要点（学部发[2017]01号）所列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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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成立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决定（2017 年

4 月 6 日） 

根据教育部科技司转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

家工程实验室组建工作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17】163号）要求，经2017年3月30日党委常委

会研究决定，成立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际工程实验室。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教育学部，并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工

程实验室相关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2.2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李芒等同志任职的通知（2017 年 9 月 26 日） 

各院系级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部门： 

经2017年9月14日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李芒、贺利华同志为党委教师工作部副部长。 

2.3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聘任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和技术委

员会主任的通知（2017 年 11 月 3 日） 

校内各单位： 

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武法提为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程建

钢为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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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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育学部党政领导班子名单 

姓名 职务 分管工作 

朱旭东 部长 主持学部全面工作，分管人事工作、公用房管理及社会筹资工作 

李家永 
分党委书记、副部

长 

主持分党委全面工作，负责党建、思想政治、干部教育和管理工

作，分管外事工作、孔子学院工作及社会筹资工作 

余胜泉 副部长 

分管学科规划、建设、评估及科学研究工作，分管期刊中心和对

外合作共建工作，联系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科基地、综合交叉

平台、图书馆教育分馆等 

毛亚庆 副部长 
兼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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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教育培训学院、教育家书院、社会服务工作 

张京彬 副部长 
分管行政、财务及财务制度建设、信息化、安保、固定资产管理

工作，协助开展社会服务等工作 

李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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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党委副书记 
分管学生党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分管

“学而书院”工作 

曾  琦 工会主席 负责工会、教代会工作 

王  晨 部长助理 

分管本科生和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工作、实习基地建

设工作、教师专业发展工作 

分管学部各类型人才培养工作（2018.8.28 调整分工） 

邓  猛 部长助理 
分管专业学位硕博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工作 

分管学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2017.8.28 调整分工） 

刘  强
（2017.8.28 免） 

部长助理 分管学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 

王  磊 部长助理 统筹联系学科教育学团队及学科建设相关工作 

3.1.2 分党委成员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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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葆萍 统战委员 负责统战工作 

朱旭东 分党委委员  

王  晨 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负责教工党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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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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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  维 保卫委员、纪检委员 负责安全纪检 

3.1.3 学术机构负责人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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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清臣 班建武 刘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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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克灿 王  晨 孙邦华 

4 教育技术学院 武法提 董  艳 郑勤华 吴  娟 傅  骞 

5 教育管理学院 余  凯 徐志勇 王  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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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兴华 杜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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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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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秋祎 

职员 宋伊洋 马占祥 王  颖  

工会 

校友会 
职员 刘改芹 李玉纳 

学科建设办公室 
主任 刘  洋 

职员 曾兰芳 张德美 

人事工作办公室 
主任 石兴娣 

职员 关丽琴 

外事工作办公室 

主任 武海涛 

副主任 苏莎娜 

职员 金  鑫 杨  欣 

教学办公室 

主任 黄  欣 

副主任 赵  娜 

职员 刘  烨 刘楠楠 李  娟 李  蕊 肖  潇 姚艳青 施玉茹 钟震宇  

学生工作办公室 

主任 刘  立 

副主任 刘姗姗 

职员 任雅才 邱化民 鲁妩媚 赵  爽 张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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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室 
主任 李  宁 

职员 李彩云 刘芳奇 邱品月 杨舒涵  

培训学院 

院长 毛亚庆 

常务副院长 鲍传友 

副院长 
李霆鸣 张鼎权（2017.10.30 免） 丁道勇（2017.2.27 任，2017.10.30

免） 马  宁（2017.10.30 任） 张行涛（2017.10.30 任） 

职员 

刘丽佳 李现科 李祥男 刘  岩 周小燕 于  娜 张行涛 陈紫龙 关惠元 

钟  翔 赵  宁 冯小敏 孙明明 黄  炜 赵  静 苏  静 赖德铸 余  艳 

曹  婧 铁亚瑞 陶媛缘 温晶芝 

“明远教育基金”

秘书处 
秘书 朱晓玲 

3.1.5 党支部书记 

表 6 教育学部在职教工党支部委员名单 

序 支部名称 书记/副书记 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 

1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党支部 杜  亮 张莉莉 丁道勇 

2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党支部 杨明全 滕  珺 殷慧娟 

3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党支部 孙  益 孙邦华 王  晨 

4 教育技术学院党支部 马  宁 曹良亮 张婧婧 

5 教育管理学院党支部 苏君阳 姚计海 于洪霞 

6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党支部 阚  维 卢立涛 姚  颖 

7 教师教育研究所党支部 桑国元 李  楠 陈  林 

8 教育经济研究所党支部 成  刚 梁文艳 郑  磊 

9 学前教育研究所党支部 李晓巍 冯婉桢 段韶辉 

10 特殊教育研究所党支部 王  雁 张树东 张悦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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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湘萍 方  芳 

13 期刊与学校咨询研究所党支部 吴  娱/邓林园 李  涛 张瑞芳 

14 培训学院党支部 鲍传友 孙明明 刘  岩 

15 行政一支部 刘  洋 丁秋祎 刘改芹 

16 行政二支部 邱化民 赵  爽 姚艳青 

17 高精尖中心党支部 李葆萍/李晓庆 李希铭 宋佳宸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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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 

1 教育系离退休党支部 高鸿源/刘淑兰 / / 

2 比较所离退休党支部 李明秀 / / 

3 教科所离退休党支部 齐建国 / / 

4 教育技术学院离退休党支部 潘  枫 / / 

5 教育管理学院离退休党支部 庄梅初 / / 

6 教育学部退休一支部 陈  强 马占祥 郭法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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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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与教学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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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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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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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娱  余胜泉  张京彬 

      朱旭东  朱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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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学部学生工作委员会 

主  席：楚江亭 

副主席：王  晨  邓  猛 

秘  书：刘  立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楚江亭  邓  猛  傅  纳  冯婉桢  黄  欣  阚  维 

        刘  立  刘姗姗  卢正天  吕巾娇  施克灿  滕  珺 

        王  晨  解博超  徐  璐  余清臣  曾晓东  张树东 

        周溪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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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底，在编在岗教职工和部聘人员284人。教学科研人员201人，正高占44.3%，

副高占38.8%；现有资深教授1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4人，青年长江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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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人；93.5%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其中，博士学位在境外大学获

得的占18.4%。 

3.1.14.2 高端人才 

2017年，薛二勇教授入选2017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石中英教授入选2017年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和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7年，黄荣怀

教授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 

表 8 高端人才称号 

人才称号 名单 

2017 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薛二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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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石中英 

北京市优秀教师 黄荣怀 

3.1.14.3 新入职教职工 

2017年，新入职全职教职工16人，见下表： 
表 9 2017 年新入职教职工 

单位 姓名 

党政综合办公室 宋伊洋 

工会校友会 李玉纳 

教学办公室 沈一心 

区域合作与社会筹资办公室 卢  曼 

期刊部 吴  婷 

培训学院 温晶芝 

培训学院 谷  晗 

培训学院 铁亚瑞 

培训学院 王  雷 

培训学院 曹  婧 

培训学院 邵申子 

培训学院 黎辉兰 

培训学院 张文利 

培训学院 余  艳 

培训学院 韩亚奇 

培训学院 陶缘媛 

2017年，聘请兼职教师26人，见下表： 
表 10 2017 年兼职教师 

单位 姓名 备注 

教师教育研究所 Christopher Day 讲座教授 

教师教育研究所 Sato Manabu 讲座教授 

学前教育研究所 

乔  梅、陈  立、顾春晖、左晓静、李建丽、

柳  茹、申桂红、齐振燕、王  岚、孟春燕、

刘晓颖、王晓红、朱小娟、刘金玉、黄  珊、

霍海环、曹雪梅、单晓梅 

实践导师 

教育管理学院 王  婷 高端外专 

智慧学习研究院 
Chee-Kit Looi, Kinshuk, Michael 

Spector, Rob Koper, 陈年兴 
高端外专 

3.1.14.4 离职人员 

表 11 离职人员 

原单位 姓名 备注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Paul Edwin Willis 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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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学院 江丰光 离职 

教师教育研究所 董丽霞 离职 

外事工作办公室 金  鑫 离职 

教学办公室 钟震宇 离职 

培训学院 王  雷 离职 

3.1.14.5 退休教职工 

退休6人（姓名按音序排列）：陈  强、乔卫平、吴忠魁、袁桂林、赵  静、周小燕 

3.1.14.6 晋升职称人员 

表 12 晋升职称人员 

所在学术机构 正高 副高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刘水云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姜英敏  

教育技术学院 冯晓英 郑兰琴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高潇怡  

教师教育研究所 桑国元  

教育经济研究所  周金燕 

高等教育研究所  方  芳 

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  邓林园 

中国教育社会发展研究院 薛二勇  

 

3.1.14.7 获聘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员 

2017年，聘用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员1人：齐宏。截至目前，共聘用基础教育研究员

34人。 
表 13 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员 

序号 单位 姓名 聘任时间 

1 北师大一附中 齐  宏 2017 

2 北师大实验中学 杨文芝 2016 

3 北师大一附中 武  杰 2015 

4 北师大二附中 相红英 2015 

5 北师大一附中 马桂君 2014 

6 北师大实验中学 李  艳 2014 

7 北师大二附中 祖  平 2014 

8 北师大一附中 梁原草 2013 

9 北师大实验中学 李晓辉 2013 

10 北师大二附中 王  华 2013 

11 北师大一附中 邓  虹 2012 

12 北师大一附中 李  静 2012 

13 北师大实验中学 姚玉平 2012 

14 北师大实验中学 王宏伟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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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北师大二附中 何  杰 2012 

16 北师大二附中 刘启宪 2012 

17 北师大二附中 曾  路 2012 

18 北师大一附中 王莉萍 2011 

19 北师大一附中 刘松伟 2011 

20 北师大实验中学 陈国才 2011 

21 北师大二附中 金宝铮 2011 

22 北师大二附中 阮国杰 2011 

23 北师大实验幼儿园 黄  珊 2011 

24 西城区教委 田京生 2011 

25 北京四中 刘长铭 2011 

26 北师大一附中 顾咏梅 2010 

27 北师大一附中 李  敏 2010 

28 北师大实验中学 林祖荣 2010 

29 北师大实验中学 张建国 2010 

30 北师大实验中学 蔡晓东 2010 

31 北师大二附中 曹保义 2010 

32 北师大二附中 彭梦华 2010 

33 北师大二附中 李永康 2010 

34 北师大实验小学 吴建民 2010 

3.1.14.8 教职工年度考核情况 

本年度参加考核人员273人，全部通过考核。 

3.1.14.9 教职工续聘情况 

本年度参加续聘考核24人，24人续聘。 

3.1.14.10 学部层面人事任免 

经2017年1月9日第311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任命丁秋祎同志为教育学部党政

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经2017年1月9日第311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聘任傅骞同志为教育技术学院副

院长，已在学部备案。 

经招聘委员会提议，2017年2月27日学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任命丁道勇同

志为培训学院副院长、张行涛同志为培训学院院长助理。免去陈锁明同志培训学院副院长职务。 

经2017年3月20日第318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任命苏莎娜同志为教育学部国

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副主任。 

经2017年4月24日第322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聘任余清臣同志为教育基本理

论研究院院长，聘期为2017年4月至2021年4月。免去康永久同志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职务。 

经2017年5月8日第323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聘任班建武、刘水云同志为教育

基本理论研究院副院长。免去余清臣、丁道勇同志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院长职务。 

经2017年8月28日第334次教育学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调整王晨、邓猛部长助

理工作分工，由王晨部长助理分管学部各类型人才培养工作，邓猛部长助理分管学部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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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工作。鉴于刘强同志受学校委派自2017年9月-2020年9月赴新疆挂职锻炼，经部务会（党

政联席会）研究决定，免去刘强同志教育学部部长助理职务。 

经2017年9月11日总第336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本着尊重个人意愿的原则，免

去鲍东明同志期刊中心副主任及学术写作中心主任职务。 

经2017年9月11日第336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聘任赵娜同志为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兼）。 

经2017年10月30日第342次学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聘任马宁同志、张行涛同

志为培训学院副院长。免去张鼎权同志、丁道勇同志培训学院副院长职务，免去张行涛同志培

训学院院长助理职务。 

经2017年11月6日第343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免去向蓓莉同志教育管理学院

院长助理职务，聘任赵树贤同志为教育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已在学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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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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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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研究方向包括教育政策学、教育法

学与农村教育三个方向。目前研究院有教师19人，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5人，讲师2人（含1位

国际教师）。 

院  长：余清臣（2017年4月换届前为康永久） 

副院长：班建武 刘水云（2017年4月换届前为余清臣和丁道勇） 

2017年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在教育学专业本科生中继续推行四年一贯制的实践体系改革，

开展“卓越教育实践者讲坛”；在研究生招生中继续开办教育学原理暑期学校，对一些课程进

行实践取向的建设与改造；博士生招生中继续推行同一专业方向联合面试，开始统筹答辩工作，

按学生在专业大排队中的成绩招生；编写2017年教育学年鉴；完成了行政班子换届；成立学术

委员会；制定境外学术活动资助实施办法；制定公务接待实施办法；开展“教育学原理高端讲

坛”；继续主办“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前沿博士生论坛”；聘请行政助理。 

表 14  2017 年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序 职称 姓名 

1 

正高 

陈建翔 

2 康永久 

3 刘复兴 

4 石中英 

5 檀传宝 

6 王  啸 

7 肖贵祥 

8 尹  力 

9 余雅风 

10 袁桂林 

11 张莉莉 

12 郑新蓉 

13 

副高 

班建武 

14 丁道勇 

15 杜  亮 

16 刘水云  

17 余清臣 

18 
讲师 

Greg William Misiaszek 

19 林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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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工作】 

表 15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7 年教育教学、指导学生情况 

序 
教师

(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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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社会学专题研究

（研究生）、教师伦理

学专题（本科生） 

学术博士：汉  娜（蒙古留

学生） 

学术硕士：彭  波、 

周  毅、刘玉冰、吕思燃、

马思远、洪  婕、爱丽卡

（蒙古留学生） 

教育硕士：乔博宽 

本科生：马思远、王诗琪、

李湘香 

优秀毕业论文：

彭  波 
 

2 陈建翔 

家庭教育热点问题研究

（研究生）、家庭教育

学原理（研究生） 

学术硕士：曹继光（已经毕

业）、林  颖、马  婷、 

刘少惠、琪琪格（蒙古）、

娜  日（蒙古） 

教育硕士：石红禳、 

涂晓艳、赵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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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馨玥、朱汗

青、刘红伟、阴露华、胡  

容 

教育硕士：赵林林、王桂

欣、张  颖、李  娟 

本科生：张  叶、陈思琪、

石芷昕、余  跃、张耀扬、

刘子祎、庞雨婕、张舒然、

王心仪、小林真理、李欲

兰、线小叶、沈天恩 

优秀毕业论文：

伊师孟 

优秀开题报告：

王馨玥 

 

4 杜  亮 

教育社会学名著选读  

（研究生）（春季学期

和秋季学期）、 教育社

会学（本科生） 

学术硕士：何  柳（2014

级）、陈雪瑞（2015

级）、牛丽莉（2016）、刘

奇（2016） 

本科生：顾懿宁（2013

级）钟晓钰（2014 级） 

教育硕士：李  均、杜  怡 

国际博士：Mcjerry Atta 

Bekoe、Shahabule Haque 

优秀毕业论文：

何  柳 
 

5 刘复兴 

《教育政策学》本科生

（与檀慧玲合上） 

《教育政策分析》硕士

生（与刘水云合上） 

学术硕士：刘  丹、朱俊

华、曹宇新 

学术博士：高  杭、李  

芳、谢  佳、邢海燕 

优秀开题报告：

朱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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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国际博士：GOETHALS, 

LIN（与刘水云合带）、

Byamaatseren Enkhtamir 

教育专业博士：吴  庆、 

刘治刚 

副导师学生：茹国军、 

张  丽、余晓汉 

本科生：张婷婷、郑思琦、

刘海琳、孙蕴轩、琼  达 

6 刘水云 

教育政策的多学科基础

（硕士生） 

教育政策分析（教育博

士） 

英文国际硕士

RITHKERD,THAPANE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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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炜（2016

级），吕  娜（2017

级），何小舟（2017

级）； 

教育硕士：祁  爽（2015

级），刘晓静（2015 级） 

本科生：王禹昕（2015

级），黄子珊（2016 级）

李诗景（2016 级）, 

陈建华（2017 级）, 

毛靓菁（2018 级）， 

杨  熙（2017 级）， 

阎  旭（2017 级） 

  

7 檀传宝 

1、教育学基本理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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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师伦理学专题（本

科生，和班建武老师一

起开设）。 

学术硕士：阳  梅、孙超

凡、叶雅萱 

学术博士：刘  宇（教育博

士）、陈国清、胡君进、谷

彦慧、黄上芳 

博士后：傅淳华（7 月出

站） 

 

优秀开题报告：

陈国清、胡君

进、阳  梅 

孙超凡（一

等奖学

金）、陈国

清（二等奖

学金）、谷

彦慧（三等

奖学金）、

阳  梅（三

等奖学金） 

8 尹  力 教育学、教育法学 

学术博士：余晓汉、杨志

刚、李东宏 

学术硕士：牛慧丹、蔡雅

琦、 

李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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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李  洋，袁思伊，

刘蓓蓓，苗兴慧，马杨桦，

李富钏，黄彩平，李期贤

（韩），崔顺镐（韩），郑

秀娟（韩） 

9 余清臣 

教育学（本科） 

教育实践的哲学（硕

士） 

教育学原理（教育硕

士） 

学术硕士：薛文璐、孙海利 

本科生：赵思齐、刘宇霄、

张  月、张杉杉、李靖丝、

尹凤杰。 

  

10 余雅风 

未成年人法学（本科） 

教育法学专题（硕士） 

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前

沿（博士）（主持） 

学术博士：母国伟、姜国

平、吴会会、王祈然 

学术硕士：徐城北、刘盼

婷、杨丽君、丁庆荣 

教育硕士：李莉荣、李亚

莉、王  静 

李亚莉.关于提

升小组合作学习

有效性的几点思

考，获省优秀论

文一等奖，2017

年 8 月。 

 

11 石中英 

教育哲学（本科生） 

教育的基础理论（硕士

生） 

教育学原理专题（博士

生） 

博士后：司洪昌、胡金木； 

学术博士：高  洁（已毕

业）、刘磊明（已毕业）、

黄晓磊、刘远杰、李春影、

余慧娟 

学术博士：侯慧君（已开

题）； 

教育博士：田俊欣、胡振中

（已开题）； 

学术硕士：张玉荣（已毕

业）、吕佳慧、霍少波、田

甜； 

教育硕士：董  薇（已开

题）。 

 

吕佳慧（一

等奖学金） 

黄晓磊（二

等奖学金） 

霍少波（一

等奖学金） 

刘远杰（一

等奖学金） 

肖  甜（一

等奖学金） 

12 袁桂林 教育原理，教育政策 

学术博士：体  奥(德国)、

董  瑾、刘昕鹏、艾  丽

(蒙古国) 

学术硕士；央金卓嗄、赵红

娟、孙逸宁、储  伦(蒙古

国)、爱尔卡(蒙古国)、钢

照日格(蒙古国)、艾  丽

(蒙古国) 

  

13 林  可 
德育原理，德育社会学

专题研究 
   

14 郑新蓉  

学术博士：王成龙、姚  

岩、范云霞、马  瑶、曾巧

玲（留学生）、古  丽（留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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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硕士：佟  彤、雷雅

琦、朱  丽、黄红霞、孟雅

琴 

15 康永久  

学术博士：程  猛、李彩

虹、安  超、何  芳、刘祎

莹 

学术硕士：杨  瑶、徐文

旭、王一杰、黄瑞妮、徐婉

茹 

  

16 王  啸  学术硕士：黄上芳、马靖博   

17 张莉莉  

张晓丽、段  昭、侯进仁、

刘舒丹、王  泰、孙  华、

周川淇、宋佳欣 

  

18 肖贵祥  

学术博士：郝东方、赵  彬 

学术硕士：赵  倩、赵  

桐、刘  欢、刘  洋 

  

19 

Greg 

Misias

zek 

Ecopedagogy: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Critical Theories 

and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Critical 

Approaches and 

Global Analysis 

Barbara Leemu Ketter 

Alex S.M. Mhone 

Francisco Mitumba 

Omari Hemedi Makore 

Anna Georgieva 

Krusteva 

  

表 16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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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社会学专题 
德育方向一二

年级硕士生 
 

2 丁道勇 每周日晚 6-8 点 教育哲学 轮值 
阅读心得、研究进展、其

他 

3 教育哲学方向 每周二晚 7-9 点 教育哲学等 

轮值（硕士研

究生一年级、

博士研究生一

年级为主） 

阅读心得、研究进展、其

他 

4 余清臣 

2017.3.20 

教育实践的哲学

文献 

薛文璐、孙海

利、霍少波、

吕佳慧； 

赵思齐、刘宇

霄、张  月、

《反映的实践者》、《时

间社会学》、《Teacher 

Strategies》等 

2017.4.3 

2017.4.17 

2017.5.8 

201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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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19 

张杉杉； 

李靖丝、尹凤

杰。 

5 尹  力 

2017.11.10 《大教学论》 刘蓓蓓 

分享《大教学论》的主要

内容，与当下教育实际相

结合进行讨论。 

2017.11.17 
《爱弥儿

（上）》 
马杨桦 

讨论《爱弥儿（上）》中

蕴含的主要教育观点，对

自然主义流派的发展进行

梳理概括。 

2017.12.01 
《爱弥儿

（下）》 
苗兴慧 

讨论《爱弥儿（下）》中

的教育观点，并将同时期

教育流派主要思想主张进

行对比讨论。 

2017.12.15 
《论人类不平等

的起源与基础》 
袁思伊 

分享《论人类不平等的起

源与基础》的主要内容，

围绕卢梭关于社会和公民

的观点进行讨论。 

6 余雅风 

2017.01.04 《规训与惩罚》 刘盼婷 

基于三种惩罚机制，围绕

法律的源头—权力，以及

全景敞视主义进行讨论，

对泛权力论和中国法治道

路的选择进行了反思。 

2017.03.28 
《作为公平的正

义：正义新论》 
于子雯 

围绕理性与合理的区别，

人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与

道德的关系展开，并探讨

了公民的生活原则。 

2017.05.09 
《通过法律的社

会控制》 
杨丽君 

围绕文明与社会控制，什

么是法律，法律的义务及

价值问题进行了讨论与反

思。 

2017.07.04 
《为权利而斗

争》 
刘盼婷 

围绕法的起源、斗争是法

的生命、为权利而斗争是

对自己和社会的义务及为

国民生活权利而斗争的重

要性等几大主题探讨。 

2017.11.01 《论自由》 姜国平 

围绕密尔的自由主义理论

的运用及其局限讨论，学

习了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重

要性及伦理价值。 

2017.12.21 《教育公平》 王祈然 

基于文化多元、种族多

元、数据多元、参与主体

多元等核心论点，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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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实现中的墙纸效

应、文化精通性等现象。 

7 石中英 

春学期每周三晚

19：00-22：00 

秋学期每周三晚

19：00-22：00 

春学期主要读

Gert Biesta

《the good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measurement》、

金生鈜的《教育

研究的逻辑》； 

秋学期读《论

语》 

召集人： 

刘远杰 

指导老师： 

石中英 

春学期的读书会帮助学生

了解 Biesta 以及金生鈜

的两本新著，前者是当代

国际上对教育评价问题进

行了系统哲学研究的力

作，后者则属于国内教育

研究哲学的力作。 

秋学期的读书会旨在帮助

学生走进中国传统经典著

作，首选《论语》，采用

共同逐章逐句阅读和讨论

的方式，全面系统和深入

了解孔子的政治、伦理和

教育思想。 

【科学研究工作】 

表 17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7 年参加学术会议与会议论文发表情况 

序 
教师 

(音序) 
时间 出席学术会议与会议论文情况 

1 班建武 2017.1-9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 

2 陈建翔 

2017.05.21 

主持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家庭教育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家庭教育科

学研究院成立会，同日主持教育学部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的

《“隧道理论”与“新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 

2017.11.06 
参加由福建省妇联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学前教育高峰论坛”，

在本次论坛上作了发言。 

2017.12.3 

参加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第二届学术论坛，并作《鸠

占鹊巢、入住出仆与本体丧失——关于家庭教育若干核心概念

异化的辨析》的发言。 

2017.12.13 
参加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学术成果发布会，并发布《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与现代家庭教育发展》课题成果。 

3 杜  亮 2017.10 
日本教育社会学会年会，发表论文“The making of a new 

generation of school teachers in China” 

4 刘复兴 

2017.7.19-21 

参加在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举办的第二十四届同心教育国际

会议，作题为“中国基础教育结构性变革的新趋势” 的主题报

告 

2017.10.21-22 

参加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

分会第十届学术年会，作题为“我国教育的结构性变革及其新

的政策趋势”的主题报告  

2017.10.28 
参加在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的 2017 年中国校长论坛，作题为“我

国基础教育结构性变革的新趋势”的主题报告 

2017.11.10-12 
参加了在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的新教育与新教育学研讨会，并作

题为“教育的结构性变革及其对教育学的挑战”的主题报告 

2017.12.1 参加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师范教育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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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学术年会，作题为“强基固本打造一流本科 多措并举提

升教学质量”的主题报告 

2017.12.16 
参加“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 50 人圆桌论坛（北京）”，作题为

“教育变革的新趋势与教育政策转型”的主题报告 

5 刘水云 

2017.10.21-22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年会，发表“世界一流

大学如何培养教育政策人才？——对六种主流模式的分析”报

告” 

2017.11.18-19 
中国教育学会第 30 次学会年会分论坛，发表“流动儿童的受教

育权保障问题”报告 

6 檀传宝 

2017.11.4-5 主持、出席全国德育学术年会（2017，曲阜师范大学） 

2017.4.28-29 
作为特邀嘉宾应邀参加赴哈佛大学出席“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公民教育”分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7 丁道勇 
2017.9.16-17 

“全国教育哲学高层论坛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沈阳师范大学），

会议论文：《为什么杜威不相信“做中学”》 

2017.3.29-31 第四届上海课程圆桌论坛“课程社会学的新进展” 

8 林  可 

2017.4.21-24 

参加“亚太地区道德教育学会第 11 届年会（The 12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f the Asia-Pacific Network for 

Moral Education）”，发表论文及演讲：Exploring the 

Connected Curriculum Pathway to Critical Digital Media 

Literacy: A Case Study on UCL’s The Global Citizenship 

Programme。 

2017.5.12-13 

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与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六届

BNU-IOE 国际会议（The 6th BNU-IOE Conference）”，发表论

文及演讲：Digit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 

World。 

2017.11.4-5 

参加曲阜师范大学举办的“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 2017 年学术年

会”，发表论文《不止于“好”，不囿于“德”——拉里•努奇

的“领域德育论”及其实践案例》，并代表分会场“儒家文化

与德育变革”做大会总结发言。 

2017.11.25 

参加深圳大学举办的“移民文化与道德教育学术研讨会”，发

表演讲《从“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到“数字公民”——

兼论网络时代学校德育的模式变革》。 

2017.12.2 

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与日本鸣门教育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七届中

日教师教育会议”，发表论文及演讲：British Experience for 

Teacher Professionalization in Citizenship Education。 

8 余雅风 

2017.10.20-22 
主题发言。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年会，主题：

教育立法与教育政策变革研究。 

2017.11.17-19 
分论坛主持。中国教育学会第 30 次学术年会，主题：公平、优

质、多样——面向 2030 的基础教育。 

2017.10.13-15 
负责举办。2017 年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前沿博士论坛，主

题：法治背景下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的新议题与新趋势。 

9 石中英 2017.9.15-16 
参加“教育哲学的未来：全球视野”全国教育哲学高层论坛（沈

阳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致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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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7-19 

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第二十七次学术

年会（华南师范大学），致开幕词，做《再论校长的价值领导

力》演讲。 

2017.12.20 
参加徐州教育哲学论坛，发表《孔子“仁”的思想及其教育意

义》演讲。 

2017.12.23 
在北京参加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发表《教育活力的源泉与机

制》演讲。 

10 

 

 

 

 

 

 

 

 

 

 

 

 

Greg 

William 

Misiaszek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a Path toward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Host: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Presentation: Critical Analysis of Education and 

Economic Justice: Local to Global Perspectives (with 

Lauren Ila Misiaszek, Ph.D.) 

 

Chun Chang, China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ural Education, 

UNESC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re for 

Rural Edu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China Institute of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hina 

Institute of Rural Education Department 

Keynote: Deconstructing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structing Critical, 

Contextual, and Holistic Education Models 

 

San Antonio, Texas, USA 

Discussant, Invited AERA Worldwide Emphasis Sessions 

Titl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mericas: Balance and 

Prospects for Transformation – 1997-2017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Presentatio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ecopedagogy at the intersections: Asian comparisons 

Invited Session: Sustainability discourses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curse or blessing? 

Conference: 2016 Annual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CIES) 

 

Los Angeles, California 

Presentation (with L.I. Misiaszek): Ecopedagogy and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Connections and 

Disconnections between Context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o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Host: UNESCO Chair in Global Learning and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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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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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iaszek 

 

 

 

 

 

 

 

 

 

 

 

 

 

 

 

 

 

 

 

 

 

 

 

Citizenship Education, UCLA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 Information Studies 

 

ChunChang, China 

Invited Expert: Roundtable on Quality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of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ural Education, 

UNESC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re for 

Rural Edu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China Institute of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hina 

Institute of Rural Education Department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Dissertation Mentor, New Scholars workshop, 2016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foci: education pedagogy;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citizenship education) 

 

The Contested Terrain of Development: Comparing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 Models 

through Ecopedagogical Lens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ixth Worldwide Forum for Comparative Education, 

Beijing, China.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edagogies: Within and between anthropo-/bio-centric 

citizenship spher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7 

Beijing Normal Univerisy (BNU) - University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UCL)/Institute of Education (IO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Education, Beijing, China. 

 

Misiaszek, G.W. & Misiaszek, L.I., (2017, April 28). 

Critical Models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alism: Dis/Connections Within the 

Eastern Contex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 Annual Meeting, 

San Antonio, Texas, USA. 

 

 

Whose Development? : Teaching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 through critical questioning 

“ Development ”  and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7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CIES) Annual 

Conference, Atlanta, Georgia, USA. 

 Pedagogical and Research Changes from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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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 

William 

Misiaszek 

s focus o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GCE): 

Comparative Study of GCE and Ecopedagogy Scholars.  

Paper in a session “Border Crossings and Ethical 

Praxis: Global Educational Pursuits Within and Across 

Cultures” sponsored by the World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s (WERA) at the 2016 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 Annual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USA.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edagogies: Research on the Connections as Stated by 

International Schola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6 

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 Annual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USA.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edagogies: Anthropocentric and biocentric connections 

and disconnections (Environmental & Sustainability 

Education SIG Highlighted Session: Contesting and 

challenging the assumptions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6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CIES) 

Annual Conference,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表 18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7 年教师论文、著作与课题情况 

序 作者(音序) 论文、著作与课题 

1 班建武 

论文： 

1.《当代青少年政治社会化需要关注的三大议题——来自微观政治的教育启示》，《中

国青年研究》，2017 年第 4 期 

2.《修复性正义:处理学生违纪行为的教育维度》，《中国德育》，2017 年第 5 期 

3.《 如何解读学生品德发展质量监测结果》，《教育科学研究》，2017 年第 8 期 

2 陈建翔 
新家庭教育论纲，《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 年第 4 期 

本体论与本体教育，《中国教师》2017 年 12 月 

3 丁道勇 

论文： 

1.丁道勇：《警惕“做中学”：杜威参与理论辩证》，《全球教育展望》，2017 年 8

期，第 3-221 页。 

2.Daoyong, Ding (2017). Book review: Re-envisioning Chinese education: The 

meaning of person-making in a new age.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2(4), pp.549-551. 

3.Daoyong, Ding (2017). Views of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postmodern 

curriculum. In John C. K. Lee, & K. J. Kennedy (eds.). Theoriz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sia and Europe: A conversation between Chinese curriculum 

and European didactics (pp. 55-74). New York: Routledge. 

著作： 

1.苑立新、霍雨佳、丁道勇：《中国儿童参与状况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7 年版 

2.纳尔逊著，丁道勇等译：《以儿童为中心的学习环境的设计与实施》，北京：教育

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4 杜  亮 

论文： 

杜亮，张莉莉：“民族团结、贫困与教育：2016 年民族教育舆情概览”《中国民族教

育》，2017（3）：26-27 

基金项目： 

1.主持全国民族教育研究课题“2017 年中国民族教育舆情分析”（教育部民族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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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心，省部级） 

2.主持国家民委研究课题“信息化条件下的跨文化学校合作与民族地区公民教育模式

创新实践研究” 

5 檀传宝 

论文： 

1.《“德”、“育”是什么？——德育概念的理解与德育实效的提高》，（北京）《中

国德育》2016 年第 17 期。人大复印资料《思想政治教育》月刊 2017 年第 1 期转载 

2.Chinese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the 'Good Citizen': A Personally-

responsible Citizen (co-author, with Dr Hui Li),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Feb 2017 

3.《师德建设：“对我们自己”的道德教育》，（北京）《中国德育》，2017 年第 1

期 

4.《今天我们为什么亟需开展公民教育》，（长沙）《湖南教育》，2017 年第 4 期（总

第 938 期） 

5.《劳动教育的本质在于培育劳动价值观》，（北京）《人民教育》，2017 年第 9 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小学教育》月刊 2017 年第 8 期转载 

著作： 

1.主编《中国公民教育评论（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上年度未

反映） 

2.主编《我的家在中国》（中国首部大型德育画本丛书），广东教育出版社，2016 年

版（上年度未反映） 

6 刘复兴 

论文： 

1.刘复兴，朱俊华：大学生就业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人力资本、SCCT 职业发展理

论的视角，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 期 

2.刘水云、刘复兴、余雅风： Educational equality in China: analyzing 

educational policies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Beijing, Educational Studies, 

Volume 43 Number 2, May 2017,P210. 

课题:  

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委托课题：“北京市海淀区教育行政执法规划研究” 

7 刘水云 

1.Liu, S. & Liu, J. (2017). Quality Assurance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 M. Shah and Q. Do (Eds.), The Rise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Asian Higher 

Education, Elsevier 

2.Liu, S., Liu, F., and Yu, Y. (2017). Educational equality in China: 

analysing educational policies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Beijing, Educational 

Studies 43 (2), 210-230. [SSCI] 

3.Ashraf, M.A., Liu, S. Tsegay, S.M., and Ismat, H.I. (2017). Choi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erspective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in China, Frontier of Education in China 12(3): 414-435 

4.余晖，刘水云.“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培养教育政策人才”，《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7 年 3 月 

5.刘水云.“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质量调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7 年 8 月 

8 余清臣 

论文： 

1.《培育对教育实践的高位目光与普遍视野》，《南京社会科学》2017 第 3 期，《新

华文摘》观点摘编 

2.《组合思维下的未来班级工作机制》，《教育科学研究》2017 年第 3 期 

3.《全员德育理念与班主任德育工作:反思的角度》，《班主任》2017 年第 2 期 

4.《学习在世界的穿行中追求成长》，《班主任》2017 年第 7 期 

5《公民规则意识:反思与培育》，《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 期 

课题： 

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基于实践立场的教育理

论实践应用机制研究 

9 肖贵祥 

著作： 

1.肖川著，《教育：心灵的唤醒》，岳麓书社 2017，4 

2.肖川主编：《生命教育》，（小学三年级~高中二年级，共 18 册），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8 

3.肖川主编：《生命教育》，（小学三年级~初中二年级，共 6 册），中国大百科出版

社 2017.8 

10 余雅风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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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取积极、有效行动，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人民论坛》，2017 年，

第 1 期 

2．《推进立法完善，保证教育惩戒合法合理》，《中国教育报》，2017 年 4 月 25 日 

3．承担 2017 年度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重点课题：“北京市中小学生欺凌与暴力

防治机制研究”，2017 

4．承担 2017 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校园欺凌现象治理研究”，2017 年 

5．承担首都师范大学首都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委托课题：“中小学法治教育问题研

究”，2017 年 

11 石中英 

论文： 

1.作为一种教育哲学研究方法的“论辩”，《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 年第 5 期 

2.关于贯彻落实教育方针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教育学刊》2017 年第 10 期，《新

华文章》2017 年第 24 期封面文章、全文转载 

3.杜威教育哲学论述的方法，《教育学报》2017 年第 1 期 

4.学校活力的内涵和源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17 年第 1 期 

5.师道尊严的历史本意与当代意义，《当代教师教育》2017 年第 2 期 

6.树立教育自信，加快教育强国建设，《人民教育》2017 年第 21 期 

7.把教育活力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人民教育》2017 年第 10 期 

8.学校特色发展下一步怎么走，《人民教育》2017 年第 17 期 

9.从《反思教育》中的四个关键词看教育变革行走向，《人民教育》2017 年第 18 期 

10.关注共同人性的培养，《北京教育》（普教版）2017 年第 12 期 

11.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儿童，《北京教育》（普教版）2017 年第 11 期 

12．谈谈教师的社会素养，《北京教育》（普教版）2017 年第 10 期 

13.重申集体主义教育，《北京教育》（普教版）2017 年第 9 期 

14.办教育仅靠常识是不够的，《北京教育》（普教版）2017 年第 8 期 

15.对教育规律的一点认识，《北京教育》（普教版）2017 年第 7 期 

16.穿越教育概念的丛林，《北京教育》（普教版）2017 年第 6 期 

17.教育改革还是要多一点辩证法，《北京教育》（普教版）2017 年第 5 期 

18.教育的价值秩序，《北京教育》（普教版）2017 年第 4 期 

19.个性发展能否作为教育的目的？《北京教育》（普教版）2017 年第 3 期 

20．教育治理，重点在“理”，《北京教育》（普教版）2017 年第 2 期 

21.献给教师的心灵诗篇——读朱永新老师的《致教师》，《中国教师》2017 年第 12

期 

22.活力，新时期办学的核心追求，《中国教育报》（校长周刊）2017 年 1 月 11 日 

23.向陶行知学做教育家，《中国教育报》2017 年 9 月 20 日 

24.未来学校的一种样态，《中国教育报》2017 年 8 月 30 日 

25.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学习习近平教育思想（四），《中国教育

报》2017 年 8 月 15 日 

26.双一流建设应从提高高等教育自信开始，《人民日版》2017 年 11 月 19 日 

课题研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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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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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委托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小学落实情况监测指标体

系的研制” 

12 袁桂林 不忘初心的乡村教育把孩子的心留在乡村，《学术评论》，2017-08-15 

13 

Greg 

William 

Misiaszek 

1.Educat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itizen: Understanding ecopedagogy in 

local and global contexts.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2.Ecopedagogy: Critical Environmental Teaching for Planetary Justice and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Bloomsbury 

3.A critical scholar’s journey in China: A brief Freirean analysis of 

insider-outsider tension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50(12) 

4.HaLevi, D. Y. E., Misiaszek, G. W., Kelly, H., Shah, S., Mugarura, C., & 

Walsh, L. (2017). Building eco-social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and drought: How permaculture pedagogy and praxis can benefit rural 

communities and their environment. In W. Leal Filho (Ed.), Climate Change 

Management. London: Sp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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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copedagogy’s essential role in teaching global citizenship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Global Commons Review: Magazine of the UNESCO-

UCLA Chair in Global Learning and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6.Misiaszek, G. W. (2016). Comparing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GCE): 

Critical Analyses of GCE’s Contested Terrain. Revista Española de Educaci

ón Comparada (REEC, Spanis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of the 

Sociedad Española de Educación Comparada (Spanish Society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the UNED(28) 

7.Ecopedagogy as an element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The dialectic of 

global/local spheres of citizenship and critical environmental pedagogi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1-21. doi:10.1007/s11159-016-9587-0 

8.“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Ecopedagogy at the Intersections: Asian 

Perspectives in Comparison.” 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 V.17, Special Issue, pp. 11-37. 

9.Global Comparative Education, Journal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ies (WCCES) 

10.Co-Chair, Journal/Newsletter Task Force (Global Comparative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the WCCES; World Voices Nexus: The WCCES Chronicle) 

World Counci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ies (WCCES) 

表 19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7 年教学科研获奖情况 

序 教师 时间 科研项目、专著及论文 所获奖项 

1 
石中英、余清臣、康永

久、张莉莉 
2017.9 

《实践取向的教育学原理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改革》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 

2 
檀传宝、王  啸、班建武

等 
2017.4.23 

《我的家在中国》（广东教

育出版社，2016 年版） 

获荐为“2017 年度广东省

‘书香岭南’全民阅读活动

‘年度图书’” 

3 刘复兴（第二作者） 2017.8 
关于加强民族融合学校建

设的提案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的提案、民进中央 2017 年

度参政议政，二等奖 

4 刘复兴（第二作者） 2017.8 

专著：《从新民主主义到社

会 主 义 教 育 （ 1921 —

2012）》 

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国际交流工作】 

表 20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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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9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院访学，邀请 Elliot Turriel

教授到北师大访问并做学术报告。 

2 杜  亮 
2017.11 

2017.12 

邀请和接待香港教育大学 Benjamin Chang 教授到访； 

邀请和接待广岛大学 Hiroshima Yamada 教授到访，并达成合作协

议。 

3 檀传宝 
2017.5.14-16 

邀请国际著名教育学专家奥德丽·奥斯勒（Audrey Osler）教授

近期受邀访问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她于 2017

年 5 月 14 日到 5 月 16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为期三天的短期

课程，这次系列课程的主题为“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学会共同生存”，

包含“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公正”、“全球化时代的德育”、“学生

身份认同和交互理论在多元文化课堂中的应用”、“作为研究和教

学方法的教育叙事”等八个议题。 

2017.6.12-16 邀请国际知名心理学家、德育专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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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奇（Larry Nucci）教授到访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为中心

研究生讲授了为期 5 天、主题为“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Moral 

Development and Moral Education）”的短期课程，介绍道德发

展心理研究的最新进展。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北

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国内不

同大学的 50 多名师生参加了这一短期课程。 

4 余清臣 
2017.8.30- 

2017.12.31 

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访学，与 Barry Bull、Robert 

Kunzman 和 Phil Carspeken 教授多次交流。 

5 林  可 

2017.6.6-11 

受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UCL-IOE）“全球领导力基金（Global 

Leadership Funds）”资助，应邀赴英国进行调研与学术交流。为

两校合作的专项课题“全球公民身份的教与学：中英个案比较研

究”收集相关数据和案例。参与 UCL 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世界

公民教育课程（Global Citizenship Programme）”，进行课堂

观察，随后参访与该课程合作的两家 NGO 组织，并与课题英方负

责人 Hugh Starkey 教授及团队同事交流课题进度。 

2017.6.12-16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Larry Nucci 教授来访北师大开设短期课程

期间，负责课程的组织协调工作 

2017.7.19 
接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Keith Barton 教授与 Li-Ching Ho博士来

访北师大公民教育研究中心，就合作事宜展开讨论。 

6 石中英 

2017.10.13-16 

受日本教育哲学学会加藤守通（Morimichi Kato）教授邀请，赴

大阪大学教育学院参加日本教育哲学年会，发表《中国教育哲学

的回顾与前瞻》，并做《孔子“仁”的思想及其教育意义》报告，

与日本、韩国教育哲学研究者讨论三地学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事

宜。 

2017．5.17-21 

受台湾地区教育哲学学会主席杨深坑教授邀请，赴台湾暨南国际

大学教育学院参加台湾地区教育哲学学会首届年会，发表《中国

大陆教育政策中的公平概念及其反思》，并就两岸教育哲学交流

进行了探讨。 

2017.9.19 

邀请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 UCL Institution of 

Education）的保罗·斯坦迪什（Paul Standish）教授做题为“理

解数据：客观性与主观性、事实与价值”（Making sense of Data：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Fact and Value）的专题讲座。 

2017.10.26 
邀请香港中文大学郑汉文博士做了题为“从‘心力并养的品育观’

到‘心动、力变、事成的教养、学养与修养’”的专题讲座。 

【社会服务工作】 

表 21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7 年社会服务情况 

序 教师 社会服务 

1 班建武 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2 陈建翔 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家庭教育科学研究院理事长 

3 刘复兴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副理事长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完成“关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陶行知学园”的要报，准备报送有关

部门及国家领导人批示 

4 杜  亮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育社会学学术委员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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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中国人类学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Teaching Education》编委、特邀审稿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Widening Participation》编委 

《教育学报》特邀审稿 

担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支部书记 

5 刘水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分会副秘书长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SSCI)编委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编委，

审稿人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审稿人 

Higher Education 审稿人 

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工会小组长 

6 檀传宝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德育学术委员会理事长等 

7 余清臣 

九三学社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 

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秘书长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教育文化专门委员会委员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8 林  可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德育学术委员会代理秘书长 

英国“教育与民主公民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ducation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兼职研究员 

9 余雅风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秘书长 

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山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教育法制评论》主编 

10 石中英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教育学）成员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分会理事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师范教育分会秘书长（年底已经卸任） 

《教育学报》主编 

11 袁桂林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理事等 

12 

 

 

 

 

 

 

 

 

 

 

Nominated, Board of Directors (2017 for 2018-2021)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CIES), Board of Directors member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member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UNESCO Chair in Global Learning and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2015-2020 

Board Member,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TiHE), April 

2013- 

Editorial BoardGlobal Commons Review: Magazine of the UNESCO-UCLA Chair in 

Global Learning and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September 2017 – 

Editorial MemberJourna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J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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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journal of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 of Hong Kong (CESHK)), 

October 2015 - 

Reviewer (Academic Fellowship)Georg Arnhold Program o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Peace 

November 13, 2017; YinChuan, China Norther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Northern 

Minzu University, 北方民族大学), 

Lectures (with Lauren Ila Misiaszek, Ph.D.) Analyzing Equities and Equalities of 

Minorities within Education Comparing the Access to and Experiences within Higher 

Educational Systems 

July 18-19, 2017;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Paulo Freire Institute, UCLA Education Summer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Lectures: Introduction to Ecopedagogy: Historie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Models of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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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L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Lecture: Teaching Environmentalism Within and Across Citizenship Spheres (Global, 

National, Local, and Plan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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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cation Summer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Lectures: Introduction to Ecopedagogy: Historie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Models of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ientific Committee Memb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New 

Developments (END). June 27-9, Porto, Portugal 

Arctic Yearbook 2017, Northern Research Forum and the University of the Arctic 

Thematic Network (TN) on Geopolitics and Security. www.arcticyearbook.com 

Book Chapter, Routledge, proposed series from the World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WER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Research, April 2017 

Book, Springer Publications, New York City 

Yangling City, Shaanxi Session Chair: How do Chinese Universities Build a World-

Class University while Maintaining it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Conference: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hosted 

by China’s Foreign Expert Authority)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CIES) Annual Meeting 

Chair: Explo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learning and work: Perspectives from Asia, 

Latin America and the US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CIES) Annual Meeting 

Chair: Literacy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CIES) Annual Meeting 

Judge: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Education SIG Graduate Paper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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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 William 

Misiaszek 

Reviewer, Theory & Research in Social Education, April 2017 – 

Reviewe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Journal, July 2014 - 

UNESCO Publication Reviewer, UNESCO (2017)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Learning Objectives”, ISBN 978-92-3-100209-0 

Review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17- 

Review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May 2016- 

Reviewer, The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March 2016 - 

Reviewer,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January 2016 - 

Reviewer,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October 2015  

Review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August 2015 - 

Reviewer, 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April 2015 – 

Reviewer, Education as Change: Journal of Curriculum Research, November 2013 - 

Reviewer, Research Journa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November 2012 

Reviewer,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June 2012 - 

Reviewer, UNESCO Prospects, April 2012 

Reviewer, Univers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General Studies, January 2012 – 

Reviewer, Educational Research, January 2012 -  

Reviewer, Canad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January 2011 – 

Reviewer, Journal of Ecolog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January 2011 – 

Reviewer, 2018 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obe, 

Japan, March 26-28 

World Counci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ies (WCCES) Congress: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eme 

【学术活动】 

表 22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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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6.14 康永久 “村落中的‘公主’——城市化进程中的成长缺陷” 王  啸 

2 2017.9.19 班建武 海外留学生学习生活状态调查 王  啸 

3 2017.10.17 班建武 海外留学生学习生活状态调查 王  啸 

4 2017.10.31 林  可 “虚拟民族志”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问题、方法及伦理 王  啸 

5 2017.11.14 丁道勇 儿童参与的概念与现状 王  啸 

6 2017.12.12 张莉莉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与《变革我们的

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契合度分析 
王  啸 

7 2017.12.26 刘水云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变迁研究 王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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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别

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和APEC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秘书处依托单位、教育部高校高端智库联盟成员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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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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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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已经成为比较教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院  长：刘宝存 

党支部书记：杨明全 

副院长：高益民 滕  珺 

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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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英敏 

5 刘宝存 

6 林  杰 

7 马健生 

8 孙  进 

9 王  璐 

10 王英杰 

11 吴忠魁 

12 肖  甦 

13 David Turner 

14 

副高 

黄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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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选高校高端智库联盟成员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关于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要求，进

一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2017年9月20日，高校高端智库联盟成立仪式暨首届圆桌

会议在京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刘大为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有关司局、直属单

位，31家联盟成员所在高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长李卫红介绍了联盟情况。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宣读了《高校高

端智库联盟公约》。设在高校的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进行智库签约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等首批31家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共同签署了公约，以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

为标准，集聚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校高端智库，打造智库标杆，形成高校高端智

库协同发展的示范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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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入选高校高端智库联盟成员，刘宝存院长与其他联盟

成员单位代表共同签署了公约。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行 

2017年9月24日下午，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共同承办的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圆满闭

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芬兰、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荷兰、伊朗、肯尼亚、柬埔寨、新加坡、韩国、巴基斯坦、泰国、坦桑尼亚

等40多个国家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著名专家、学者、教师、学生等430余人参加了

这次盛会。 

 

图 1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9月23日开幕式当天，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教授，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前会长、香

港公开大学前副校长、郑州大学特聘教授李荣安先生，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理事长、世

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王英杰教授出席并致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部长朱旭东教授主持了开幕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梅红处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王秀梅处长等中外重要嘉宾也出席了论坛开幕式。 

1817年，朱利安发表《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学科的诞

生。二百年来，比较教育一方面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教育的国际交流与

合作。站在新百年历史起点上的比较教育又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

猛进，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合作趋势增强；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不断

兴起，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比较教育学科在一些国家慢慢凋零、却在另一些国家发展地如火如

荼，比较教育未来的发展道路究竟如何？在世界各国国家发展和全球治理的议程中应扮演什么

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历史使命？这一系列的思考都值得全世界的比较教育学者深入思考。 

本届论坛以“比较教育二百年：民族国家•全球化•学科发展”为主题，旨在围绕这些热点问题

为中外学术同行搭建一个交流思想、解决问题、分享经验的平台。论坛下设以下分主题：比较

教育在各国的发展历史与未来趋势，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比较教育与人才培养，比较教育

与国家发展，教育援助与发展，国际组织与全球教育治理，海外办学项目开发、办学模式与质

量保障，国际人才流动与留学教育。 

论坛邀请了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刘宝存教授，世界比

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会长、美国康奈尔大学N'Dri T. Assié-Lumumba教授，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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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前会长、中国郑州大学特聘教授李荣安（Wing On Lee）教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Vinayagum 

Chinapah教授，英国比较教育学会前会长、英国苏塞克斯大学Keith Lewin教授，澳大利亚悉尼

大学Anthony Welch教授，北美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前会长、加拿大麦吉尔大学Ratna Ghosh教

授，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上智大学副校长杉村美纪教授，印度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印度国

立教育规划与行政大学副校长Jandhyala B. G. Tilak教授，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育研究所

Elena Minina博士等国际知名比较教育专家和学者做了主题发言。 

 

图 2 论坛主题发言 

论坛共收到学术论文308篇，参会人员在75个分会场分别就各分主题进行了发言，并就相关

议题进行了学术研讨。本届论坛所云集的世界比较教育学界的著名专家们在不同的分会场分享

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精辟见解。他们的精彩发言在回顾比较教育学科200年发展历程，探讨

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对策的同时，也对世界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难点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反响热烈。 

世界比较教育论坛旨在推进我国比较教育学科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推动我国比较教育学科

的发展。该论坛每三年举办一届，迄今已经分别于2002年、2005年、2008年、2011年、2014年、

2017年举办了六届。每届论坛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比较教育知名学者和专家200多人参加会议，

在国际比较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经成为国际比较教育界三年一次的盛会，是中外比较

教育学者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教育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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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论坛现场 

【人才培养工作】 

表 24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7 年硕博研究生入学新生名单 

序 姓名 类别 导师 

1  阿娜尔 硕士 高益民 

2  穆  翎 硕士 刘  强 刘宝存 

3  康云菲 硕士 刘  强 刘宝存 

4  郭广旭 硕士 刘宝存 

5  刘  佳 硕士 杨明全 

6  刘云华 硕士 马健生 

7  陈  囡 硕士 孙  进 

8  崔慧慧 硕士 黄  宇 

9  石  佩 硕士 滕  珺 

10  万阳卓 硕士 李家永 

11  孟佳妮 硕士 林  杰 

12  谭瑞欣 硕士 高益民 

13  张蒙蕊 硕士 孙  进 

14  张秋旭 硕士 杨明全 

15  王  玥 硕士 肖  甦 

16  王丽媛 硕士 刘  敏 

17  周舒玲 硕士 姜英敏 

18  邹  靖 硕士 王  璐 

19  赵婉秋 硕士 谷贤林 

20  安亚伦 博士 王英杰 

21  蔡  娟 博士 马健生 

22  陈晓菲 博士 林  杰 

23  朋  腾 博士 肖  甦 

24  彭雪梅 博士 谷贤林 

25  王希彤 博士 高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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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肖  军 博士 刘宝存 

27 尤  铮 博士 王  璐 

表 25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7 年硕博研究生毕业学生名单 

序 姓名 类别 论文题目 导师 

1  王希彤 硕士 日本研究生院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案例研究 高益民 

2  宁海芹 硕士 
中国留学生在德国高校的就读经验调查研究--以柏林地区的

三所大学为例 
孙  进 

3  吴  冬 硕士 英国自由学校政策研究 刘宝存 

4  刘晓璇 硕士 
俄罗斯中小学生奥赛的政策与实践研究--以全俄中学生奥赛

为例 
肖  甦 

5  刘  琦 硕士 日本非政府组织国际教育援助实施模式分析 姜英敏 

6  赵博涵 硕士 英国国家校长专业标准发展研究--背景与内容分析 王  璐 

7  王玉清 硕士 
日本国立大学留学生教育服务满意度调查研究--以东京大

学、一桥大学、东京学艺大学为例 
刘  强 

8  张  潇 硕士 美国中小学社会课程实施策略的研究 杨明全 

9  荆晓丽 硕士 
美英澳加四国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比较研究--基于四国最新

国际教育政策文本的分析 
刘  强 

10  蔡  娟 硕士 
中美一流大学国际化水平比较研究--基于 ACE 综合国际化的

视角 
马健生 

11  程  媛 硕士 英国应对中小学校园欺凌策略研究 王  璐 

12  韩  丰 硕士 美国高水平教育学院教师互聘网络研究 谷贤林 

13  张自然 硕士 法国基础教育督导体系发展路径研究 刘  敏 

14  孙煦东 硕士 
美国研究型大学专业学院的组织文化研究--以哥伦比亚大学

教师学院为个案 
刘  敏 

15  冯庚祥 硕士 
合作学习理念下美国大学教学方法的分析--以“基于问题的

学习”与同伴教学法为例 
林  杰 

16  陈  柳 硕士 
中国对非洲多边教育援助的运行机制、特征与挑战--基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信托基金项目（CFIT）的分析 
滕  珺 

17  马  瑶 硕士 
在法中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下的社会支持网络--以自我为中心

网为分析基础 
李家永 

18  王  烁 博士 美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政策研究 王英杰 

19  谢晓宇 博士 
美国大学学生学习结果评估的性质研究--以威斯康星大学麦

迪逊分校为个案 
谷贤林 

20  王雪双 博士 
美国博士生学术社会化体验的性质研究--以匹兹堡大学教育

学和人类学博士项目为个案 
王  璐 

21  徐  娜 博士 
俄罗斯提升国家研究型大学国际竞争力的策略研究--以制度

变迁理论为视角 
肖  甦 

22  张奂奂 博士 美国高校教师权利保障研究--基于合同法判例的语料库分析 高益民 

23  张梦琦 博士 当代法国大学合并重组的路径研究 刘宝存 

24  郑  璐 博士 加拿大社会科课程变革研究 高益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37 

表 26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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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2 东亚和欧洲高等教育的转变 
Ulrich 

Teichler 
德国 

德国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

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2 04.19 高等教育和工作世界 
Ulrich 

Teichler 
德国 

德国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

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3 04.19 
终生学徒：在智能机器时代培养

有能力的人 
Alan Lesgold 美国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育学院

院长 

4 04.26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Ulrich 

Teichler 
德国 

德国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

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5 05.03 学术职业 
Ulrich 

Teichler 
德国 

德国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

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6 05.26 跨文化叙事研究 Ming Fang He 美国 美国佐治亚南方大学教授 

7 06.07 国际流动学者:国际经验重要吗？ 
Ulrich 

Teichler 
德国 

德国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

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8 06.11 
开展教学分析，促进教师成长，

提升教学质量 
柴田好章 日本 日本名古屋大学 

9 06.11 校本研究的意义与实践 杉浦彻 日本 
日本爱知县新城市西小学

原校长 

10 06.24 
德国学前教育——历史发展、师

资培养和教学导向 

Hans-Günther 

Roßbach 
德国 

德国班贝格大学的学前教

育教授 

11 06.24 
德国学前教育的教育实践观察—

—以柏林福禄贝尔幼儿园为例 

Gundula 

Zschaler 
德国 

德国柏林福禄贝尔幼儿园

Stepping Stones 园长 

12 08.17 专家型教师的学习与省察 佐藤学 日本 
日本学习院大学文学部教

授 

13 09.18 从学校看欧洲社会化发展？ 
Hélène 

MICHEL 
法国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14 09.20 OECD 年度教育概览 
Andreas 

Schleicher 
德国 

经合组织（OECD）教育与

技能部主任 

15 11.26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及实践 
O.B.苏霍姆林

斯卡娅 
乌克兰 

乌克兰著名教育家苏霍姆

林斯基之女，乌克兰教育

科学院学术总干事、院

士，乌克兰苏霍姆林斯基

协会副会长 

16 11.28 欧盟教育政策的最新进展 Gábor HALÁSZ 匈牙利 匈牙利罗兰大学教授 

17 12.20 欧洲新公共管理和教育政策 
Romuald 

NORMAND 
法国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与法

国国家科研中心联合研究

机构欧洲社会、行动与管

理研究所（SAGE）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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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工作】 

表 27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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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企事业 东高地一小学文化创建委托课题 高益民 横向 

2 SKHX2017409 企事业 
康德集团中学国际理解教育课程

研发 
姜英敏 康德教育集团 

3 SKHX2017451 企事业 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研发 姜英敏 
首都师范大学

实验学校 

4 BEBA17032 省部级 
大学发展形态及大学观的国际比

较研究 
刘宝存 

北京市教育科

学规划办 

5  企事业单位 
高校教师国培计划培训情况及成

效调研 
刘  敏 中国高教学会 

6  企事业单位 法国远程教育研究 刘  敏 国家开放大学 

7  企事业单位 世界教师专业发展 刘  敏 中国教师报 

8  国家级 
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吸引国际留

学生最佳实践 
刘  强 财政部 

9 17ZDA18 
北京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 

国际大都市基础教育质量比较研

究 
马健生 北京社科基金 

10 17JJD880004 省部级 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战略研究 孙  进 教育部 

11 17FJK006 国家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话语演变

与分析（1945-2015） 
滕  珺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12 17JJD880005 省部级 扩大来华留学政策研究 王英杰 教育部 

13 BEDA17034 省部级 
北京市中小学课程改革与综合化

实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杨明全 

北京市教育科

学规划办 

14 BDA170024 国家级 
主要国家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政策

取向与实践路径比较研究 
杨明全 

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办 

15 CDA170245 国家级 
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非终身制教

师聘用制度研究 
张  伟 国家社科项目 

16 2017M610788 国家级 
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向提升研究:

计划行为理论的视角 
胡  瑞 

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会 

表 28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7 年论文发表情况 

序 姓名 作者排序 成果类别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卷（期）号 

1 鲍东明 1 论文 
中小学校长课程领导：文

化与实现机制 
教育研究 2017.10. 

2 鲍东明 1 论文 
试析校长课程领导实践的

方法论 
教育科学研究 2017.4. 

3 鲍东明 1 调查报告 

“一带一路”建设核心区

对外开展教育交流合作情

况调研报告 

《新华文摘》网

络版转载，原发

2016 年第 12 期

《比较教育研

究》第 12 期 

2017.11. 

4 高益民 2 论文 
比较教育有区别于其他教

育学科的独特价值 
比较教育研究 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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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益民 2 论文 

公立大学公司化改革的制

度设计与路径选择:新加坡

和香港的经验比较 

现代大学教育 2017.1. 

6 高益民 1 论文 
加拿大社会科课程四大范

式及其规范化 
比较教育研究 2017.5. 

7 高益民 2 论文 
加拿大社区学院学士学位

制度保障研究 
高教探索 2017.5. 

8 高益民 1 论文 
加拿大社会科课程的本土

化演进 
教育学报 2017.8. 

9 谷贤林 2 报刊文章 
特朗普时代美国高等教育

将如何变革 
中国教育报 2017.3. 

10 谷贤林 1 论文 大学智库的成功之道 比较教育研究 2017.12. 

11 顾明远 1 报刊文章 
教师应了解一点真实的美

国教育 
中国教育报 2017.1.17 

12 顾明远 1 报刊文章 
研学旅行，“学”“游”

兼得 
中国教师报 2017.1.18 

13 顾明远 1 报刊文章 
教师应该是学生成长的引

路人 
中国教师 2017.1.17 

14 顾明远 1 报刊文章 
把年青一代培养成新型知

识分子 
中国教育报 2017.1.17 

15 顾明远 1 论文 
浅论中西大学价值观的异

同 
高等教育研究 

2017.38(03

) 

16 顾明远 1 报刊文章 
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理论

的现实意义 
光明日报 2017.7.25 

17 顾明远 1 报刊文章 
习近平教育思想指引中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前进方向 
中国教育报 2017.7.26 

18 顾明远 1 论文 

马克思论个人的全面发展-

---纪念《资本论》发表

150 周年 

教育研究 2017.8. 

19 顾明远 1 论文 
实现教育现代化必须把农

村教育办好 
中国教育学刊 2017.9. 

20 顾明远 1 报刊文章 语文课本中不能没有鲁迅 中国教育报 2017.9.20 

21 顾明远 1 论文 
教育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是

培养现代人 
新教师 2017.10. 

22 顾明远 1 论文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 人民教育 2017.11. 

23 顾明远 1 论文 
讲讲学科教学论建设的故

事 
中国教师 2017.21. 

24 顾明远 1 论文 
让每一个孩子都享受公平

有质量的教育 
教育研究 2017.11. 

25 黄  宇 2 论文 
同伴互助教学法在初中地

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中学地理教学参

考 
2017.14. 

26 黄  宇 1 论文 森林学习意趣无穷 中华家教 2017.1. 

27 黄  宇 1 论文 大学可持续性的评测与排 大学教育科学 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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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绿色指数大学排名评

析 

28 黄  宇 1 论文 地理能力的本质和结构 现代中小学教育 2017.10. 

29 黄  宇 1 论文 自然体验和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 2017.9. 

30 黄  宇 1 论文 
国际生态文明教育的趋势

与动向 
环境教育 2017.11. 

31 姜英敏 1 论文 
全球化时代我国国际理解

教育的理论体系建构 

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 
2017.1. 

32 姜英敏 1 论文 
中国における国際理解教

育の政策と実践の動向 
国際理解教育 2017.6. 

33 林  杰 1 论文 
美国公立学校反校园欺凌

政策分析 

云南师范大学学

报 
2017.3. 

34 林  杰 1 论文 
学校的责任：美国校园欺

凌的诉讼与判例 
比较教育研究 2017.3. 

35 林  杰 1 论文 

斯坦福大学通识教育新动

向——以 2012 年斯坦福本

科教育改革为蓝本 

通识教育评论 2017.3. 

36 林  杰 2 论文 

基于权变理论的大学海外

危机管理——以日本一桥

大学为例 

当代教育科学 2017.11. 

37 刘宝存 1 论文 
国际交流合作：经济全球

化时代大学的新使命 
中国教育报 2017.4.27 

38 刘宝存 1 论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

华留学学历教育:地位、问

题与对策 

北京教育(高教) 2017.5. 

39 刘宝存 2 论文 

六十年来世界比较教育研

究的回顾与省思——基于

美国《比较教育评论》的

文献分析 

教育研究 2017.1. 

40 刘宝存 1 论文 
“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

教育何为 
人民教育 2017.6. 

41 刘宝存 1 论文 

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不朽

丰碑——纪念德国教育家

威廉·冯·洪堡诞辰 250

周年 

科学 2017.4. 

42 刘宝存 2 论文 

公平与效率:“双一流”建

设背景下高等教育改革探

析 

教育导刊 2017.11. 

43 刘宝存 2 论文 
在地国际化:中国高等教育

发展的新走向 
大学教育科学 2017.3. 

44 刘宝存 2 论文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学科

建设史考察:兴起、路径及

困境 

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 
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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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刘宝存 2 论文 
法国大学与机构共同体的

建构与治理模式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 2017.8. 

46 刘宝存 2 论文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教育发

展——世界比较教育学会

联合会前会长索迪安教授

专访 

比较教育研究 2017.9. 

47 刘宝存 3 论文 
制度化与语境化:比较教育

研究的辩证法 
比较教育研究 2017.9. 

48 刘宝存 3 论文 
比较教育的价值:认识自我

和接纳差异 
比较教育研究 2017.9. 

49 刘  敏 1 论文 
西班牙核心素养课程及其

评价改革 
教育测量与评价 2017.7. 

50 刘  强 1 论文 

东盟学分转换系统的发展

历程、运行现状与前景展

望 

比较教育研究 2017.9. 

51 刘  强 1 报刊文章 为知识经济时代储备人才 光明日报 2017.2.15 

52 刘  强 1 报刊文章 
国际教育城建设的全球浪

潮 
光明日报 2017.2.15 

53 马健生 1 论文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特

征——基于高等教育经济

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分析 

比较教育研究 2017.5. 

54 马健生 2 论文 

农村教师有效参与校本教

研的激励路径探析——基

于生存·关系·成长理论

的视角 

教师教育研究 2017.1. 

55 马健生 1 论文 论教学即领导 教育学报 2017.3. 

56 马健生 1 论文 论教学是一门领导艺术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17.1. 

57 孙  进 1 论文 

比较教育的学科定位——

中国比较教育学科成员的

看法 

外国教育研究 2017.10. 

58 孙  进 1 论文 

Lehrkräftefortbildung 

in China: Aktuelle 

Strukturen, Probleme 

und 

Entwicklungsperspektive

n 

Bildung und 

Erziehung 
2017.4. 

59 滕  珺 1 论文 

《釜山宣言》框架下多边

教育合作的中国式探索—

—基于 CFIT 项目的分析 

比较教育研究 2017.9. 

60 滕  珺 2 论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南南

合作中的优势 
外国教育研究 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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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滕  珺 1 报刊文章 
提升教育自信 贡献中国智

慧 
中国教育报 2017.11.20 

62 滕  珺 1 报刊文章 教育初心的回归与超越 中国教育报 2017.8.14 

63 王  璐 1 论文 
让优质面向全体 让卓越成

就未来 
比较教育研究 2017.6. 

64 王英杰 1 论文 

The Prospect of Chinese 

School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s 

Global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17.1. 

65 王英杰 1 论文 
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守正与创新 
探索与争鸣 2017.8. 

66 王英杰 1 论文 

民族国家、全球化与比较

教育学：问题、冲突与挑

战 

比较教育研究 2017.12. 

67 肖  甦 2 报刊文章 
俄罗斯大学生毕业遭遇就

业难 
光明日报 2017.1.4 

68 肖  甦 2 论文 
21 世纪俄罗斯青少年国防

教育的新发展 
比较教育研究 2017.2. 

69 肖  甦 2 报刊文章 
俄罗斯国家青年政策的发

展特点 

中国青年社会科

学 
2017.4. 

70 肖  甦 1 报刊文章 

21 世纪以来美国英才教育

的发展与趋势——基于对

NCLB 以及 ESSA 的分析 

外国教育研究 2017.6. 

71 肖  甦 2 报刊文章 
我国台湾地区在家上学合

法化之后的经验与启示 
教育科学 2017.3. 

72 肖  甦 2 报刊文章 
西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

路径方法述评 
外国教育研究 2017.10. 

73 杨明全 1 论文 
比较教育研究的文化范式

及其实践意义 
教育研究 2017.1. 

74 杨明全 1 论文 

比较教育研究的逻辑起

点：回归问题意识与文化

精神 

比较教育研究 2017.3. 

75 杨明全 1 论文 
以人文促教化：我国传统

儒学课程考辨 
课程教材教法 2017.6. 

76 杨明全 1 论文 
英国新愿景：实现公平的

卓越教育 
光明日报 2017.3.22 

77 杨明全 1 论文 
基于证据的学习的内涵与

意义 
教育科学研究 2017.11. 

78 曾晓洁 1 论文 
温州中小学创客教育的普

及化发展研究 
现代中小学 2017.12. 

79 张瑞芳 1 报刊文章 压岁钱，回归祈福本意 中国教育报 2017.2.19 

80 张  伟 1 论文 
六十年来世界比较教育研

究的回顾与省思 
教育研究 2017.1. 

http://172.16.213.18/business/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2c9055925e73ba43015fe11da84b27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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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张  伟 1 论文 
美国大学校园性骚扰行为

及其应对机制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 2017.4. 

82 张  伟 1 论文 
美国大学教师参与共同治

理“合法性危机”探析 

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 
2017.2. 

83 张  伟 1 论文 
美国高校兼职教师的兴

起、争议及启示研究 
外国教育研究 2017.3. 

84 张  伟 1 论文 
在地国际化：中国高等教

育发展的新动向 
大学教育科学 2017.3. 

85 胡  瑞 1 论文 
印度接受国际教育援助的

变革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 2017.7. 

86 胡  瑞 1 论文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Exploring 

the Academic and 

Innovative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DOI 

10.1007/s1

0734-017-

0197-y 

87 胡  瑞 1 论文 

Do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and self-

efficacy predict 

Chinese sports major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1187-1196 

DOI 

10.2224/sb

p.6356 

88 胡  瑞 1 论文 

Learning from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Emotions, 

Cognitions, and Actions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

p management 

Journal 

DOI 

10.1007/s1

1365-017-

0442-y 

89 

Lauren 

Ila 

MISIAS

ZEK 

1 论文 

Online education as 

'vanguard' education: 

an expert critical 

educator navigates 

‘less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paces 

in the US 

Gender and 

Education 
2017.6. 

90 

Lauren 

Ila 

MISIAS

ZEK 

1 论文 

Reflections on book-

writing in progress: 

Exploring the 

Complexities i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Hard Spaces, 

Methodologies, and 

Ethic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Equity in 

Higher 

Education 

2017.2. 

91 
Lauren 

Ila 
2 论文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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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IAS

ZEK 

on Gender, Social 

Justice and Praxis 

Equity in 

Higher 

Education 

表 29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师 2017 年咨询报告提交情况 

序 姓名 作者排序 参与人员 咨询报告题目 接收或采纳单位 提交时间 

1 刘宝存 1 张  伟 
全球教育发展趋势及各国政

府主要政策研究 

教育部国际合作

与交流司 
2017.2 

2 刘宝存 1 张  伟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教育 
教育部社会科学

司 
2017.3 

3 刘宝存 1 张  伟 
在地国际化-中国高等教育

发展的新动向 

教育部综合改革

司 
2017.3 

4 张  伟 1  
2016 新西兰留学事业发展

现状与趋势研究 

教育部国际合作

与交流司 
2017.5 

5 张  伟 1  
2016 澳大利亚留学事业发

展现状与趋势研究 

教育部国际合作

与交流司 
2017.5 

表 30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7 年出版著作情况 

序 姓名 著作名称 作者排序 其他作者 出版单位 书 号 

1 顾明远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教育专题研究 
1 

鲍东明、曾

晓洁、张瑞

芳 

教育科学出

版社 
 

2 顾明远 鲁迅教育文存 1  
人民教育出

版社 

ISBN978-7-

107-26675-1 

3 顾明远 
中国学校研究（中文

版） 
1 

马健生、滕

珺 

高等教育出

版社 

ISBN978-7-

04-046489-4 

4 黄  宇 
Urb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view 
 

Alex Russ, 

Marianne E. 

Kras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9 781501 

707759 

5 黄  宇 
Handbook of Education 

in China 
 

W. John 

Morgan, 

Qing Gu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9 781783 

470655 

6 姜英敏 
东亚国际理解教育的政

策与理论 
1  

高等教育出

版社 

ISBN978-7-

04-047482-4 

7 刘  强 
后 4%时代教育财政：国

际比较与中国借鉴 
1  

高等教育出

版社 

ISBN978-7-

04-047610-1 

8 马健生 比较教育 1 
黄海刚、白

华 

高等教育出

版社 

ISBN978-7-

04-048802-

9. 

表 31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7 年奖项 

序 成果名称 奖励名称 奖励来源 获奖时间 奖励等级 作者 合作者 

1 
课程论学科建

设与实践创新 

北京师范大

学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北京师范大学 2017.9 二等奖 杨明全 
肖 甦、吴国

珍、卢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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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服务国家战

略为目标的复

合型区域国别

人才培养 

北京师范大

学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北京师范大学 2017.9 一等奖 肖  甦 刘 娟、李 兴 

表 32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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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9.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2 高益民 9.23-9.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3 谷贤林 9.23-9.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4 谷贤林 2.17-2.18 国内 全国学校共青团 2017 年学术年会 北京科技大学 

5 谷贤林 11.24-11.26 国内 
第四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 

比较教育论坛 
浙江大学 

6 谷贤林 12.19 国内 
“一带一路”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

高端研讨会 

北师大中国教育

政策研究院 

7 谷贤林 12.20 国内 
2017 年中国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

播高峰论坛 

光明日报社、南

京大学 

8 顾明远 1.4 国内 
参加黄荣怀智能研究院举办的虚拟

教育座谈会 
北京师范大学 

9 顾明远 1.5 国内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教师教育咨询会 

中国教育政策研

究院 

10 顾明远 1.13 国内 中国教师研修网年会 圣陶研究院 

11 顾明远 1.15 国内 
中国教育学会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中

心成立大会 
人大附中 

12 顾明远 1.19 国内 
“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实验小学”教

师集训 
 

13 顾明远 1.21 国内 中育教育年会  

14 顾明远 1.23 国内 汉林院座谈会  

15 顾明远 2.10 国内 教育咨询委员会小组长会 教育部 

16 顾明远 2.11 国内 教师队伍建设文件讨论会 教育部 

17 顾明远 2.17 国内 
教育咨询委员会第一小组会讨论新

时期教育方针 
教育部 

18 顾明远 2.21 国内 评审长江学者 教育部 

19 顾明远 2.23 国内 财经素养论坛并发言 中国教育科学院 

20 顾明远 3.1 国内 教育调研会议 教育部 

21 顾明远 3.2 国内 教育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  

22 顾明远 3.3 国内 
第 10 届长江教育研究院 

新闻发布会 
 

23 顾明远 3.6 国内 
北师大附属成都实验中学；金苹果

锦城第一中学新闻发布会和论坛 
 

24 顾明远 3.7 国内 文翁大讲堂演讲  

25 顾明远 3.9 国内 
学习习近平关于知识分子讲话的座

谈会并发言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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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顾明远 3.10 国内 北师大校内会议 北京师范大学 

27 顾明远 3.11 国内 习近平教育思想研究启动会  

28 顾明远 3.17 国内 学制问题讨论会 民进中央 

29 顾明远 3.17 国内 课程指导委员会会议  

30 顾明远 4.12 国内 创新人才培养课题中期报告会 12 中 

31 顾明远 4.14 国内 教育家书院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 

32 顾明远 4.15 国内 
学生会“文化节”，三人谈 

教育自信 
教育学部 

33 顾明远 4.16 国内 与钱颖一跨界对话会  

34 顾明远 4.18 国内 实验小学研讨合作计划 书院实验小学 

35 顾明远 4.19 国内 
“聚焦课堂教学，培养核心素养”

研讨会 
一师附小 

36 顾明远 4.21 国内 
“教师阅读与基础教育” 

课题座谈会 
北京师范大学 

37 顾明远 4.22 国内 《中国学校研究》首发式座谈会  

38 顾明远 4.26 国内 
教育集团成立暨钱学森中学 

揭牌仪式 
12 中 

39 顾明远 4.26 国内 全球基础教育联盟专家委员会  

40 顾明远 5.6 国内 
120 周年暨教育学院成立 88 周年 

教育论坛 
浙大 

41 顾明远 5.8 国内 浙江工业大学附中参观 
浙江工业大学附

中 

42 顾明远 5.11 国内 
参观北师大嘉兴附中并与教师座

谈；为嘉兴市教育局作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嘉

兴附属中学 

43 顾明远 5.13 国内 山东第三届创新教育论坛 潍坊新纪元学校 

44 顾明远 5.17 国内 自主教育联盟论坛 房山四小 

45 顾明远 5.18 国内 望京实验小学课堂教学评议活动 北京名师研究院 

46 顾明远 5.24 国内 吴玉章奖评审组长会 人大 

47 顾明远 5.26 国内 江苏教育出版社家长读本首发式 实验二小分校 

48 顾明远 5.27 国内 

国际教育分会“面向 2030 基础教

育国际化与课程改革”论坛并作演

讲 

中国教育战略学

会 

49 顾明远 6.3 国内 PBL 课题讨论 书院实验小学 

50 顾明远 6.7 国内 教育周活动 
教育互联网创新

中心 

51 顾明远 6.10 国内 卢乐山百年华诞庆典 北京师范大学 

52 顾明远 6.12 国内 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标准评议会 教育部 

53 顾明远 6.13 国内 
天津市经济开发区与明远教育书院

合作签定仪式 
 

54 顾明远 6.19 国内 
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实验小学揭牌仪

式 
 

55 顾明远 6.21 国内 方庄教育集群座谈会 1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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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顾明远 6.23 国内 PBL 研讨会 石油附小 

57 顾明远 6.27 国内 会见台湾创价大学学生并座谈  

58 顾明远 6.28 国内 北京市民语言大讲堂演讲  

59 顾明远 7.1 国内 
纪念《资本论》发表 150 周年教育

沙龙“马克思论个人全面发展” 
 

60 顾明远 7.2 国内 鲁班木工坊工具展 
房山职业技术学

校实训基地 

61 顾明远 7.5 国内 教师教育学院成立大会 首都师大 

62 顾明远 7.6 国内 教育学科一流学科论证会 首都师大 

63 顾明远 7.7 国内 《反思教育》出版发布会并发言  

64 顾明远 7.8 国内 敬德书院会讲研学旅行  

65 顾明远 7.9 国内 
学校一流大学论证会和明远奖 

评审会 
北京师范大学 

66 顾明远 7.11 国内 教改方案研讨会 实验小学 

67 顾明远 7.16 国内 第八届代表大会 中国教育学会 

68 顾明远 7.21 国内 评审教书育人楷模 教育部 

69 顾明远 8.1 国内 咨询小组会 教育部 

70 顾明远 8.10 国内 STEAM 课程开发 圣陶教育研究院 

71 顾明远 8.21 国内 “学科教育创新发展”论坛并发言  

72 顾明远 8.21 国内 科技创新能力表现性评价座谈会  

73 顾明远 8.22 国内 首届研学旅行公益论坛 亲子猫 

74 顾明远 8.26 国内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 

发行座谈会 
 

75 顾明远 8.28 国内 吴玉章奖评审会 人大 

76 顾明远 9.6 国内 
参观北海小学、蕺山小学、绍兴一

中、越秀外国语学校 
 

77 顾明远 9.7-8 国内 

“第十二届鲁迅学校校际交流

会”，作“谈谈语文教学中的鲁

迅”报告 

杭州学军中学 

78 顾明远 9.9 国内 “未来教育的变与不变”报告 江苏师大 

79 顾明远 9.10 国内 
参观高新区侯集小学、实验小学和

教师发展中心 

徐州铜山区培栋

学校（民办） 

80 顾明远 9.13 国内 青爱小屋 2017 年下半年工作会议 青爱小屋 

81 顾明远 9.16 国内 

天津生态城附属学校开学典礼；下

午给泰达中小学讲“我的教育信

条” 

北师大 

82 顾明远 9.19-22 国内 辽宁沈阳调研 
国家教育咨询委

员会 

83 顾明远 9.23 国内 
建校 80 周年“扎根中国大地办大

学的理论与实践”研探会并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 

84 顾明远 9.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48 

85 顾明远 9.25-27 国内 
“京津冀协同创新院士专家 

河北行”活动 
 

86 顾明远 9.30 国内 （智库）专家委员会 

中国教育与社会

发展研究院（智

库） 

87 顾明远 10.12 国内 
《十八大以来十三亿人更好更公平

的教育》一书首发式 
中国教科院 

88 顾明远 10.14 国内 全球基础教育联盟第三届年会 
石家庄外国语学

校 

89 顾明远 10.20 国内 教育科学出版社讲课 教育科学出版社 

90 顾明远 10.25 国内 
深圳市福田区“习本未来学校”讨

论会 
 

91 顾明远 10.26 国内 
与美国前教育部副部长 Susan 

Sclafani 博士对话 

海嘉国际双语学

校 

92 顾明远 10.27 国内 
访问曲阜夫子学校及亚孤儿慈善学

校 
 

93 顾明远 10.28 国内 “乡村教师”颁奖大会 
山东创新教育研

究院 

94 顾明远 10.29 国内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 

第三届理事会 

中国教育发展战

略学会 

95 顾明远 11.9 国内 

“顾明远教育思想研究和推广

会”，作“学生是教育主体”的报

告 

江苏省南菁高中 

96 顾明远 11.10 国内 
“中华优秀文化教育”， 

作主题报告 

《人民教育》杂

志社 

97 顾明远 11.11 国内 “银湖书院”揭牌仪式 
杭州富阳高中教

育集团 

98 顾明远 11.12 国内 
杭师大教育学院青年教师和研究生

座谈；城市学会年会晚宴 
杭师大 

99 顾明远 11.13 国内 
参观富阳永兴中学；杭科院教育学

院教师座谈 
 

100 顾明远 11.14 国内 参观杭州育才京杭小学 
杭州育才京杭小

学 

101 顾明远 11.16 国内 
为台州市教师作报告，下午与北师

大台州附中教师座谈 
 

102 顾明远 11.18-19 国内 
教育文科基地举办的 

国际高等教育论坛 
厦门大学 

103 顾明远 11.24 国内 
第三届明远教育奖 

颁奖大会 
 

104 顾明远 11.25 国内 
明远教育论坛， 

与苏霍姆林斯卡娅对话 
北大附小 

105 顾明远 11.27 国内 第三届防艾座谈会并发言 政协礼堂 

106 顾明远 11.29 国内 “未来教育大会”并作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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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顾明远 11.30 国内 PBL 研讨会 北京中学 

108 黄  宇 9.22-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109 黄  宇 10.28-30 国际 第四届自然教育论坛 

世界自然基金会

中国办公室、浙

江大学、阿里巴

巴基金会 

110 黄  宇 11.10-12 国内 
第八届两岸四地 

可持续发展教育论坛 
香港教育大学 

111 姜英敏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112 刘宝存 5.27 国内 
面向 2030 基础教育国际化与 

课程体系建设论坛 

中国教育发展战

略学会国际教育

专业委员会、中

国教育发展战略

学会高中教育专

业委员会、北京

师范大学国际与

比较教育研究

院、浙江大学国

际教育研究中心 

113 刘宝存 4.21-22 国际 
第五届亚洲高等教育研究者学会国

际学术研讨会 

北京大学教育学

院 

114 刘宝存 4.10 国内 国别和区域研究课题工作会 教育部 

115 刘宝存 4.26 国内 
全球基础教育研究联盟第一届第二

次学术委员会会议 

全球基础教育研

究联盟 

116 刘宝存 2.23 国内 
教育对外开放委托课题研讨会暨第

六届国外教育政策研判会 
 

117 刘宝存 5.3 国内 APEC 中国教育网络研讨会 教育部 

118 刘宝存 2.22 国内 

“十二五”以来我国教育政策和重

大举措及“十三五”拟出台的重大

政策建议课题专家咨询会 

教育部社科中心 

119 刘宝存 6.2 国内 
全国高等教育重点研究机构 

座谈会 

教育部、厦门大

学 

120 刘宝存 6.18-20 国际 
“教育质量•公平与关怀” 

国际研讨会 

山西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研究院、

山西基础教育质

量提升协同创新

中心 

121 刘宝存 7.16 国内 
中国教育学会第八次会员 

代表大会 
中国教育学会 

122 刘宝存 7.7 国际 Meet Erasmus+ in Beijing 研讨会 

欧盟伊拉斯谟中

华校友会、欧盟

驻华代表团 

123 刘宝存 11.3 国内 华中大智库-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研 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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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成立大会暨首届中国高等教育

发展政策高峰论坛 

124 刘宝存 11.17-18 国内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教育专

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年会 

中国教育发展战

略学会国际教育

专业委员会 

125 刘宝存 11.30 国内 2017 年湖南省博士后论坛 
湖南省人社厅、

湖南省教科院 

126 刘宝存 11.25-26 国内 
第四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比较教

育论坛 
浙江大学 

127 刘宝存 10.28-29 国内 第二届研究生教育学术交流论坛 西南大学 

128 刘宝存 12.1-2 国际 第二届 G20 教育对话 广西师范大学 

129 刘宝存 12.12 国内 
eduTECH 2017 今日头条教育行业 

未来峰会 
今日头条 

130 刘宝存 12.16 国际 
“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汉语人

才培养国际研讨会 
 

131 刘宝存 12.4 国际 
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职业技术教育

与培训技能认可理念发展研讨会 

澳大利亚教育和

培训部国际司 

132 刘宝存 9.2 国内 
高校高端智库联盟成立仪式暨首届

圆桌会议 
教育部 

133 刘宝存 7.28 国内 资格框架与学历互认座谈会 

教育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

心 

134 刘宝存 11.4 国内 《复旦教育论坛》编委会会议 复旦大学 

135 刘宝存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国

际与比较教育研

究院 

136 刘宝存 11.28 国际 
全球教育治理与中国参与高层 

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教育与社会发

展研究院、北京

师范大学国际与

比较教育研究院 

137 刘宝存 12.19 国际 

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

路”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高端研讨

会 

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教育与社会发

展研究院与北京

师范大学国际与

比较教育研究院 

138 刘宝存 12.21 国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

中心学术委员会会议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139 刘宝存 12.26 国内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 发展素质教育 座谈会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大学素质教育 

140 刘宝存 12.2 国内 
2017 中国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

高峰论坛 

光明日报社、南

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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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刘宝存 5.7 国际 
刘宝存教授出席“一带一路”倡议

与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研讨会 
浙江师范大学 

142 刘  敏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143 马健生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144 孙  进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145 孙  进 12.2-3 国际 

China-Kompetenz für 

Deutschland und Deutschland-

Kompetenz für China [德国的中

国能力与中国的德国能力] 

同济大学 

146 孙  进 6.3 国内 中德人文交流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同济大学 

147 滕  珺 3.21 国内 
书院沙龙“教育本质问题的再思

考” 

北京明远教育书

院 

148 滕  珺 4.10 国内 
书院沙龙“中国教育改革的价值取

向” 

北京明远教育书

院 

149 滕  珺 4.16 国内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教育转型——顾

明远与钱颖一的跨界对话 

北京明远教育书

院、中信出版集

团《比较》编辑

部、青岛伟东云

教育集团 

150 滕  珺 4.23 国内 

讲中国故事：学校在变革中发展—

—暨《中国学校研究》中英文图书

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国

际与比较教育研

究院与高等教育

出版社 

151 滕  珺 5.13 国际 

向日葵国际教育高峰论坛（2017）

“国际人才的核心素养：家庭教育

的作为” 

新航道国际教育

集团 

152 滕  珺 6.4 国内 
“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制度与政策

研究课题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国

际与比较教育研

究院 

153 滕  珺 6.23 国际 
2017 年首届项目教学法(PBL)与中

小学课程整合的专题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教育技术

学院与北京明远

教育书院 

154 滕  珺 7.1 国内 
走向未来的教育——北京师范大学

实验中学百年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实

验中学 

155 滕  珺 7.7 国内 
《反思教育》中文版图书首发式暨

国际视野下的教育变革研讨会 

北京明远书院、

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国际比较教

育研究中心、教

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国

际与比较教育研

究院和《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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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杂志社 

156 滕  珺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国

际与比较教育研

究院、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与社会

发展研究院 

157 滕  珺 9.25 国际 书院沙龙“课程与经验” 
北京明远教育书

院 

158 滕  珺 10.9 国际 
“中芬教育与健康合作新方案”研

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中

芬联合学习创新

研究院 

159 滕  珺 10.12 国内 

《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

教育——十八大以来教育质量提升

的成就与经验》出版研讨会 

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 

160 滕  珺 10.18 国内 校外机构座谈会 
21 世纪教育研

究院 

161 滕  珺 10.19 国内 
书院沙龙“鲁迅立人思想的现实意

义” 

北京明远教育书

院 

162 滕  珺 10.26 国际 
共创中美教育新未来——顾明远教

授对话 Susan Sclafani 博士 

北京明远教育书

院、北京师范大

学国际与比较教

育研究院 

163 滕  珺 11.24 国际 第三届明远教育奖颁奖典礼 北京师范大学 

164 滕  珺 11.26-27 国际 
面向未来的课堂教学——2017 明远

教育论坛 

北京明远教育书

院 

165 滕  珺 11.28 国际 
全球教育治理与中国参与高层研讨

会 

北京师范大学国

际与比较教育研

究院、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与社会

发展研究院 

166 滕  珺 11.30-12.1 国际 中芬项目式学习专题研讨会 

北京明远教育书

院、北京师范大

学国际与比较教

育研究院中芬教

育研究中心 

167 滕  珺 12.16 国内 一土嘉年华 一土学校 

168 滕  珺 12.19 国际 

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

路”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高端研讨

会 

北京师范大学国

际与比较教育研

究院、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与社会

发展研究院 

169 王  璐 7.3-4 国际 教育评价国际研讨会 

辽宁省教育学会 

大连现代学习科

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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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王  璐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171 王  璐 11.25-26 国内 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比较教育论坛 浙江大学 

172 王  璐 12.1-2 国际 第二届 G20 教育对话 

中国教育科学

院、广西师范大

学 

173 王  璐 12.19 国际 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端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社

会与教育政策研

究院 

174 王英杰 6.17-18 国内 
“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创新的理论与

实践”高峰论坛 

浙江师范大学、

《探索与争鸣》

编辑部、丽水学

院 

175 王英杰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176 肖  甦 0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177 肖  甦 4.14-15 国际 
“一带一路”与俄罗斯学中俄学者

研讨会 

北师大俄罗斯研

究中心 

178 肖  甦 6.9-11 国内 

第一届“一带一路”语言教育与文

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汉

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会

议 

新疆师范大学 

179 肖  甦 7.25-27 国内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留俄（苏）

学生与中国近代变迁和现代化进程

学术研讨会 

中国华侨历史学

会、黑龙江省侨

联 

180 肖  甦 8.21-22 国内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学术专家座

谈会 
商务印书馆 

181 肖  甦 10.14-15 国内 
第六届研究生论坛“一带一路”框

架下中俄青年的互识与互视 

北师大俄罗斯研

究中心 

182 肖  甦 10.30-11.03 国际 
莫斯科师范大学建校 145 周年庆祝

大会 
莫斯科师范大学 

183 肖  甦 11.25-26 国内 
2017 明远教育论坛：面向为来的课

堂教学改革” 

明远书院，明远

基金会 

184 肖  甦 12.1-2 国际 

第二届 G20 教育对话高端会议——

教育现代化之路：创新与可持续发

展。 

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主办广西师

大承办 

185 肖  甦 12.18-19 国内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国家

教育交流与合作高端研讨会 

北师大中国教育

政策研究院 

186 肖  甦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187 杨明全 11.30-12.2 国内 第二届 G20 教育对话会议 广西师范大学 

188 曾晓洁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189 张瑞芳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190 张瑞芳 10.20-22 国内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

分会第十届学术年会 
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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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Lauren Ila 

Misiaszek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192 
Lauren Ila 

Misiaszek 
5.12 国际 

6th Biennial BNU/UCL IOE 

Conference 
北京师范大学 

193 
Lorin 

Yochim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194 张  伟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195 胡  瑞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交流工作】 

表 33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7 年教师出境进行学术交流情况 

序 姓名 起止日期 
国别/ 

地区 
学校/单位 出国任务 

1 高益民 11.23-27 日本 名古屋大学 

参加世界课例研究大会（School 

Culture Promotion by Lesson 

Study :A Joint Project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chools ） 

2 黄  宇 11.10-12 
中国 

香港 
香港教育大学 

第八届两岸四地可持续发展教育论坛

/废弃物管理和教育-国际经验与中国

案例 

3 黄  宇 10.31-11.4 韩国 韩国环境教育学会 
第十八届中日韩环境教育联合大会和

工作组会议 

4 姜英敏 2.20-22 日本 宫城教育大学 
“‘异己’共生”中日文化理解对话

公开课观摩及研讨活动 

5 姜英敏 6.2-5 日本 筑波大学 参加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学会年会 

6 姜英敏 8.26-29 韩国 
东国大学、大真大

学 
中日韩三国对话课程研发会 

7 姜英敏 9.21-23 日本 东京学艺大学 
“‘异己’共生”中日文化理解对话

公开课观摩及研讨活动 

8 姜英敏 12.8-10 日本 北海道教育大学 中日韩文化理解对话课程开发 

9 刘宝存 
2016.12.30

-2017.1.27 
法国 波尔多大学 访学 

10 刘宝存 2.17-20 芬兰 坦佩雷大学 
出席欧盟“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 

伊拉斯谟硕士项目联盟会议 

11 刘宝存 3.4-10 美国 北美比较教育学会 

出席北美比较教育学会 CIES 2017 届

年会，做了题为 Towards an 

Inclusive Academic Community: 

Three Years after the Inclusive 

Policy of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Migrant 

Students 的演讲 

12 刘宝存 5.10-13 越南 越南教育部 

参加了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 

(HRDWG) Workshop on Ac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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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APEC Education Strategy 等

APEC 系列会议。 

13 刘宝存 7.1-5 柬埔寨 亚洲比较教育学会 
参加亚洲比较教育学会 2018 年年会

准备工作会议 

14 刘宝存 8.21-25 芬兰 坦佩雷大学 

出席中芬教育合作专业人员能力提升

研讨会，做了题为“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的演

讲 

15 刘宝存 8.26-31 芬兰 赫尔辛基大学 

出席中芬联合学习创新研究院理事会

会议和教育的全球性挑战国际研讨

会，做了题为“Sino-Finish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New 

Challenges, New Strategies”的主

旨演讲。 

16 刘宝存 4.11-12 
中国 

澳门 
澳门城市大学 

出席澳门城市大学教育学院课程质量

保证委员会会议 

17 刘宝存 9.28-10.3 比利时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出席“中欧高等教育研究合作：共同

领导”研讨会，做了题为“How to 

Lead  Research Teams and 

Collaborate Projects：

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of A 

Chinese Research Team Leader”的

演讲 

18 刘宝存 10.3-9 意大利 都灵大学 

参加中欧教师教育研讨会，做了题为

“Teac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Evolution and Reform 

Trend of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的演讲 

19 刘宝存 10.10-15 法国 科西嘉大学 

出席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委会

会议和 AFEC/AISLF & LAC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Diversity & Citizenship

国际研讨会，做了题为“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New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的演讲 

20 刘宝存 10.24-25 
中国 

澳门 
澳门城市大学 参加博士生开题 

21 刘宝存 11.8-16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印

第安纳大学 

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

参加合作研讨会 

22 刘  敏 8.26-9.1 芬兰 赫尔辛基大学 中芬联合创新学习研究院会议 

23 刘  敏 11.5-9 法国 OECD PISA 项目委员会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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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滕  珺 3.7-14 美国 北美比较教育年会 

参加北美比较教育年会"Preparing 

Chinese Students with Global 

Competence:  A Content Analysis 

on UN Job Descriptions" 

25 滕  珺 11.8-15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和印

第安纳大学 

参加“Sino-American Education 

Cooperation: History and 

Vision”和“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ymposium”研讨会 

26 王  璐 3.4-10 美国 亚特兰大 

Rural Teacher Issues in China  

Based on Empirical Study and 

Policy Analysis  

27 王  璐 8.21-27 芬兰 坦佩雷大学 Basic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28 王  璐 11.8-16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印

第安纳大学 

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

参加合作研讨会 

29 肖  甦 10.30-11.3 俄罗斯 莫斯科师范大学 
与周作宇副校长等一行 5 人应邀参加

莫斯科师大建校 145 周年活动 

30 

Lauren 

Ila 

MISIASZE

K 

10.14 法国 科尔特大学 

Grounded work on liminalities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hard spaces”: initial 

reflections on ethics, 

methodologies, and sensitivities 

31 

Lauren 

Ila 

MISIASZE

K 

9.21 泰国 

UIA Associations 

Round Table 

Asia-Pacific 

2017 

代表 WCCES 做演讲 

32 

Lauren 

Ila 

MISIASZE

K 

6.22 英国 

Gender and 

Education 

Association 

Biennial 

Conference 

Developing critical feminist sex 

education in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Scotland and 

China): a discussion on our 

2016/2017 GEA Fund project. 

33 

Lauren 

Ila 

MISIASZE

K 

6.22 英国 

Gender and 

Education 

Association 

Biennial 

Conference 

Autoethnography 

34 

Lauren 

Ila 

MISIASZE

K 

4.30 美国 
AERA Annual 

Meeting 

Conceptual interventions at the 

Latin America-China/China-Latin 

America Higher Education Nexus?: 

Towards critical nuancing” and 

Session Translator.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mericas: 

Balance and Prospects for 

Transformation – 1997-2017. 

35 Lauren A4.28 美国 AERA Annual Critical Models of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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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a 

MISIASZE

K 

Meeting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alism: 

Dis/Connections Within the 

Eastern Contexts 

36 

Lauren 

Ila 

MISIASZE

K 

3.9 美国 
CIES Annual 

Meeting 

Liminalities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hard 

spaces”: ethics, methodologies, 

and sensitivities 

37 张  伟 6.7-16 
中国 

香港 
香港大学 教育学院——暑期学校培训项目 

表 34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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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9-24 阿拉尼 1 日本 名古屋大学 
学术交流：日本

的课例研究 

2 2017.10.19-24 久野弘幸 1 日本 名古屋大学 
学术交流：日本

的课例研究 

3 2017.3.18-4.4 
Marianne E. 

Krasny 
3 美国 康奈尔大学 

授课/公民生态学

（研究生课程） 

4 2017.4.4-5.6 
Vinayagum 

Chinapah 
1 瑞典 斯德哥尔摩大学 

学术交流，探讨

未来合作 

5 2017.4.6-8 
Lynette 

Shultz 
2 加拿大 艾尔伯塔大学 

学术交流，探讨

未来合作 

6 2017.4.9-5.13 
Ulrich 

Teichler 
1 德国 卡塞尔大学 讲学 

7 2017.5.3-4 
Faridah 

Pawan 
1 美国 印第安纳大学 访问 

8 2017.5.23-25 郭世宝 2 加拿大 加尔加里大学 访问 

9 2017.6.10-12 柴田好章 2 日本 日本名古屋大学 
国际教育名师对

话北京讲学 

10 2017.6.10-12 杉浦彻 1 日本 
日本爱知县新城市西

小学原校长 

国际教育名师对

话北京讲学 

11 
2017.5.19-

6.16 

Ulrich 

Teichler 
1 德国 卡塞尔大学 讲学 

12 2017.6.19-21 
Leslie 

Gordon 
17 美国 佐治亚大学 教育博士班学习 

13 2017.6.23-25 
Hans-Günther 

Roßbach 
1 德国 德国班贝格大学 

国际教育名师对

话北京讲学 

14 2017.6.23-25 
Gundula 

Zschaler 
1 德国 

德国柏林福禄贝尔幼

儿园 Stepping 

Stones 园长 

国际教育名师对

话北京讲学 

15 2017.8.16-19 佐藤学 1 日本 学习院大学 
国际教育名师对

话北京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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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7.7.16-19 
Terrence 

Craig Mason 
3 美国 印第安纳大学 

学术交流，探讨

未来合作 

17 2017.8.13-20 蔡瑜琢 1 芬兰 坦佩雷大学 讲学 

18 2017.9.10-12 韩涛生 20 丹麦 奥尔堡大学 访问、学习 

19 2017.10.15-23 蔡瑜琢 1 芬兰 坦佩雷大学 讲学 

20 2017.11.1-3 
Mei Lan 

Frame 
1 美国 马萨诸塞大学 访问、学习 

21 2017.11.27-29 Halász Gábor 1 匈牙利 罗兰大学 讲学 

22 2017.11.22-25 Brian Demen 1 澳大利亚 新英格兰大学 访问 

23 2017.11.22-26 
苏霍姆林斯卡

娅 
3 乌克兰 

乌克兰教育科学研究

院 

国际教育名师对

话北京讲学 

24 2017.12.8-10 杜祖贻 1 美国 密西根大学 访问 

25 
2017.4.29-

5.12 

Romuald 

NORMAND；

Chantal 

DARDELET 

2 法国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讲学题目

1.French Higher 

Education in 

face of 

Globalization: 

a Challenge for 

Academics                    

2. French 

Education 

Policy and 

Politic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3.The ESSEC 

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programs. A 

public policy 

of excellence 

for All      

26 2017.9.10-22 
Hélène 

MICHEL 
1 法国 

斯特拉斯堡大学/国

家科研中心 SAGE 研

究中心主任 

从学校看欧洲社

会化发展 

27 2017.9.20 
Andreas 

Schleicher 
1 德国 

OECD 教育与技能部

主任、秘书处特别顾

问 

Education at a 

glance 

28 2017.10.9-10 
芬兰教育部部

长团 
 芬兰 

芬兰教育部、大学

团、商务团 

中芬教育合作成

果展、教育与健

康论坛 

29 2017.10.18 Carol 1 美国 特拉华大学教育学院 访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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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kelich 院长 

30 2017.11.1 Fred Dervin 1 芬兰 赫尔辛基大学 

讲学：New 

perspectives on 

interculturalit

y in teacher 

education 

31 2017.10.20-30 Seppo Holtta 1 芬兰 坦佩雷大学 

讲学（题目：高

等教育研究与创

新） 

32 2017.11.10-24 Guanglun MU 1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

大学 

讲学（题目：英

文学术写作与规

范） 

33 2017.5.26-27 

Ming Fang 

He\Shubert, 

William 

2 美国 美国佐治亚南方大学 

“跨文化叙事研

究”（Cross- 

Culture 

Narrative 

Inquiry） 

34 2017.5.11 
Joost Monks

执行主任 
1 瑞士 NORRAG 洽谈合作 

35 2017.6.29 

April 

Michelle 

Golden 

2 美国 
世界银行全球教育合

作基金（GPE） 
洽谈合作 

36 
2017.11.27-

12.3 

Sirpa 

Eskelä-

Haapanen、

Mikko 

Tiirikainen

、唐鑫 

3 芬兰 

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

师范教育系，芬兰坦

佩雷市政府幼儿教育

和基础教育服务部 

参加“中芬项目

式学习（PBL）专

题研讨会”，分

别作了“芬兰项

目学习案例分

享”和“芬兰现

象教育的本质与

挑战” 

37 2017.11.28 

Karen 

Mundy、Bruce 

Wolpe、April 

Michelle 

Golden 

3 美国 
世界银行全球教育合

作基金（GPE） 

参加“全球教育

治理与中国参与

高层研讨会” 

38 
2017.11.23-

11.30 

O.B 苏霍姆林

斯卡娅 
1 乌克兰 

乌克兰教育科学院院

士 

参加第三届明远

教育论坛；出席

明远教育奖领奖

仪式；参加“国

际教育名师对话

北京”之乌克兰

教育名师对话北

京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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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17.11.23-

11.31 
ф.瓦莲金娜 1 乌克兰 

乌克兰赫尔松国立大

学副校长 

参加第三届明远

教育论坛；出席

明远教育奖领奖

仪式；参加“国

际教育名师“对

话北京”之乌克

兰教育名师对话

北京活动 

40 
2017.11.23-

11.31 

O .斯塔利科

娃 
1 乌克兰 

乌克兰苏霍姆林斯基

国家教育科学图书馆

员 

参加第三届明远

教育论坛；出席

明远教育奖领奖

仪式；参加“国

际教育名师对话

北京”之乌克兰

教育名师对话北

京活动 

41 2017.9.21-28 Keith Lewin 1 英国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教

育学院 

参加世界比较教

育论坛 

42 2017.9.22-25 

N'Dri T. 

Assié-

Lumumba 

1 美国 

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

合会会长，美国康奈

尔大学教授 

参加世界比较教

育论坛 

43 2017.9.22-25 Wing On Lee 1 中国香港 

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

合会前会长，中国郑

州大学特聘教授 

参加世界比较教

育论坛 

44 2017.9.22-25 
Vinayagum 

Chinapah 
1 瑞典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教授 

参加世界比较教

育论坛 

45 2017.9.22-25 
l Anthony 

Welch 
1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

授 

参加世界比较教

育论坛 

46 2017.9.22-25 
l Ratna 

Ghosh 
1 加拿大 

北美比较与国际教育

学会前会长，加拿大

麦吉尔大学教授 

参加世界比较教

育论坛 

47 2017.9.22-25 杉村美纪 1 日本 
日本上智大学副校

长、教授 

参加世界比较教

育论坛 

48 2017.9.22-25 
l Jandhyala 

B. G. Tilak 
1 印度 

印度比较教育学会会

长，印度国立教育规

划与行政大学副校

长、教授 

参加世界比较教

育论坛 

49 2017.9.22-25 Elena Minina 1 俄罗斯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

教育研究所博士 

参加世界比较教

育论坛 

【学术活动】 

表 35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017 年举办的国内国际会议情况 

序 起止日期 
会议

类别 
会议名称 

批准 

单位 

国内

人数 

港澳台

人数 

国外

人数 

论文

数 

参加会议国

家及地区 

1 9.23-24 国际 第六届世界比 教育部 500 12 46 308 中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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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教育论坛 国、英国、

加拿大、俄

罗斯、芬

兰、瑞典、

澳大利亚、

日本、印度

等 40 多个

国家 

2 2.17-18 国际 

中日韩“异

己”共生对话

课程研讨会 

教育部 30 0 6 8 
中国、日

本、韩国 

3 4.23 国内 

讲中国故事：

学校在变革中

发展——暨

《中国学校研

究》中英文图

书研讨会 

北京师

范大学 
50    中国 

4 6.4 国内 

“一带一路”

国家教育制度

与政策研究课

题研讨会 

北京师

范大学 
20    中国 

5 10.26 国际 

共创中美教育

新未来——顾

明远教授对话

Susan 

Sclafani 博

士 

北京师

范大学 
200  20  中国、美国 

6 11.28 国际 

全球教育治理

与中国参与高

层研讨会 

北京师

范大学 
20  3  

中国、美

国、加拿大 

7 
11.30-

12.1 
国际 

中芬项目式学

习专题研讨会 

北京师

范大学 
200  2  中国、芬兰 

8 12.19 国际 

共创人类命运

共同体——

“一带一路”

国家教育交流

与合作高端研

讨会 

北京师

范大学 
30  2  

中国、俄罗

斯、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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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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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长：施克灿 

副院长: 孙  益 孙邦华 

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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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江 

2 孙邦华 

3 施克灿 

4 徐  勇 

5 于述胜 

6 张斌贤 

7 王  晨 

8 
副高 

陈露茜 

10 孙  益 

【科学研究工作】 

表 37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2017 年立项课题情况 

序 课题名称 主持人 课题类别 经费（万元） 

1 《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明代卷》 施克灿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 7 

2 《中国教师资格的历史沿革研究》 施克灿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基金项目（17YJA880064） 
10 

表 38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2017 年论文发表情况 

序 论文名称 作者 期刊名称/出版社 期 

1 
《为什么说“人性本善”——刘咸炘

对传统性善论的现代总结》 
于述胜 周卫勇 《教育学报》 2017.3 

2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于述胜 《光明日报》 2017.1.17 

3 
《日伪政权统治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奴

化教育论析》 
孙邦华 

《日伪政权统治下北京师

范大学的奴化教育论析》 
2017.8 

4 

《民国时期高师制度存废之争的原因

探析——以 1932 年北平师范大学的

停办危机为中心》 

王聪颖 孙邦华 《教师教育研究》 2017.1 

5 《中国文化的尊师传统》 徐  勇 《新华文摘》 2017.23 

6 《蒙学与传统文化》 徐  勇 《新华文摘》（网络版） 2017.9 

7 《教师荣誉制度的历史渊源》 施克灿 《教师教育研究》 2017.4 

8 《德治礼序与中国大学治理》 
王明明  周作宇  

施克灿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1 

9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教育发展

路径的探索—以中国社会教育社为中

心的考察》 

施克灿 李  媛 《教育学报》 2017.4 

10 
《社会运动与 19 世纪末、20 世纪前

期美国公共教育变革》 

张斌贤 高  玲 

 钱晓菲 
《教育研究》 2017.2 

11 
《追寻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原初形

态及其发展轨迹——评〈教育公平和
张斌贤 《教育学报》 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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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效率——英美基础教育政策演进

研究〉》 

12 
《繁荣与调整：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发

展的历史轨迹》 
於  荣 张斌贤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7.4 

13 

《从缮性至心智训练——Mental 

discipline 在中国的引入》，《湖

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曹春平 张斌贤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报》 
2017.4 

14 《近年来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进展》 
陈露茜 张斌贤  

石佳丽 
《高等教育研究》 2017.8 

15 
《美国教育史研究的探索发展：以教

育史学会为例》 
高  玲 张斌贤 《外国教育研究》 2017.9 

16 《教育学界为什么少有争论？》 张斌贤 《教育科学研究》 2017.1 

17 
《以历史责任感推进教育史学科人才

培养》 
张斌贤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

育科学版)》 
2017.6 

18 

《从“体系时代”转向“问题时

代”：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振兴的路

径》 

张斌贤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7.6 

19 
《告别教科书传统：教育研究规范化

的必由之路》 
张斌贤 《教育科学研究》 2017.12 

20 
《专题：美国全国教育协会早期史研

究》 
张斌贤 《教育学报》 2017.6 

21 

《美国全国教育协会的早期事业：致

力于联邦教育机构的创建和发展

(1857—1903)》 

钱晓菲 张斌贤 《教育学报》 2017.6 

22 
《艰难的历程：弗吉尼亚大学的建校

史》 
李子江 姜玉杰 《大学教育科学》 2017.6 

23 
《斯韦泽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学术

自由判决第一案》 
秦发盈 李子江 《教育学报》 2017.5 

24 
《结构、义理与修辞——柏拉图<理

想国>教育理解引论》 
王  晨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7.1 

25 

Criticisms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man’s 

Idea of a University: Focusing 

on attacks in the Edinburgh 

Review 

王  晨 Higher Education Forum 2017.14 

26 

Higher Education Leadership in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Technical Schools Around the 

World 

王  晨 

Duncan Waite & Ira 

Bogotch, The Wiley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7 

27 《美国实践自由教育的新理论与新模 刘  敏 章  欢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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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王  晨 

28 
《〈教育杂志〉与民国时期的外国教

育史研究》 
孙  益 史晓娟 《教育史研究》 2017.2 

29 

《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经费管

理——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为例》 

孙  益 张婷姝 《高教探索》 2017.9 

30 

《如何用科学的手段来管理学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管理进步主义

影响下的美国学校教育变革》 

孙  益 武美红 《教育科学研究》 2017.6 

31 《教育史有什么用？》 陈露茜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7.1 

32 

hat is History of Education?: 

Rethinking the Triumph of the 

Western Ideas about 'Science' in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China 

陈露茜 

39 ISCHE International 

Standing Conference 

for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Buenos 

Aires 

2017 

33 《教育史是什么？》 陈露茜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 
2017.6 

表 39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2017 年出版专著情况 

序 教材名称 出版社 作者 时间 

1 《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文献汇编》（40 册） 国家出版社图书馆 于述胜 2017．10 

2 《传统蒙学与蒙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徐  勇 2017．10 

3 《美国高等教育变革》 教育科学出版社 张斌贤 李子江 王慧敏 2017．9 

4 《美国教育：观念与制度的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斌贤 郭法奇 2017．2 

表 40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2017 年科研获奖情况 

序 奖项名称 获奖成果 出版社名称 获奖人 时间 

1 
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学校大辩论”：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公共教育政

策中的意识形态冲突 

教育科学出版社 陈露茜 2017 年 

【学术活动】 

 承办国内会议 

1.2017年11月24-2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办、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承办的“全

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院全体教师及研究生参加。 

2.2017年11月26-2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办、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承办的“第

十一届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教育史研究论坛”在北京召开，本院全体教师及研究生参加。 

3.2017年12月1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办、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承办的“郭齐

家先生教育学术思想研讨会暨《教育立命之道与中国文化复兴》首发式”在北京召开，本院全

体教师及研究生参加。 

 参加国内会议 

1.2017年9月，孙邦华教授赴杭州参加由哈佛燕京学社和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

心联合举办的“异同之间：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个案研究”学术研讨会。 

2.2017年11月，孙邦华教授赴上海参加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学视域下的

中国大学与社会变迁暨上海财经大学建校1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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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年7月28-29日，徐勇教授和施克灿教授赴山东聊城参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

化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年会。 

4.2017年9月22-23日，徐勇教授在北京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中心第四届学术年

会。 

5.2017年12月23-24日，徐勇教授赴广东佛山参加广东教育学会国学教育专业委员会2017年

年会暨第三届岭南国学教育论坛。 

【国际交流工作】 

1.陈露茜：39 ISCHE International Standing Conference for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Buenos Aires, 2017. 

2.孙益：2017年6月4-8日，孙益赴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参加“第39届大学教学暑

期研讨会”。 

3.王晨：参加2017年威斯康星大学-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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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研究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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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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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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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艳 

4 冯晓英 

5 何克抗（返聘） 

6 黄荣怀 

7 李  芒 

8 李  崧 

9 李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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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  臻 

11 刘美凤 

12 武法提 

13 杨开城 

14 余胜泉 

15 张伟远 

16 衷克定（返聘） 

17 

副高 

傅  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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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兰琴 

31 赵国庆 

32 

讲师 

蔡  苏 

33 陈  桄 

34 陈  玲 

35 陈  青 

36 李葆萍 

37 谢  浩 

38 姚自明 

39 张志祯 

40 赵  宏 

41 庄秀丽 

42 朱京曦 

43 

工程实验 

曹良亮 

44 李  鹏 

45 潘  枫（返聘） 

46 温孝东 

47 张庆利 

48 行政 吕巾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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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工作】 

 课程建设 

周颖老师的课程“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陈桄老师的“普通心理学”获2016年北京师

范大学本科教改示范课程。 

 教材建设 

全院教师拟共同编写“高等院校教育技术学专业精品教材”，并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联

合出版。本套教材将于2018-2020年内分三批编写完成，预计出版36本，既有对已有基础性本科

教材内容的新版更新，也有围绕当前发展需求的新建课程，从知识体系上保证了专业课程内容

的基础性、完备性和引领性，从编写体例上力求体现出知识性、实践性和能力导向。目前，该项

工作已经启动，第一批教材的12位主编已经完成了教材编写的申请工作，计划于2018年1月12日

召开编写组会议，完成教材提纲初拟、出版合同签订等事宜。 

 国际交流 

6月，学院获批“教育技术学学术型硕士国际能力提升项目”，资助了5名学术型硕士生短

期出境访学。为了让学院师生了解学生们的访学收获，学院于12月20日举办了2017年硕士生短

期出境访学交流会，名单与汇报主题如下： 

表 42 学术型硕士访学名单与汇报主题 

序 姓名 年级 汇报题目 访学学校 校内导师 访学导师 

1 贾  姗 2016 硕 
学习分析技术交流

及中美文化对比 
美国密歇根大学 武法提 

Stephanie 

Teasly 

2 胡贺宁 2015 硕 
北德克萨斯大学访

学之旅 

美国北德克萨斯

大学 
李艳燕 

Kinshuk 

Cathleen 

Norris 

3 李文静 2016 硕 
芬兰 LUMA 科学教育

中心短期访学汇报 

芬兰赫尔辛基 

大学 
陈  桄 

Maija 

Aksela 

4 陈丽竹 2015 硕 
在印第安纳大学的

二十二天 

美国印第安纳 

大学 
董  艳 Curt Bonk. 

5 田  浩 2016 硕 
美国密歇根大学学

习预警项目调研 
美国密歇根大学 武法提 

Stephanie 

Teasly 

表 43 2017 年教育技术学院本科生出境访学交流名单 

序 姓名 年级 访学学校 

1 高  敏 2014 本 卡耐基梅隆大学 

2 张明通 2014 本 日本一桥大学 

3 张天怡 2014 本 昆山杜克大学 

4 范思彤 2015 本 香港教育大学 

5 唐雪萍 2015 本 香港教育大学 

6 吴怡君 2015 本 香港教育大学 

7 叶德奎 2015 本 香港教育大学 

8 黄治霞 2015 本 香港教育大学 

9 王钰茹 2015 本 台湾清华大学 

10 石琬若 2015 本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11 徐珺岩 2016 本 香港教育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68 

表 44 教育技术学院 2017 年参加国际会议学生名单 

序 姓名 年级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论文题目 导师 

1 孙  健 2014 本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ICCE2017 

12.4-8 新西兰 

An Empirical 

Case on 

Integration of 

Immersive 

Virtual 

Environment into 

Primary School 

Science Class 

蔡  苏 

2 李  皓 2014 本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ICCE2017 

12.4-8 新西兰 

An Empirical 

Case on 

Integration of 

Immersive 

Virtual 

Environment into 

Primary School 

Science Class 

蔡  苏 

3 戴金芮 2016 硕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ICCE2017 

12.4-8 新西兰 

A Case Study of 

Evaluation of 

Learners' 

Acceptance of 

AR_H2O2 System 

李玉顺 

4 王  涛 2016 硕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ICCE2017 

12.4-8 新西兰 

A Case Study of 

Evaluation of 

Learners' 

Acceptance of 

AR_H2O2 System 

蔡  苏 

5 许  冰 2016 硕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ICCE2017 

12.4-8 新西兰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 Platform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A 

Meta-analysis 

陈  桄

黄荣怀 

6 张秋杰 2016 硕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ICCE2017 

12.4-8 新西兰 

Can Distributed 

Practice Improve 

Students' 

Efficacy in 

Learning their 

First 

Programming 

Language? 

李葆萍 

7 芦曼丽 2016 硕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ICCE2017 

12.4-8 新西兰 

Online 

Synchronous 

Discussion in 

Face-to-Face 

Classroom Based 

on WeChat 

陈  桄 

8 殷宝媛 2016 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ICCE2017 

12.4-8 新西兰 

Designing a 

"Three Rings" 

The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Schoolbag 

武法提 

9 田  浩 2016 硕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ducational 

12.7-9 日本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the Factors to 

Influence the 

武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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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EITT 

2017 

Maker Teachers' 

Acceptance of 

Maker Education 

Scale - Hao 

Tian, Xinyi Li, 

Shanshan Ren, 

Lifeng Zhang, 

and Fati Wu 

10 何俊杰 2016 硕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EITT 

2017 

12.7-9 日本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Joyful 

Learning 

Application upon 

Undergraduate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 

Junjie He, 

Yameng Lee, 

Bingqing Young, 

and Feng-Kuang 

Chiang 

马  宁 

11 李  盼 2016 硕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EITT 

2017 

12.7-9 日本 

Research on 

Evaluation Model 

for Interactive 

Classroom 

Enabled with 

Mobile Terminals 

- Li Yushun, Lin 

Qun, Qian 

Chunlan, Zhao 

Shuxia, and Li 

Pan 

李玉顺 

12 刘  铭 2015 博 

201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SET) 

6.27-29 香港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Online 

Interaction of 

Sino-British 

Learners 

武法提 

13 樊敏生 2015 博 
第 10 届混合式学习国

际会议(ICBL2017) 
6.27-30  香港 

Research on 

Blending Leaning 

Model on 

Electronic 

Schoolbag 

武法提 

14 李子运 2015 博 
第 16 届教育技术国际

论坛（IFET2017） 
11.4-5 徐州 

教育技术研究者思

维方式的变革 
李  芒 

15 徐晶晶 2016 博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10.21-23 
英国 

伦敦 

Design of the 

Relation Model 

of learning 

adaptability 

based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黄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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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lipped 

Classroom 

16 徐刘杰 2016 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in 

Education：STEM as 

Critical Literacies 

9.27-30 

加拿

大，卡

尔加里 

Design and 

Develop STEM 

Educational 

Assessment 

System 

余胜泉 

17 王  琦 2016 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Education 

8.22-27 

美国，

休斯

顿，

Univer

sity 

of 

Housto

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User-Trust 

Based Social 

Review Method 

and System in 

Online Learning 

余胜泉 

18 朱肖川 2016 博 
第三届全球教师教育峰

会 
10.13-16 

北京师

范大学 

信息技术背景下教

师的专业化发展 
刘美凤 

19 朱肖川 2016 博 

第三届教育技术前沿国

际会议（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10.21-23 
英国 

伦敦 

The integra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e of 

Education ——A 

study of model 

of the impact of 

media technology 

on Education 

刘美凤 

20 黄石华 2016 博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7 

6.27-29 香港 

Research on 

Individualized 

Learner Model 

Based on 

Context-

awareness 

武法提 

21 陈钱钱 2015 硕 

1st Asian-Pacific 

Conference on 

Concept Mapping 

9.20-22 
北京师

范大学 

Concept Mapping 

As a Pre-writing 

Strategy On EFL 

High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Writing 

赵国庆 

22 吕倩如 2014 本 

2017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in 

Education Symposium 

9.27-30 加拿大 

Chinese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STEM Education: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陈  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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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刘昱辛 2016 硕 

2017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in 

Education Symposium 

9.27-30 加拿大 

Exploring the 

Implementations 

of Integrated 

STEM Education 

in K-12 Schools: 

A Systematic 

Review 

陈  桄 

24 李文静 2016 硕 

2017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in 

Education Symposium 

9.27-30 加拿大 

Preservice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STEAM education 

and attitudes 

towards STEAM 

disciplines and 

career in China 

陈  桄 

 实习见习 

1.大一学生北京见习。4月10-14日，组织大二学生前往见习单位进行短期见习，学生们在

该单位见习一周时间，以了解工作场所的情境、工作内容等。见习单位包括：北京十一学校、北

京奥鹏远程教育有限公司、北京陈经纶中学、龙门书局、北京市西城区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中

心。 

2.大二学生北京见习。10月23-27日，组织大一学生前往见习单位进行见习，见习单位为北

大青鸟公司、拓思德教育科技公司。 

3.大四学生上海见习。为了开阔学生们的教育视野，让学生们接触与了解教育一线与教育

前沿，2017年11月22-25日，教育学部组织2014级教育3班同学前往上海进行了参观学习活动。

此次参观内容包括上海市长宁区新泾中学、上海开放大学、上海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参观学习。

此次实践活动旨在为同学们提供一个从多个视角认识和理解教育领域发展以及和教育行业工作

人员交流的机会，帮助同学们更深入体会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以便明确以后的学业和工作发

展的方向。同时，这也是一次同学们回顾所学、走出课堂、运用知识的重要实践，同学们在三天

的实践参观过程中，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理解不断思考和提问，交流中激发了许多思维和观点

的火花。 

 

图 4 参观新泾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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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学校 

2017年7月21-26日，北京师范大学移动学习暑期学校圆满结束。本次暑期学校为了促进移

动学习理论的传播，推动移动学习技术的应用、移动学习的有效开展，由“移动学习”教育部-中

移动联合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联合主办。暑期学校吸引来自全国各

地的40多名教育技术专业学生、老师参与，包括山东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

师范大学、广州荔湾区五眼桥小学、怀铁二中等23所高校和基础教育学校。通过学术讲座、技

术培训、参观、实践等课程的安排，进行“移动学习”从理念到实践的学习。 

 
图 5 暑期学校全体成员 

 
图 6 实地参观中国科学技术馆 

 知行奖学金 

2017年知行奖学金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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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  

李  皓（2014级，男）；安  欣（2014级，女）； 

牛晓杰（2015级，女）；唐雪萍（2015级，女）； 

徐珺岩（2016级，女）；于  玻（2016级，女）； 

硕士生： 

杨  丹（2015级，女）；刘  曦（2015级，女）； 

陈  晶（2016级，女）；许会敏（2016级，女）； 

季小芳（2016级，女）；李亚蒙（2016级，女）； 

张艳分（2016级，女） 

【科学研究工作】 

 中文论文 

表 45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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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勤华、 

林世员 

“互联网+”时代中国开放大学的机

遇与挑战 
开放教育研究 2017.2.5 

2 
陈  丽、李  波、 

郭玉娟、彭  棣 

“互联网+”时代我国基础教育信息

化的新趋势和新方向 
电化教育研究 2017.5.1 

3 
陈  丽、王怀波、 

孙洪涛、刘春萱 

中国 MOOCs 的回归与高等学校教

学服务模式变革方向 
中国电化教育 2017.8.21 

4 陈  丽、纪  河 

开放、联通：互联网思维与开放大

学创新发展——访北京师范大学副

校长陈丽教授 

终身教育研究 2017.6.1 

5 陈  丽 
“互联网+”环境中学术期刊的改革

路径 
中国远程教育 2017.8.30 

6 
王志军、陈  丽、 

陈  敏、李彤彤 
远程学习中学习资源的交互性分析 中国远程教育 2017.2.28 

7 
张  丹、崔光佐、 

王建华 

利用认知过程分析促进小学数学提

取式学习 
现代教育技术 2017.5.15 

8 董  艳、王  飞 
家校合作的微信支持模式及家长认

同度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7.2.15 

9 
董  艳、陈丽竹、 

胡秋萍、王宏丽 

职前教师 TPCLK 调查与多元化培

养策略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7.7.5 

10 
董  艳、杜  国、徐

唱、郑娅峰、胡秋萍 

国内开放教育资源平台建设的现状

与发展 
中国电化教育 2017.11.1 

11 
翟雪松、董  艳、 

詹巧巧 

形塑学习(Solid Learning)教学环境

下大学生创新能力影响机制研究 
远程教育杂志 2017.5.20 

12 何克抗 

灵活学习环境与学习能力发展——

对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

(第四版)》的学习与思考之二 

开放教育研究 2017.2.5 

13 何克抗 

教学支架的含义、类型、设计及其

在教学中的应用——美国《教育传

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四版)》让我

们深受启发的亮点之一 

中国电化教育 20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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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何克抗 

促进个性化学习的理论、技术与方

法——对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研

究手册(第四版)》的学习与思考之

三 

开放教育研究 2017.4.5 

15 何克抗 

Web 2.0 应用的理论基础及多样化

实践——《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

册(第四版)》对信息化教学的启示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7.1.13 

16 何克抗 
创立中国特色创客教育体系——实

现“双创”目标的根本途径 
中国教育学刊 2017.2.10 

17 何克抗 

对反馈内涵的深层认知和有效反馈

的规划设计——美国《教育传播与

技术研究手册(第四版)》让我们深

受启发的亮点之二 

中国电化教育 2017.5.3 

18 何克抗 

关于形成性评估与隐形性评估——

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

四版)》让我们深受启发的亮点之三 

中国电化教育 2017.6.12 

19 何克抗 

基于建模的全新教学方式及其重要

意义与作用——对美国《教育传播

与技术研究手册(第四版)》的学习

与思考之四 

开放教育研究 2017.6.5 

20 何克抗 

新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重要趋势：

利用交互界面与交互空间支持学习

——对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

手册(第四版)》的学习与思考之五 

开放教育研究 2017.8.5 

21 何克抗 创立中国特色创客教育体系 
教育研究与评论

(中学教育教学) 
2017.9.20 

22 何克抗 

教学代理与自适应学习技术的新发

展——对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研

究手册》(第四版)的学习与思考之

六 

开放教育研究 2017.10.5 

23 
黄荣怀、刘德建、 

刘晓琳、徐晶晶 
互联网促进教育变革的基本格局 中国电化教育 2017.1.18 

24 
黄荣怀、刘德建、徐晶

晶、陈年兴、樊  磊 
教育机器人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现代教育技术 2017.1.15 

25 高  媛、黄荣怀 

《2017 新媒体联盟中国高等教育

技术展望:地平线项目区域报告》解

读与启示 

电化教育研究 2017.4.1 

26 黄荣怀、杜  静 
面向新一代学习者的教育教学创新

路径探究 
中国教育学刊 2017.9.10 

27 
肖广德、魏雄鹰、 

黄荣怀 

面向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信息技术

课程评价建议 
中国电化教育 2017.1.18 

28 
高  媛、黄真真、 

李冀红、黄荣怀 
智慧学习环境中的认知负荷问题 开放教育研究 2017.2.5 

29 魏雪峰、高  媛、 中国高等教育技术未来五年的发展 现代教育技术 2017.5.15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JYYP&UnitCode=&NaviLink=%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4%b8%8e%e8%af%84%e8%ae%ba(%e4%b8%ad%e5%ad%a6%e6%95%99%e8%82%b2%e6%95%99%e5%ad%a6)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JYYP&UnitCode=&NaviLink=%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4%b8%8e%e8%af%84%e8%ae%ba(%e4%b8%ad%e5%ad%a6%e6%95%99%e8%82%b2%e6%95%99%e5%ad%a6)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ZDJY&UnitCode=&NaviLink=%e4%b8%ad%e5%9b%bd%e7%94%b5%e5%8c%96%e6%95%99%e8%8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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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荣怀 分析——《2017 新媒体联盟中国高

等教育技术展望：地平线项目区域

报告》解读 

30 
郑兰琴、李  欣、 

黄荣怀、陈凤英 

网络学习空间中同伴互助焦点和手

段的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7.3.7 

31 
庄榕霞、方海光、 

谢春荣、黄荣怀 

城市典型场域学习环境的发展特征

分析 
电化教育研究 2017.2.1 

32 陈  鹏、黄荣怀 
设计思维：从创客运动到创新能力

培养 
中国电化教育 2017.9.11 

33 
刘美凤、李  璐、 

刘  希、吕巾娇 

人际交往领域教育目标——教育目

标分类理论的新发展 
中国电化教育 2017.1.18 

34 谢绍平、刘美凤 
理科教师对探究教学适应性评价指

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教师教育研究 2017.1.15 

35 武法提、李彤彤 
远程教学目标的差异化设计方法与

可行性验证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7.9.21 

36 李彤彤、武法提 
从“机械还原”到“有机整体”：网络

学习环境设计的生态转向 
远程教育杂志 2017.5.20 

37 牟智佳、武法提 
教育大数据背景下学习结果预测研

究的内容解析与设计取向 
中国电化教育 2017.7.5 

38 牟智佳、武法提 
MOOC 学习结果预测指标探索与

学习群体特征分析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7.5.25 

39 
李彤彤、武法提、 

黄洛颖 

生态学视角的网络学习环境结构分

析 
现代教育技术 2017.7.15 

40 
牟智佳、俞  显、 

武法提 

国际教育数据挖掘研究现状的可视

化分析：热点与趋势 
电化教育研究 2017.4.1 

41 刘智明、武法提 
联通主义视域下成人在线自主学习

导学策略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 2017.10.27 

42 李彤彤、武法提 
在线学习者效能的结构及关键影响

因素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 2017.9.4 

43 
樊敏生、武法提、 

王  瑜 
基于电子书包的混合学习模式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7.10.9 

44 余胜泉、汪晓凤 
“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供给转型与

变革 
开放教育研究 2017.2.5 

45 余胜泉、李晓庆 
基于大数据的区域教育质量分析与

改进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 2017.7.3 

46 余胜泉 大数据时代的未来教育 中国民族教育 2017.8.1 

47 余胜泉 “互联网+”时代,教育走向何方？ 中国德育 2017.7.23 

48 余胜泉 学术共同体建设与学术期刊的发展 中国远程教育 2017.10.19 

49 
陈  玲、余胜泉、 

杨  丹 

个性化教育公共服务模式的新探索

——“双师服务”实施路径探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7.7.5 

50 王  琦、余胜泉 
作业社会化批阅工具的设计、开发

与评估 
开放教育研究 2017.6.5 

51 万海鹏、余胜泉 基于学习元平台的学习认知地图构 电化教育研究 20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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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52 王济军、余胜泉 
基于 CMC 的 E-Mail 交际提升小学

生跨文化交际素养的研究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7.7.15 

53 
李  芒、郑春萍、 

李子运、唐  轶 

“互联网+”时代高校卓越教师的核

心特征 
中国电化教育 2017.1.18 

54 
李  芒、周溪亭、 

李子运 

“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的教学新

理念 
中国电化教育 2017.2.15 

55 
李  芒、乔  侨、 

李  营 

交互式媒体教学应用策略的发展研

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7.5.3 

56 
李  芒、乔  侨、 

李  营 

国内外交互式媒体教学应用的比较

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 2017.4.1 

57 
李  芒、孔维宏、 

李子运 

问“乔布斯之问”：以什么衡量教育

信息化作用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7.5.25 

58 李  芒、李子运 论高校教师十大互联网思维方式 电化教育研究 2017.7.21 

59 李  芒 

信息技术支持教师专业发展的创新

之作——《技术支持的教师教学反

思》评介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2017.6.15 

60 
陈晓波、李  崧、胡丽

丽、耿珠峰、赵国营 

Er3+（10%）：碲酸盐玻璃的近红外

量子剪裁发光 
量子电子学报 2017.5.15 

61 
陈晓波、李  崧、郭敬

华、周  固、樊婷婷 

氟氧化物玻璃陶瓷中铒激活中心的

双光子三光子与四光子近红外量子

剪裁发光（英文）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2017.8.15 

62 
郑娅峰、徐  唱、 

李艳燕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分析模型及

可视化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 2017.4.1 

63 
刘  臻、王云超、 

张  旭 

美国高校 CMS 建设和应用情况调

研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17.2.5 

64 
刘  臻、张  旭、鲁学

亮、陈  平、张艳分 

中国高校网站群建设与应用情况研

究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17.10.5 

65 
杨开城、李通德、 

惠治儒、田  浩 

在线教育众筹的技术机制与学习神

经元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7.1.13 

66 
杨开城、何文涛、 

张慧慧 

教学过程机制图：一种理解教学的

重要中介 
电化教育研究 2017.1.1 

67 
何文涛、杨开城、 

王亚萍 

基于 IIS 图分析的媒体技术教学应

用研究的个案分析 
中国电化教育 2017.4.7 

68 
何文涛、杨开城、 

张慧慧 

智慧教室环境下协作学习的行为构

成及其特征分析 
电化教育研究 2017.10.27 

69 
田  爽、郑兰琴、 

杨开城、许  易 

教学设计方案与实施过程一致性的

实证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 2017.3.1 

70 
张伟远、谢青松、 

王晓霞 

国际视野中开放大学的最新发展和

关注热点 
远程教育杂志 2017.7.20 

71 张伟远、谢青松 

推进终身学习和建立学分认证制度

的最新发展与实践探索资历框架的

级别和标准研究 

开放教育研究 20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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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张伟远、张  璇 
推进终身学习和建立学分认证制度

的最新发展与实践探索 
终身教育研究 2017.4.1 

73 
张伟远、谢青松、 

王晓霞 

东盟终身教育资历参照框架和质量

保证系统的构建及启示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7.9.21 

74 张伟远 
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在开放大学转

型创新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远程教育 2017.9.15 

75 
冯晓英、解晶晶、 

刘  月 

国际远程教育领域内容分析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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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3 

76 
冯晓英、冯立国、 

于  晶 

开放大学教师专业发展需求模型—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开放教育研究 2017.4.5 

77 傅  骞 
从创新实践到人格培养——创客教

育目标发展综述 
电化教育研究 2017.6.1 

78 傅  骞、刘鹏飞 
创客教育理念下的折纸课程开发与

实践 
开放学习研究 2017.6.20 

79 
傅  骞、李心怡、 

解博超 
中小学创客教育的理念与发展 福建教育 2017.5.8 

80 
李  爽、钟  瑶、喻  

忱、程  罡、魏顺平 

基于行为序列分析对在线学习参与

模式的探索 
中国电化教育 2017.3.7 

81 李玉顺 迈向“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信息化 中国民族教育 2017.8.1 

82 
李玉顺、杨  莹、吴美

琴、陈圣日、许  波 

中学生网络学习活动设计流程及分

析框架的研究——基于“视像中国”

的初中生网络课程实践 

中国电化教育 2017.5.3 

83 
马秀麟、王翠霞、 

苏幼园 
信息化环境下“四有好老师”的养成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17.10.10 

84 
马秀麟、雷湘源、 

张金忠 
翻转课堂的教育价值及误区分析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17.1.10 

85 
马  宁、吴焕庆、 

崔京菁 

以协同知识建构为核心的教师混合

式研训模型研究 
教师教育研究 2017.5.15 

86 张进宝 浅议科技博物馆中的创客活动 
自然科学博物馆研

究 
2017.1.25 

87 
陈  丽、王志军、 

郑勤华 

“互联网+时代”教育技术学的学科

定位与人才培养方向反思 
电化教育研究 2017.9.21 

88 
赵  宏、张亨国、 

郑勤华、陈  丽 
中国 MOOCs 学习评价调查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7.9.11 

89 
赵  宏、陈洪涛、郑勤

华、张馨邈、陈  丽 
中国 MOOCs 学习支持状况调查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7.5.15 

90 
蔡  苏、张  晗、薛晓

茹、王  涛、王沛文 

增强现实(AR)在教学中的应用案例

评述 
中国电化教育 2017.3.7 

91 蔡  苏、张  晗 VR/AR 教育应用案例及发展趋势 数字教育 2017.6.20 

92 
李葆萍、陈  晨、 

万海鹏 

未来教室环境中学生核心技能评估

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7.7.5 

93 李葆萍、淮瑞英 自带设备环境中的学习行为与学习 现代教育技术 201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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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研究——以“程序设计”课程

为例 

94 谢  浩 
学习型城市评价工具的国际比较研

究 
开放学习研究 2017.6.20 

95 
张  曦、张志祯、 

王永忠 

新技术背景下教育新生态的建构与

实践——以宁波市为例 
中国电化教育 2017.9.11 

96 郑兰琴、李  欣 
调节性学习的发展：模型、支持工

具及培养策略 
现代远程教育教育 2017.3.17 

97 李  欣、郑兰琴 
基于同伴互评的翻转课堂教学策略

的实证研究 
GCCCE2017 2017.6 

98 
田  露、陈凤英、 

 郑兰琴 

关于 STEM 活动的设计与效果研究

—以“探究杆秤的秘密”为例 
GCCCE2017 2017.6 

表 46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 2017 年度发表外文论文清单 

序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会议 
年,卷

（期） 

1 
Zhou Y, Chai C S, 

Liang J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Online Homework Guidance and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bout Educational Use of 

Web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2017,26(5) 

2 

Zhao, G. , Wang, 

D. , Chen, Q. , 

Shen, Y. , Han, 

W. , Xiong, Y. and 

Jiang, S 

Pupils’ Thinking Skills Development 

across Grade 4 - 6: An Investigation 

of 2096 Pupils in Mainland China 

Based on APTS 

Creative Education 2017,(10) 

3 
Zhang, Weiyuan & 

Duan, Chenggui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stitutional E-learning Development 

Framework in Continuing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xchange 

2017,20(4) 

4 

Lanqin Zheng, Li 

Xin, Ronghuai 

Huang 

The Effect of Socially Shared 

Regulation Approach on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2017 

5 

Panpan 

Cui, Lanqin Zheng, 

Xin LI 

A Co-citation Network Analysis of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from 2006 to 2016 

Proceedings of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Learning 

Technologies 

2017 

6 
Zhang, J., Zhang, 

H. 

Modelling the Network Dynamics of 

MOOC Offerings 
HKAECT-AECT 2017 

7 
Zhang, J., Zhang, 

H., Zheng, Q. 

An Explorative Study of the 

Curriculum Network of MOOCs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ODLAA) Annual Conference 

2017 

8 
Bowe, M., Chen, 

W., Griffiths, D., 

Learning analytics and policy (LAP): 

international aspira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Learning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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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el, T., Lee, J., 

Ogata, H., ... 

& Zhang, J. 

achievements and constraints Analytics & Knowledge 

Conference 

9 

Barberà, E., 

Galván, C., Zhang, 

J., Fernández-

Navarro, F. 

Factors Affecting MOOC 

Completion: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Support 

In Proceedings of 11th annual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2017 

10 
Chen, G., Xin, Y., 

& Chen, N.-S. 

Informal learning in science museum: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mobile exhibit label system with 

iBeacon technolog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7,65(3) 

11 
Lu, M., Chen, G., 

& Ouyang, S. 

Online Synchronous Discussion in 

Face-to-Face Classroom Based on 

WeChat 

In W. Chen (Ed.),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New Zealand: 

Asia-Pacific Society for 

Computers in Education 

2017 

12 

Xu, B., Chen, G., 

Sun, Y., & Huang, 

R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 Platform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A Meta-

analysis 

In W. Chen (Ed.),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New Zealand: 

Asia-Pacific Society for 

Computers in Education 

2017 

13 

Liu, Y., Chen, G., 

Cheng, W., Zhang, 

A., & Zha, S. 

Exploring the Implementations of 

Integrated STEM Education in K-12 

Schools: A Systematic Review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in 

Education Symposium 

2017 

14 

Cai, S., Chiang, F.-

K., Sun, Y., Lin, 

C., & Lee, J. J. 

Applications of Augmented Reality-

based Natural Interactive Learning in 

Magnetic Field Instruction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2017 

15 

Sun J., Li H., Liu 

Z.H., Cai S., Li 

X.W. 

An Empirical Case on Integration of 

Immersive Virtual Environment into 

Primary School Science Class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New 

Zealand: Asia-Pacific Society 

for Computers in Education 

2017 

16 

Wang T., Jia S., 

Dai J.R., Lu M.L., 

Xue X.R., Cai S., 

Chiang F.K. 

A Case Study of Evaluation of 

Learners’Acceptance of AR_H2O2 

System.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New Zealand: Asia-Pacific 

Society for Computers in 

Education 

2017 

17 

Wu Q.,  Wang 

P.W., Liu E.R., Fan 

Y.Q., Duan D.L., 

Wang Z.W., Cai 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earning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aviation flight training based on 

SCORM/AICC standard ——A case 

study of K Airline Company flight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Internet & Education 

Technologie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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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learning platform 

18 

Wang T., Zhang 

H., Xue X.R., Cai 

S. 

Augmented Reality-based interactive 

simulation application in double-slit 

interferometer experiment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mote Engineering and 

Virtual Instrumentation 

2017 

 学术著作 

表 47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 2017 年度出版著作清单 

序 作者 书名 出版社 时间 ISBN 

1 

Yu,Shengquan,Ally, 

Mohamed,Tsinakos, 

Avgoustos 

Mobile and 

Ubiquitous 

Learning：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2017.11  

2 何克抗 
教育行者 学术长青：

何克抗论文选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7.6 9787303223695 

3 李  芒 
互联网+教育：教师发

展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8 9787121323096 

4 张志祯 
教师教育中的视频教

学策略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10 9787302474746 

5 马秀麟 
信息化时代教师的专

业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7.3 9787303220014 

6 马秀麟等 大学计算机应用教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7.3 9787303215454 

7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

教程：数学一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6990 

8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

教程：数学二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7003 

9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

教程：数学三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6976 

10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

教程：数学四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701-0 

11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

教程：数学五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7027 

12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

教程：数学六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7041 

13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

教程：数学七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6983 

14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

教程：数学八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7058 

15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

教程：数学九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7034 

黄荣怀教授主编的Lecture Notes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下简称LNET）系列丛书通

过Scopus内容选择与咨询委员会(Content Selection & Advisory Board,CSAB)的严格评审，正

式被Scopus数据库收录。Scopus数据库的遴选标准及程序非常严格，由全球范围内20位专家组

成的CSAB进行独立的以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综合衡量方式审核。LNET系列丛书被Scopus数据库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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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表明由Springer出版的该系列丛书未来将会在Scopus中检索到，是这一国际权威学术机构

对该系列丛书质量的高度认可，对进一步提升LNET系列丛书的国际影响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图 7 LNET 系列丛书 

 科研立项 

表 48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 2017 年度项目申请清单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主持人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 
国内外应用信息技术提高教学质

量的成功实践案例研究 
张进宝 

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 
混合式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以

《普通心理学》为例 
陈  桄 

 获奖成果 

1.何克抗获第一届“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个人成就奖 

2.黄荣怀获批长江学者称号 

3.马秀麟、邬彤、赵国庆、郑兰琴、曹良亮、张庆利：“筑基专业发展、分层分类实施”的

大学计算机公共课课程体系建设及教改实践，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4.郑兰琴2017年荣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二完成人） 

5.马秀麟，信息处理基础—理科励耘班拔尖人才信息技术能力培养，2017年度校级示范课 

6.朱京曦获第六届多媒体教学设计比赛（网络组）一等奖 

7.李艳燕、李玉顺获第六届多媒体教学设计比赛（理科组）二等奖 

8.傅骞获第六届多媒体教学设计比赛（理科组）三等奖 

 咨询报告 

表 49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 2017 年度发布资讯报告清单 

 

序 负责人 报告题目 时间 

1 黄荣怀 
2017 新媒体联盟中国高等教育技术展望：地平

线项目区域报告 
3.18 

2 黄荣怀 2016 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 5.25 

3 黄荣怀 国际开放教育资源发展研究报告 4.22 

4 黄荣怀 “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发展报告 4.22 

5 李玉顺 中央电教馆交互式电子白板规范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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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专利 

1.余胜泉，万海鹏，李小文，李晟.一种在线学习行为投入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及方法公开

日：2017年12月7日 

2.余胜泉，一种基于模块相对位置的信息组合系统，201510263393.X 

3.蔡苏,余胜泉,林成龙.一种磁场可视化及交互方法.专利号ZL201410027617.2.授权日

2017.1.4，证书号第2329644号 

4.蔡苏、杨阳、王涛、胡晓毅、任媛.一种运用精细手势识别装置辅助自闭症儿童配对训练

的系统及方法.国家发明专利，申请号201710265310.X 

 软件著作权 

1.语文师生深度阅读软件（Android版）[简称三余阅读]V1.0。软著登字第1873438号 

2.语文师生深度阅读软件（ios版）[简称：三余阅读]V1.0。软著登字第1876320号 

3.基于计算机自动批阅技术的学习软件（Android版）[简称：批阅助手]V1.0。软著登字第

1972603号 

4.基于计算机自动批阅技术的学习软件（ios版）[简称：批阅助手]V1.0。软著登字第1972920

号 

【国际交流工作】 

 组织国际会议 

2017年6月4日下午，第21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GCCCE2017)在北京师范大学正

式开幕。本次大会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联合承办。大会获得中国

科学报、科技日报、现代教育报、电化教育研究、开放教育研究、现代教育技术、现代远程教育

研究、远程教育杂志、中国电化教育、中国远程教育、网易、腾讯教育等十几家媒体的大力支

持。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是由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协会举办的年度学术会议。该

会议已发展成为全球华人学者、教育工作者及政策制定者分享交流计算机教育应用领域相关研

究成果的年度盛会，已连续举办21届。本届会议的主题为“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变革”，包含9个

会议主题：学习科学、计算机支持协作学习；数字化教室、移动与泛在学习；悦趣化学习与社

会；科技在高等教育与人力绩效中的应用；教师专业发展与教育政策；科技增强语言学习；学

习分析、评估、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创客与STEM教育；数字技术、创新与教育。每个子会

议都设有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大会面向全球华人征稿，本届会议共收到551篇论文投稿，来自

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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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第 21 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GCCCE2017) 

 参加国际会议 

表 50 教育技术学院 2017 年教师出国交流清单 

序 时间 教师 国家/地区 会议/学校/单位 

1 4.11-13 黄荣怀 美国 
斯坦福研究院、美国 IDEO 设计公司、

Google 公司、Facebook 总部 

2 4.25-28 余胜泉、武法提 俄罗斯 
EdCrunch Ural: New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in higher education 

3 6.15-17  刘美凤、张婧婧 香港 
HKAECT-AECT 2017 Summ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ymposium 

4 6.26 李玉顺 香港城市大学 ICBL2018 

5 8.29 余胜泉 芬兰 AI Workshop 

6 9.18-19 黄荣怀 斯洛文尼亚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斯洛

文尼亚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开放教

育资源大会” 

7 10.5-7 蔡  苏 奥地利 
11th European Conference of Game-

Based Learning 

8 11.8-16 余胜泉 美国 
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印第

安纳大学教育学院 

9 12.2-9 
武法提、蔡  苏 

陈  桄、李葆萍 
新西兰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10 12.7-9 李玉顺 日本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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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echnology (EITT 2017) 

 接待国际访问 

表 51 教育技术学院接待国际学术访问 

序 时间 国家/地区 来访学校/单位 来访者 

1 2.20 芬兰 驻北京大使馆 

Mika Tirronen 博士，芬兰 DIMECC 国际合

作以及中国-芬兰战略信息技术联盟协调

员 Matti Hämäläinen 博士，Hilla 芬兰-

中国项目负责人、智慧物联网芬兰-中国

联盟协调员周杰韩博士 

2 3.17 瑞士 
弗尔堡大学和日内瓦

大学 

Pierre Barrouillet 教授、Valérie 

Camos 教授 

3 10.10 芬兰 教育与文化部 
部长 Sanni Grahn-Laasonen 女士率芬兰

政府、大学、企业 

4 11.16 澳大利亚 昆士兰科技大学 

柯德瑞校长（Peter Coaldrake）、谢博

德副校长（Scott Sheppard）、教育学院

院长 Carol Nicoll 教授、校长办公室官

员 Kathie Thomson 女士 

5 9.15 丹麦 奥尔堡大学 

教育学院院长 Annette Lorentsen 教授, 

Xlab 实验室主任 Eva Brooks 教授，

Learning Lab 成员 Dorina Gnaur 博士，

奥尔堡大学“创新学习”孔子学院外方执

行院长 Thorsten Budde Haensel 

6 7.24 美国 詹姆斯麦迪逊大学 
国际华人教育技术协会常务理事会主席刘

炬红 

 教师出国访学 

表 52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出国访学 

序 教师 时间 国家/地区 学校 

1 李艳燕 2016.8.24-2017.8.23 美国 卡耐基梅隆大学 

2 赵国庆 2016.9-2017.9 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3 温孝东 2015.9-2017.9 加拿大 
Faculty of Education - 

University of Alberta 

4 赵  宏 2017.9-2018.9 英国 英国开放大学 

11 月 1 日下午在演播楼 208 召开了教育技术学院 2017 年访学教师交流会。李艳燕老师的

报告题目为“走进美国课堂：教学科研一体化与 STEM 教育初探”、温孝东老师的报告题目为

“VETAE思维在加拿大”、赵国庆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基于 web的科学探究学习研究”。 

【学术活动】 

 学术会议 

为推动知识经济背景下教育技术学科的深入发展，加速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进程，总结

何克抗教授的学术思想及研究实践，“信息时代的教育技术学科创新与发展——暨何克抗教授

学术思想研讨会”于 6 月 4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教

育技术协会联合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

新中心、“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承办，旨在集中讨论知识经济背景下教育技

术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搭建高端交流平台。研讨会吸引了来世界各地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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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中小学工作者等 400 余人，他们来自 120 多所高校专家，50 多所企事业单位。北京师范

大学校长董奇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教授、中央电教馆馆长王珠珠女士、中国教育技

术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丁新先生、教育部高等学校教育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秘书长杨九

民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李克东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祝智庭教授、台湾中央大学陈德怀教授、北

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黄荣怀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芒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余胜泉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院长武法提教授等出席了此次会议。 

表 53 教育技术学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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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 北京 
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项目第四期全国中

小学语文、英语骨干教师培训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2 1.15 北京 2030 未来学校第二次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 

3 3.18-19 北京 互联网+教师教育高峰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4 4.26-29 北京 
首届全国“思维发展型课堂”教学能力

大赛（小学组）决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5 5.7-12 北京 
互联网+时代中小学教育改革与发展交流

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6 5.10-12 宁夏银川 
第十一期全国“思维发展型课堂”现场

（银川）观摩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7 5.25 北京 2030 未来学校第三次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8 6.2-3 北京 

GCCCE2017 中小学教师论坛——暨第十四

届全国“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

研究”年会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9 6.4 北京 
信息时代的教育技术学科创新与发展 —

—暨何克抗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10 7.18-20 浙江杭州 
第七届全国中小学数字校园学术交流暨

技术展示大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11 6.9-19 北京 第九届“知识管理与数位学习”工作坊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12 6.22-23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前沿

思想学术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13 8.13-15 江西上饶 2017STEM+创新教育学术交流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14 8.20 北京 

基于核心素养的学科能力研究成果发布

——暨首届京师“学科教育创新发展”

高峰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15 10.13-15 陕西西安 
第十二期全国“思维发展型课堂”现场

（西安）观摩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16 12.1-2 北京通州 
第四届“互联网+教育之学生全面发展”

论坛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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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2.14-16 广东广州 
第十三期全国“思维发展型课堂”现场

（广州）观摩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18 12.22-23 广西佛山 
Mixly Day2017 

全国创客教育交流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学术讲座 

表 54 教育技术学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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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迁移学习算法研究 庄福振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 

2 1.11 美国下一代课程标准及其评价改革 林秀峰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布法罗分校 

3 1.11 互联网+学科教育测量评价 张俊彦 台湾师范大学 

4 1.13 教育范式转变：原因及方式 赵  勇 美国堪萨斯大学 

5 3.2 当虚拟现实遇到科学实验 徐新逸、周云虎 
台湾淡江大学、台

湾大学 

6 4.18 

运用迷你教育游戏翻转课室 

——微翻转游戏式学习模式体验与研

究 

侯惠泽 台湾科技大学 

7 4.21 讲话、反馈、抑制、情感与学习 Wayne Holmes 博士 
英国开放大学教育

技术研究所 

8 6.20 人类绩效技术 Robert A. Reiser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

大学 

9 6.20 影响教育技术的十大趋势 Robert A. Reiser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

大学 

10 6.21 
构建混合式在线教学的全景式和丛贯

式评价模型的探索 
张京顺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

海湾大学 

11 9.18 应用眼球追踪技术探究科学学习历程 杨芳莹 台湾师范大学 

12 9.27 未来教育的全球趋势 赵  勇 美国堪萨斯大学 

13 10.27 
利用基于网络的科学探究环境

（WISE）开展教与学 
Marcia C. Linn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 

14 10.27 
开放、灵活的远程教育研究的趋势—

—书目分析 

Olaf Zawacki-

Richter 
德国奥登伯格大学 

【社会服务】 

 接待参观 

表 55 教育技术学院 2017 年接待参观清单 

序 时间 单位 

1 5.12 北京市西城区教师研修学院代表教师 20 余人 

2 10.12 延边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系主任 

3 11.22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系主任 

4 12.29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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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未来教育高精尖中心 2017 年接待参观清单 

序 时间 单位 姓名（人数） 

1 1.24 北京市教委、北京师范大学  

2 4.21 北师大统战部、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3 5.12 北京市西城区教师研修学院代表教师 20 余人 

4 5.19 深圳市心悦云端技术有限公司 3 人 

5 7.19 成都市双流区教育局  

6 9.14 苏州教育局 10 人 

7 10.12 中国移动“和教育”团队  

8 10.16 甘肃移动政企客户分公司 9 人 

9 10.20 洛阳电教馆、“乐教乐学”平台 2 人 

10 10.25 北京教育学院 6 人 

11 10.26 天语集团 3 人 

12 10.31 培生教育集团团队教育资源与服务中国区 2 人 

13 11.21 山西电教馆 50 余人 

 交叉平台 

6月17日，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委托我校科技处组织专家对依托我校建设的“数字学习与教育

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进行了验收，验收会在

英东教育楼举行。 

 培训交流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2017年10月24-26日，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张志帧和陈桄

两位老师为来自马尔代夫国立大学开放学习中心（Centre for Open Learning, the Maldives 

National University）的Fathimath Nasiha Abdul Muhaimin和Ihusana Shareef两位老师举办

了为期三天的开放学习工作坊（BNU-MNU Open Learning Workshop）。工作坊围绕e-Learning

主题，向两位来访的老师详细介绍了包括数字化媒体资源制作和在线学习平台的开发管理等相

关内容，三天的培训内容充实，实用性强，受到了来访老师们的一致好评。 

 
图 8 开放学习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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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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凯 

副院长：徐志勇 王  熙 

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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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宏启 

5 毛亚庆 

6 苏君阳 

7 余  凯 

8 张东娇 

9 朱志勇 

10 

副高 

鲍传友 

11 楚红丽 

12 向蓓莉 

13 姚计海 

14 赵德成 

15 徐志勇 

16 王  熙 

17 

讲师 

贾雷霞（病休） 

18 沈  立 

19 赵树贤 

20 于洪霞 

【人才培养工作】 

7月，举办为期一周的全国优秀大学生教育领导力暑期学校，吸引全国各高校50名本科生参

加。 

7月，举办为期一周的教育管理研究方法研究生工作坊，吸引18名研究生及高校科研人员参

加。 

11月，启动2018年全英文博士项目“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 Innovation”招生工作，

招生简章与申请流程在北师大留学生办公室网站上发布。 

建立教育管理专业教学实践基地。目前，我院已经在北京市范围内建立了10个教育管理专

业教学实践基地。截至2017年，各实践基地分两次接受教育管理专业本科生实习约50人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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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学部本科生见习约260人次，接受教育博士研究生见习20人次。各实践基地校为本专业学

生的实习、见习提供了良好的接待、伙食条件和专业支持，实习、见习效果良好，得到了学生的

好评。 

教育管理学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投入使用。3月，教育管理学院网站通过学校信息管理中心

检测，使用iea.bnu.edu.cn的域名正式上线投入使用。连同2016年底学院开通运行的微信公众

号，学院的信息管理工作进入新时代。 

1月3日下午，教育管理学院“管乐学理”师生交流会成功举办。参加晚会的师生有：北京师范

大学资深教授、教育管理学院创始院长顾明远先生，教育管理学院荣休教师高洪源和刘淑兰教

授，以及学院各位老师和在读学生。教育管理学院大家庭齐聚一堂，以乐学和平等为基础，在

对话、唱和之“管”乐里，达成共同愿景，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里，让“理性”与“正义”之

道融入了教育管理人的血脉。 

5月24日，教育管理学院成功举办2017届毕业生欢送会。教管院部分教师及17届研究生毕业

生参加了欢送会。欢送会上师生畅所欲言，每位毕业生都表达了在北师大几年学习的感受和体

悟，每一位教师都为毕业生送去了真挚的临别赠言，祝所有毕业生鹏程万里，前程似锦！ 

【科学研究工作】 

 科研活动 

1.中国学校综合调查数据采集平台开发完成 

中国学校综合调查数据采集平台，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主持开发，于2017

年底前顺利完成。中国学校综合调查数据采集平台，具有问卷调查、在线投票、在线测评、报名

表单等模块，可以满足调查者多方面的信息收集需要；具有问卷发布、数据搜集、数据分析、样

本管理等功能，可以满足调查者多方面的数据收集与分析需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将该平台作为技术基础，以学校效能作为主题，逐渐

建成中国学校综合调查数据库。 

2.“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系列研讨会成功召开 

2017 年 12 月 18 日，“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系列研讨会在北京

师范大学成功召开。 

 

图 9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系列研讨会 

本次会议由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教育管理学院承办，《中小学管理》杂志社协办。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秉林，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马嘉宾，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田慧生，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方中雄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北京师范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重庆教育评估院、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教育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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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小学管理》杂志社、《北京教育》报刊社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及北京八中、北大附中、

北理工附中、北京八十中、牛栏山一中、江苏天一中学、浙大附中、中关村三小、清华大学附小

等学校的校长共计80余人参会。河北省教育厅、雄安新区、北京教育学院、北京市顺义教委、延

庆教委等分别组织了200多名干部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主持。朱旭东部长介绍了此次会议的背景与主旨，并对相关

机构的倾力支持表示诚挚感谢，对与会人员表示热烈的欢迎。 

钟秉林会长在致辞中强调，教育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教育国际

化趋势的显著增强及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办学理念、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教师角

色、学习方式、教学管理方式、教育治理结构等提出了新挑战，亟需加强系统研究和顶层设计，

加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中小学校与高等学校之间的协同创新探索，举学校和社会之力，实

现教育内涵发展，助力我国教育事业在新时代迈上新台阶。 

马嘉宾副司长对此次系列研讨会的重大意义给予高度肯定，指出其对于进一步厘清问题、

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推动实践大有裨益。同时，鉴于高中阶段教育重要、复杂、困难等突出特

点，他衷心希望专家学者充分利用学科优势，进一步加强对高中教育政策、实践方面的系统性

研究，为高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科学指引。 

田慧生院长认为，学习贯彻十九大会议精神的过程，就是对未来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思考

的过程。对于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特征、重点、未来趋势及面临挑战，高校和科研机构均

有责任尽早进行研判与思考，并为决策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方中雄院长认为此次会议意义重大，将为十九大精神涉及的教育强国、教育优先发展、教

育深化改革等教育发展任务提供强大动力。新高考、新课改背景下高中教育发展与改革问题是

当代的教育热点问题。针对具体技术问题、利益冲突问题、实际操作方法等方面，政府部门、科

研机构及学校校长要共同思考，促使教育变革与科技变革协调发展，着力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等突出问题，更好地实现教育发展。开幕式后，研讨会分主题展开进行。 

在“新高考、新课改背景下高中教育发展与改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高中教育多样

化发展、学校组织变革、课程教学改革、学段衔接与制度创新以及招生、评价和考试制度改革

进行了研讨，针对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地方经验探索与改革的意见建议。 

在“2049年的中国教育：面向未来的学校变革研讨会”上，与会人员就教育创新发生和扩散

的政策环境和学校生态、面向未来的学习空间设计和教育技术变革、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进

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政策层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京师教育管理专题论坛”上，与会专家针对“体制机制改革：学校管理的未来走向”、“学校文

化”、“社会情感学习”、“教育人力资源开发”四个专题，就学校管理改进、学校文化建设、社会情

感能力、校长领导力表现、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3.教育管理学院评选首届学术节之学院奖和院长奖 

为了弘扬教育管理学院“理论取向、循证研究、国际视野、中国经验”的学术旨趣，进一步

促进教育管理原创知识的生产，形成中国特色、京师风范、世界一流的教育管理学科，以引领

中国教育创新，探索教育的中国治理之道，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决定设立学院

奖和院长奖，每两年评选一次，用以奖励本院教师和学生的优秀学术成果。首届教育管理学院

“学院奖”和“院长奖”评选活动将于2017年11月15日正式启动。学院奖聘请学院外资深教育

学者匿名评审，院长奖将由学院组织评审。 

王熙副教授、蔡永红教授、朱志勇教授获得首届学院奖，学院研究生郝少毅、王怀秀、杨烁

获得首届院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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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教管院学院奖、院长奖颁奖及总结会 

4.学院例会的学术交流，每月一次基本正常举行 

 科研产出 

全院老师发表文章47篇，其中中文文章46篇，英文文章1篇。 

表 58 教育管理学院 2017 年教师发表文章一览表 

序 姓名 文章 期刊 时间 本人排序 

1  鲍传友 
农村薄弱学校的信心缺失与

信任重建 
中国教育学刊 2017.03 独立作者 

2  鲍传友 
在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新起

点上 
中国教育报 2017.1.11 独立作者 

3  鲍传友 
提升学校治理能力需要进一

步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教育发展研究 2017.20 独立作者 

4  蔡永红 
中小学教师教学专长的构成

成分与领域特征研究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7.05 第一作者 

5  楚红丽 
外在的对立与内在的对抗：

破解教师工作积极性问题 
教育学术月刊 2017.06 独立作者 

6  程凤春 学校文化的教育魅力 
湖北教育(综合资

讯) 
2017.03 独立作者 

7  程凤春 

父母数学价值观对青少年数

学学习影响的跨文化研究—

—以韩国、德国和中国香港

PISA2012 数据为例 

教育研究 2017.05 第二作者 

8  程凤春 学区制走好走稳之探 中国教育报 2017.10.12 第二作者 

9  楚江亭 
中小学如何进行学校发展自

我诊断 
中国教师 2017.12 第二作者 

10  楚江亭 打好转型期名校建设攻坚战 中国教育报 2017.5.31 独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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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毛亚庆 

学校内部教师社会网络现状

及对学校管理改进的启示—

—一项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

研究 

基础教育 2017.03 第二作者 

12  毛亚庆 

东西部农村地区小学生社会

情感能力差异研究——教师

与家长教育行为的中介效应 

西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7.04 第二作者 

13  毛亚庆 

西部农村小学生社会情感能

力与学校管理的关系研究：

基于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视角 

基础教育 2017.01 第二作者 

14  毛亚庆 

西部农村小学生友谊关系对

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班级

社会网络密度的调节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2017.01 第二作者 

15  毛亚庆 新的认识 新的实践 中国教育报 2017.1.4 独立作者 

16  毛亚庆 
美国 UTOP 课堂教学质量评估

系统的探索与反思 
全球教育展望 2017.01 第二作者 

17  毛亚庆 
西部农村处境不利儿童的就

读经验现状及政策建议 
教育学报 2017.03 第一作者 

18  毛亚庆 以整体构建力推专业发展 中国教育报 2017.1.25 独立作者 

19  毛亚庆 
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升的理

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教师 2017.21 第三作者 

20  苏君阳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如何

理解？怎样行动？ 

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学报 
2017.03 独立作者 

21  苏君阳 
浮躁易出“教书匠”难出

“教育家” 
中国教师报 2017.3.1 独立作者 

22  苏君阳 “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中小学管理 2017.04 独立作者 

23  苏君阳 
信息化丰富和拓展教育现代

化 
中国教育报 2017.5.13 独立作者 

24  苏君阳 
现代学校制度下教师制度化

参与的内涵及意义 
现代教育管理 2017.07 第二作者 

25  苏君阳 

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实施方案

中的问题与改进策略——基

于 35 个区(县)校长教师交流

轮岗实施方案的内容分析 

教师教育研究 2017.06 第二作者 

26  王  熙 
西方价值观教育评价的研究

范式与研究方法 
教育学报 2017.04 独立作者 

27  王  熙 

21 世纪西方道德教育、品格

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研究的领

域之辨——基于 2001-2016

年文献的共被引分析 

全球教育展望 2017.08 第一作者 

28  王  熙 

教师视域中的“学校活力”-

-基于教师访谈资料的文本分

析 

教育学报 2017.01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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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王  熙 

价值观教育与社会阶层问题

研究——基于文化社会学的

理论探讨 

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学报 
2017.01 独立作者 

30  向蓓莉 
对话：专业且可信任的师生

关系 
未来教育家 2017.07 独立作者 

31  姚计海 
“文献法”是研究方法吗—

—兼谈研究整合法 

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学报 
2017.07 独立作者 

32  姚计海 
教育实证研究方法的范式问

题与反思 

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教育科学版) 
2017.03 独立作者 

33  姚计海 
肥胖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

响 
学前教育研究 2017.09 第二作者 

34  余  凯 想象另一种可能 中小学管理 2017.05 独立作者 

35  余  凯 

第三方教育评估权威性和专

业性的来源及其形成——来

自美、英、法、日四国的经

验 

中国教育学刊 2017.04 第一作者 

36  余  凯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in China: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Springer,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in 

Australia and 

the Asia 

Pacific 

2017 第一作者 

37  张东娇 
西方文化分类逻辑对中国学

校文化研究的启示 
比较教育研究 2017.08 独立作者 

38  张东娇 
简言易行：复归管理的简单

与文化的“苗条” 
中小学管理 2017.01 独立作者 

39  张东娇 

看见与听见：学校文化的意

会与言传——兼论波兰尼的

默会知识观及其启示 

教育研究 2017.09 独立作者 

40  张东娇 
我国中小学学校文化评估的

困境与优化路径 
教育科学 2017.06 第三作者 

41  赵德成 
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的

操作性如何实现 
人民教育 2017.02 独立作者 

42  赵德成 

中国四省(市)15 岁在校生科

学素养表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 PISA2015 数据的分析 

教育研究 2017.06 第一作者 

43  赵德成 

校长领导力对学生学业成就

的影响——教师教学投入与

学校自主权的调节作用 

教育科学 2017.03 第二作者 

44  赵德成 
以评价改革推动科学精神培

养 
中国德育 2017.18 独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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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赵德成 

中国四省(市)校长领导力表

现如何？——基于 PISA2015

中国四省(市)校长问卷的数

据分析 

中小学管理 2017.10 第一作者 

46  赵德成 

哪些因素在影响中国学生学

习成绩？——基于 PISA2015

中国四省(市)学生数据的多

水平分析 

中小学管理 2017.10 第二作者 

47  赵树贤 

新课改年代校长自我叙事的

变迁——基于 2001～2016 年

《中小学管理》“封面”文

章的内容分析 

中小学管理 2017.01 独立作者 

【国际交流工作】 

3月31日，第三届BNU-HKU“教育政策与管理论坛”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举行。我院朱志勇教授、

蔡永红教授、赵德成副教授、徐志勇副教授和沈立博士参加论坛并发言。 

6月15日，阿拉巴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Hlebowitsh P, Schumacher博士和Burnham博士访问

教育管理学院，与部分师生进行学术交流，进行两场学术讲座，题目分别为：“What Best 

Practice Aren’t: Identifying Evidence Based Practice”和“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Applications.” 

12月25日，香港理工大学高慕莲博士访问教育管理学院，进行题为“大学——学校伙伴协作

与学校改进：香港的经验”的学术报告。 

 

图 11 京师教育管理学术论坛 

10月16日和10月17日，社会建构论创始人肯尼斯·格根教授在教育管理学院讲学。肯尼

斯·J·格根教授，美国斯沃斯摩尔学院心理系教授，陶斯研究院院长,国际知名的理论心理学家，

社会建构论的主要奠基人和倡导人物之一。1973年发表了革命性的文章《作为历史的社会心理

学》，引起广泛争议，却为一种社会建构论的知识观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其代表性作品包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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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知识的转型》(1982)、《饱和的自我》(1991)、《实在与关系》(1994)、《社会建构论引

论》(1999)、《关系的责任》(1999)和《语境中的社会建构》(2001)等。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几

百篇。主要研究领域为：自我叙事、社会构建过程、关系存在与关系过程等。应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邀请，肯尼斯·J·格根教授于2017年10月16日和10月17日在我院做了题为

“关系过程：超越个体与社群”（Relational Process：Beyond Self and Community）和“关系过

程与教育发展”（Relational Process and Educational Flourishing）的两场学术报告，并与

教育学部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社会服务工作】 

成功组织了沈北新区教师高级研修班、绵阳中学学科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河南潢川幼儿

师范学校骨干教师高研班、山西吕梁学院汾阳师范分校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4个短期研修班。 

顺义骨干校长培养项目和中层干部培养项目顺利结项，并举行了结业仪式。 

 
图 12 顺义骨干校长培养项目结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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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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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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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潇怡 

2 胡定荣 

3 郭  华 

4 綦春霞 

5 王本陆 

6 张春莉 

7 曾  琦 

8 

副高 

陈红兵 

9 杜  霞 

10 阚  维 

11 李小红 

12 刘京莉 

13 卢立涛 

14 田  青 

15 易  进 

16 姚  颖 

17 周逸先 

18 讲师 刘英健 

【教学工作】 

 张春莉副院长带队2015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所开展游学项目 

为落实课程与教学研究院人才培养的要求，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017平6月17-25日，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张春莉副院长带领下，2015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研

究生来到川渝两地进行游学。 

游学课程是最贴近“全人”教育理念的教育教学模式之一，有助于挖掘知识和情感教育资

源，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

化发展。本课程的目标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学生通过实地考察、参加相关的学术交流研

讨活动等方式，在实践活动中增长相关知识；第二，学生通过参加团队集体活动，与老师、同学

们同吃同住同学习，提升自己的人际交注能力、合作学习能力，培养良好的个性品质；第三，学

生通过到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学习和生活，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文化的丰厚底蕴，增进对不同文

化的认识和尊重，更好地传承文化和历史传统。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2017年游学课程的课程内容分为两个模块：文化体验与学术交流。文化

体验方面包括参观重庆革命教育基地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成都杜甫草堂、青城山和都江

堰等自然人文胜地。而学术交流包括在四川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和成都武警警官学院等学

校进行学术交流，在重庆市九龙坡第一实验小学、育才中学和石室中学等学校观摩学习。 

本次活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课程与教学研究院的课程体系，落实了学院人才改革的要求，

通过营造师生平等交流的氛围，构建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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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师生都江堰合影留念 

 2016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展开实习总结 

21世纪的学术型研究生，除了具备一定的学术理论功底，还应该能够将所学理论服务于一

线教学实践，通过教学实践修正、完善课程与教学理论。 

为了增强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能力，能够在教学实践中找到真实问题，提

升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和解决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避免学生所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相脱节。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为本院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学生设置《课程与教学管理》、

《课堂教学改进》、《学生研究与指导》和《校本课程开发》四门课程，每门课程都配置了三到

四位教师，希望从课程管理、教学改进、学生研究、校本课程开发四个层面全方位提升研究生

学术素养，引导学生带着研究问题进行实习。 

2017年9-11月，2016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20名硕士研究生，分别进入北京实验学校、北

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北京三帆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等

五所学校实习。在实习期间，学生共听课312节、讲课30节、开展课题研究14项，将理论知识应

用于实践，在读懂学生、班级管理、课程开发等方面都有所提高，极大提升了自己的专业素养。

在实习结束以后，实习学校校长、任课教师、实习学生共同参加“实习活动暨实践课程总结研

讨会”，就实习及课程建设进行了感受分享，并提出改进建议。 

 
图 14 学生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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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学生在实习学校上课 

 2017级小学教育专业教育见习活动 

新课程改革之后，对小学老师的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增强小学

教育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能力，能够在教学实践中找到真实问题，提升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

和解决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避免学生所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相脱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

程与教学研究院为本院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开设了教育见习课程。 

2017年10月30日-11月3日，教育学部2017级小学教育专业的40名同学在北京的五所小学进

行了为期一周的教育见习活动。通过学部前期的沟通与联系，最终确定的见习学校分别是：北

师大实验小学、北京小学、北京市府学胡同小学、七一小学和中关村四小。这些学校拥有着悠

久的历史、优质的师资队伍、优美宜人的环境，这些丰富的教育资源给我们的学习提供了良好

的平台。 

同学们抱着一颗对小学教育的好奇与探究之心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教育见习。在府学小学见

习的同学，不但观摩了许多的示范课，并且还有机会参与了在府学小学举办的“东兴杯”教学

比赛。在观摩比赛的过程中，同学们对新手教师与专家教师的课堂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对如

何去评价一节课，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在北京小学见习的同学们有机会观摩了综合实践课程，并和学生一起走入了北京义利食品

工厂，在参观与制作中体会美食与科技相融合的魅力。 

北师大实验小学是一所十分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学校，在见习期间同学们亲身参与了

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接待工作，并且帮助老师排练了十分精彩的演出节目。 

在中关村四小见习的同学，有幸参与了老师们的教研会，在倾听和讨论中，大家尝试着将

在课堂上学到的教育学理论与小学教育实践相结合，从学生的需要出发，更好的帮助学生成长

为一个全面和谐完整的人。 

在七一小学见习的同学们通过听课、观摩、与指导老师的讨论，对小学中的教学设计、合

作学习、分层教学等问题都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通过为期一周的教育见习，同学们感受颇多，对未来自己即将从事的小学教师职业有了更

加清晰和深入的认识。大家尝试着在听课与观察中，发现教育中的真问题，为日后的研究寻找

更加具有实践意义的选题。在见习结束以后，见习指导老师和学生共同参加“见习活动总结研

讨会”，分享了大家在见习期间的感受和体会，并提出改进建议。 

【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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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师课程与教学论坛丨第十一讲“校园欺凌与课程教学”成功举行 

2017年9月13日上午在教2-109教室，“京师课程与教学论坛”第十一讲邀请到北京教科院

班主任研究中心研究员耿申老师做“校园欺凌与课程教学”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师范

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定荣教授主持，课程与教学研究院的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以

及其他院系的部分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图 16 耿申老师做“校园欺凌与课程教学”的专题讲座 

耿申老师及其团队长期关注有关校园欺凌的问题，其主持的“预防中小学校园欺凌和校园

暴力研究”课题被立项为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此次讲座耿申老师便分享了他

与团队关于这一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具体从校园欺凌的研究思路、科学认识校园欺凌的本质

以及如何有效防治校园欺凌三方面与大家作了分享。 

 京师课程与教学论坛丨第十二讲“人工智能与自适应学习”成功举行 

2017年9月27日上午在教2-411教室，“京师课程与教学论坛”第十二讲邀请到北京理工大

学复杂系统智能控制与决策国家重点实验室、自动化学院马宏宾教授做“人工智能与自适应学

习”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定荣教授主持，课程与

教学研究院的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以及其他院系的部分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图 17 马宏宾老师做“人工智能与自适应学习”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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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宏宾老师长期以来关注控制论、自适应等问题，尤其对人工智能领域的问题颇有研究，

此次讲座马宏宾老师便分享了他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心得，具体从人工智能的前世今

生、人工智能与教育两大方面与大家做了交流。 

 “京师课程与教学论坛”第十三讲教学机制与语言的研究——教学的道理 

2017年10月11日上午在教2-411教室，“京师课程与教学论坛”第十三讲邀请到清华大学校

务委员会副主任、教育研究所所长谢维和教授做“教学机制与语言的研究——教学的道理”的

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院长王本陆教授主持，课程与教学研究

院的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以及其他院系的部分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图 18 谢维和教授做“教学机制与语言的研究——教学的道理”的专题讲座 

谢维和教授是哲学博士，也是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在哲学、教育社会学等领域颇有研究，

此次讲座谢教授便从哲学社会学视角看待教学的基本问题，具体从教学的发展与挑战、教学的

概念分析、教学机制的基本结构、教学机制中的内容分析等四方面为我们讲述教学中蕴含的道

理。讲座最后，谢教授专门留出时间与大家深入互动，并对大家的困惑与问题做出了针对性回

答。 

 

图 19 谢维和教授与学生的亲切互动 

王本陆教授对谢维和教授表达了真挚的感谢，并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从教学的基本理

论来看，教学内容（知识）是教学的核心要素，谢老师围绕这一基本要素对不同的知识类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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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影响教学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做了很好的讲解。王老师对谢教授讲座中提倡的面对现实挑战，

不忘初心，回到基本理论的治学态度与研究路径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谢维和教授的讲座不仅

仅是对教学的道理的探讨，也是谢教授研究方法的分享，整个讲座深入浅出，扎实系统，让大

家受益匪浅。之后，王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体会，指出要充分认识理论的价值，理论可能不能

直接解决某一具体问题，但可以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方向与合理路径，同时教育实践者把

理论“对象化”的能力对于问题的解决也是至关重要的。 

  “京师课程与教学论坛”第十四讲温儒敏：我的语文教学研究之路 

2017年10月25日上午在英东学术会堂第二讲厅，“京师课程与教学论坛”第十四讲邀请到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聘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儒敏教授做“我的语文教

学研究之路”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院长王本陆教授主持，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的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以及其他院系的部分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图 20 温儒敏教授做“我的语文教学研究之路”的专题讲座 

温儒敏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的研究，又深切关注基础教育语文教学问

题，为推动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讲座温儒敏教授从语文课程的功能、

阅读、写作、语文高考改革、语文课程改革及语文教材等六个方面展开，发表了诸多平实而又

极具指导意义的见解。 

在讲座内容完成后，温老师还对在座学生提出了几点学习和成长的建议：一是要有目标，

有理想，有格局，有境界，将来在发展好自己的同时争取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做些贡献，不要

让自己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二是要有计划，做好读书的计划、研究的计划等，甚至能细化

到每个月，培养专注力；三是要善读书，保证一定的读书面和读书量，还要培养完整阅读的习

惯；四是要保持身心健康。之后，温老师与在座的师生就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怎么教、语文

教学研究如何处理好科学性与个人经验之间的关系、教材编写中如何处理教材与课标之间的关

系等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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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参会人员亲切交流 

王本陆教授对温儒敏教授表达了真挚的感谢，并结合讲座内容谈了三点体会：一是温儒敏

教授的讲座中关于语文教育本身的观点平实但实际，观点鲜明又能汇聚共识，致力于真问题的

解决，值得课程与教学研究院的所有师生对此进行深入理解、阐述并将之系统化；二是温教授

的讲座带给我们做学问的方法论启示，即真正面对现实中的真问题并从问题出发，在观点纷争

中找到共识并解决问题，这是充满情怀与智慧的高层次的学问；三是温教授也为学生们怎样成

长成才做了直接的指导，学生在有一定平台后要有理想追求，同时能脚踏实地，多读书、多关

注实践，当然还要保持身心健康，这是发展的基础。 

 “京师课程与教学论坛”第十五讲班主任工作坊研究与教育实践论文写作 

2017年11月8日上午在教2-411教室，“京师课程与教学论坛”第十五讲邀请到《教育科学研

究》杂志社副社长兼副主编、《班主任》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班主任研究中

心主任赵福江老师做“班主任工作坊研究与教育实践论文写作”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

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定荣教授主持，课程与教学研究院的教师、博士生和硕士

生以及其他院系的部分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图 22 赵福江老师做“班主任工作坊研究与教育实践论文写作”的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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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江老师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班主任研究中心主任、《班主任》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在班主任工作领域颇有研究，且出版过多本相关著作；同时赵老师也是《教育科学研究》杂志

社副社长兼副主编，对教育论文的写作也颇有心得。此次讲座赵老师便从班主任工作坊研究及

教育实践论文写作两个方面与大家进行了分享交流。 

胡定荣教授对赵福江老师表达了真挚的感谢，并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胡定荣教授在总

结中指出，赵老师围绕班主任工作坊和论文写作这两个主题分享了如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到最后推出成果的过程，讲座内容真实丰富又充满教育智慧，为我们从事教育研究提

供了诸多启示。具体来说，第一，我们应该做怎样的教育研究，应该成为怎样的教育研究者？

我们要像赵福江老师一样，深入教育实践做实践取向的研究。实证研究是手段，实践研究是目

的。第二，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下不到教育实践中去。赵老师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1）“去

的少了”；（2）到实践中缺乏发现问题的眼光，没有弄清实践工作中的苦恼和困惑；（3）缺乏

发现问题的方法；（4）缺乏成果的激励。第三，我们要反思教育理论与实践如何有机的结合？

赵老师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要做到“三个转变”：（1）目的的转变，

教师专业发展不是一定要以让每个教师都成为专家为目的，而是要为教师提供专业支持，这样

一来就能形成很多的研究领域；（2）思维方式的转变，认识到研究中的线性思维与实践中的“反

复”思维的差异，把握实践工作的性质和主线；（3）工作方式的转变，班主任工作坊的实质就

是“做中学”，理论培训不能空讲道理，要有实际操作，要帮实践工作者解决问题。第四，教育

专业的研究生如何成长？要注意处理好读书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关系，作为一名好的教育研

究者不能只通过读书写文章来做研究，要在教育实践中提高办事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等。第

五，课程教学论专业的学生如何选题？要像赵老师一样不断深入实践中发现问题，赵老师提出

的基于班主任的核心素养来设置课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题。 

 “京师课程与教学论坛”第十六讲价值观教学的人类学视角 

2017年11月22日上午在英东楼454教室，“京师课程与教学论坛”第十六讲邀请到北京师范

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教授做“价

值观教学的人类学视角”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定

荣教授主持，课程与教学研究院的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以及其他院系的部分学生参加了此次

讲座。 

 

图 23 沈湘平教授做“价值观教学的人类学视角”的专题讲座 

沈湘平教授长期以来对康德、马克思等现当代哲学大家有很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在价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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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领域也有诸多成果。此次讲座，沈湘平教授便从人类学视角剖析价值观教育教学问题，主

要从康德道德哲学的人类学基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人类学维度、马克思思想的人类学进度、

当代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洞见、人类学视野对价值观教学的启示等五方面进行分享交流。 

 
图 24 沈湘平教授与学生亲切活动 

胡定荣教授对沈湘平教授表达了真挚的感谢，并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胡定荣教授指出，

沈湘平教授以丰富的理论资源、严密的逻辑和生动幽默的语言对价值观教育主题下价值观教学

的根基、选题、理论建构、实践走向等做了深刻的阐述，对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很有帮助。之后

胡老师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体会：（1）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首先要重视对哲学的思考，具体来说，

哲学的思考要抓根本，即对某一个问题的研究要从哪里出发的问题；哲学的思考要找起点；哲

学思考要调思维；哲学思考要正心态。其次，做研究要读书明理，尤其要注重对学术史、知识谱

系的考察。此外，做研究还要做到切己体察，联系生活实际。（2）启示我们要对教育学传统进

行深入的反思。（3）对教学论研究的话题和思考方向的启示：第一，做教学论研究要关注人，

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第二，要关注具体的人，思考其中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第三，要关注价值

观如何落地，这是教育学要研究的问题。 

最后，王本陆教授也与大家分享了两点体会，王老师指出，（1）相较于知识、技能的教学，

价值教学是更能触及人的心灵、关涉人自身的问题，对价值教学问题的研究意义重大，但也是

目前教学论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和薄弱点。（2）价值研究的价值论立场大致有三种，一是价值绝

对主义立场，如价值一元论；二是价值相对主义立场，如价值多元论；三是价值共识主义立场，

即在多元基础上寻找共同的基点，追求基于个体的融合，王老师认为第一种立场指明了价值方

向，但过于“霸道”；第二种立场，体现了价值的多元性，但缺乏方向性；第三种价值共识主义

的立场是更为合理的。 

 《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丛书》启动会顺利召开 

11月8日上午9:00，《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丛书》启动会在英东楼352会议室召开，教育学

部朱旭东教授、施克灿教授、王本陆教授、周海涛教授、余雅风教授、曾晓东教授、和震教授等

丛书编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副总编辑饶涛、首席策划编辑郭兴举、策划编辑陈红艳以及

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学部学科办负责老师参加，会议由社科处周晓旭副处长主持。 

与会专家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出版此套丛书恰逢其时，对于梳理中国教育改革

开放40年的成果，总结经验与教训，探索中国教育发展之路以及提升教育学科影响力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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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会议结合一流教育学科建设以及高端智库发展，讨论了《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丛书》

的定位、总体框架设计、编撰与出版时间表，并就丛书的宣传和推广、国际影响力提升以及保

障服务问题进行了部署。 

此套丛书分为12卷，分别为：学前教育卷、义务教育卷、高中教育卷、高等教育卷、终身教

育卷、教师教育卷、课程与教学卷、政策与法律卷、关键数据与国际比较卷、教育技术卷、职业

教育卷、民办教育卷，计划在2018年8月出版。 

 

图 25 《中国教育改革开放 40 年丛书》启动会 

 全国第三届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北师大成功召开 

2017年10月14-15日，全国第三届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召开。

本次博士生学术论坛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学论学术委员会牵头组织，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为本次会议提

供了大力支持。会议共收到参会论文41篇，共有全国25院校的23名教师和105名博士生参会，会

议举办主题发言41次，专题讨论12次。本次全国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学术论坛的主题是“改革

开放40年我国课程教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变革”。 

2017年10月14日上午，全国第三届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学术论坛在京师大厦第六会议室开

幕，开幕式由郭华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京彬副部长代表教育学部致辞欢迎各位

嘉宾的到来，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的副理事长李森代表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发言，王本陆教授代表

主办方课程与教学研究院致辞。 

2017年10月14日下午，在京师学堂第一、二、三会议室举行了分会场主旨发言和相关讨论。 

博士生论坛举办期间正值王策三老先生90岁生日。2017年10月14日晚上，王本陆教授及与

会的所有博士生导师去拜访探望了王策三老先生并恭祝老先生90大寿！ 

2017年10月15日上午在京师学堂第二会议室举办了教学论常务理事会和在英东楼813举办

了博士生交流会，本届全国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学术论坛正式闭幕。 

本届全国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学术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规模较大、反响较好，为我

校课程与教学论人才培养提供一个高层次的交流研讨平台，使我校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得到来

自国内不同单位导师的集中指导，总结展示我校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点人才培养20年的基本经验，

与全国25所师范院校进行了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充分发挥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学科的领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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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图 26 全国第三届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学术论坛 

 儿童与核心素养培育——2017年“儿童与学校”小学教育研讨会 

2017年12月7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中关村第一

小学、府学胡同小学、史家小学和中关村第四小学共同承办的“儿童与学校”小学教育研讨会

在北师大英东学术会堂开幕。本次研讨会，以“儿童与核心素养培育”为主题，就前沿性问题进

行充分地讨论和交流。本次的会议议题是：核心素养培育与传统文化；核心素养培育与科技创

新；核心素养培育与整体育人。 

7日下午，我校部分语文、数学和班主任教师参加了在英东学术会堂和京师学堂举办的“核

心素养与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坊”、“核心素养与科技创新工作坊”和“核心素养与整体育人工作

坊”的研讨活动。 

 

图 27 2017 年“儿童与学校”小学教育研讨会 

8日上午，北师大实验小学和北京中关村一小分别作为此次大会的分会场，接着进行“核心

素养与学科实践活动的实施”课程和报告的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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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实验小学分会场研讨会共分两个地点：A楼五层报告厅和C四楼报告厅，分别由我校

吴建民校长和数学主任叶晓宏主持，我校甄岳鑫老师和李在励老师分别展示了美术课《画门神》

和数学课《比的应用》；中关村四小的郑思洁老师和刘佳老师展示了英语课《best bird》和语

文课《我的名字》。老师们结合学科的特点，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用不同的方法去

探究，发散学生的思维，提升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四位老师都具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在老师

的精心设计下，注重课堂实践，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图 28 核心素养与学科时间活动的实施 

“儿童与核心素养培育”是我们追求与探索的话题，“儿童与学校”小学教育研讨会全方位

阐释小学核心素养培育的理念、内涵、实施、评价，为核心素养在学校落地生根提供了路径与

方法。专家们对核心素养培育的真知灼见，使与会人员受益匪浅。中关村一小将继续在跨学科

教学的道路上不断尝试，以儿童视角、儿童立场，切实思考核心素养的培育方式及跨学科教学

的教育模式。愿每一位与我们同行的教育工作者们都能在思考中领悟，在教学中积淀，在核心

素养与跨学科课程学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二届全国小学绘本课程与教学研讨会顺利召开 

由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小学绘本课程与教学研讨会，于2017

年10月26-28日再次胜利召开。本次以“绘本课程与教学的融合与创新”为主题，探讨绘本课程

的跨学科、跨领域整合，以及绘本教学方式的多元创新。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位教师参与了本

届大会。本届研讨会较之第一届研讨会，规模更加盛大，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研讨会

上，参会代表们尽情领略绘本的魅力，思考绘本的教学价值，探讨绘本课程的建构以及教学手

段的创新。大会上可谓是名家云集，异彩纷呈。对于“绘本教学”微信公众号来说，2017年最大

的盛世就是这金秋时节的绘本之约，教育教学的饕餮盛宴。 

1.主题多元的专家演讲 

本次研讨会请到了各个领域中对绘本教学有热情的专家学者，为大家献上了不同主题的演

讲。也让参会老师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绘本的价值和教学运用方式，开拓了研究视野，也

从多角度全面的认识绘本。这些主题演讲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关于探索

绘本与提升学生关键能力的关系的讲话；特殊教育元老朴永馨先生对绘本作为连接普通教育与

特殊教育桥梁作用的思考；来自台湾的绘本研究专家刘淑雯教授则从绘本在肢体疗育、STEAM教

学、乐龄阅读等跨领域的教学应用为我们拓展了绘本教学的新视野；还有大会主持人姚颖老师

关于绘本课程多元融合与教学创新的演讲。这些专家既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探讨，也为老师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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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了实践的视野。在第二天的会议中，依然有资深的绘本研究专家所带来的精彩演讲，包括朱

自强教授结合具体绘本为例，关于绘本阅读教学法的讲授；还有作为绘本创作者的向华老师结

合自己的创作经历和绘本作品进行的，关于现代绘本创作怎样汲取和消化传统文化养分的演讲。

都为参会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如何运用绘本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和参考作用。 

 

图 29 刘淑雯教授进行主题演讲 

2.实践探索者的经验分享 

如果说专家主题演讲是从高屋建瓴的角度来带领我们拓展绘本研究与应用的新视野，那么，

来自一线实践者多年来在学校中推进绘本教学应用的经验反思和分享，则让我们看到了推动小

学绘本课程与教学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方式。花家地小学多年来利用和中央美术学院比邻的地理

优势，不断探索原创绘本，在大会上，花家地小学可爱的孩子与家长就共同讲述了他们的原创

绘本《听得到的彩色世界》，绘本中传达了深刻的意蕴，即使不用眼睛去看，依然可以用心去感

受世界的色彩，绘本关爱心灵、启迪思维、激发创意的作用也从中凸显出来了。此外还有一线

教师王乐芬老师从自身绘本教学经验出发，针对绘本阅读策略的演讲；以及河北省张家口市特

殊教育学校副校长王爱玲老师分享的该校在绘本教学实践和研究的探索中的心路历程。都为我

们展现了在学校的实践中，如何一步步的探索和推进绘本的教学应用。 

3.形式多样的现场展示课 

除了专家和一线实践者的主题演讲外，为了能让参会老师更加直观的感受到绘本的价值，

学习到绘本的教学应用方法，大会现场还组织了多节现场展示课。展示课中运用了多样的绘本，

既有外国经典绘本，也有富含传统文化元素的中国原创绘本；还有形式独特的摄影绘本，体现

了绘本的多元化和丰富性的特征。课程还涉及了不同的学科领域，除了常见的语文阅读课上的

应用外，还有以绘本为依托进行的美术拓印法的教学；在探究绘本的过程中学习数学规律的数

学课；以及刘淑雯老师关于运用绘本进行STEAM科学课程教学的设计。除了跨学科外，绘本展示

课所针对的对象范围也很广泛，涵盖了从二年级到五年级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甚至还包括了

针对特教儿童设计的，通过绘本活动进行的感官和行为训练的绘本课。这些现场展示课的呈现

都让我们看到了绘本在教学中多主题、多角度、多功能的丰富价值，和跨领域、跨学科、跨年龄

的无限可能，也符合本届大会的主题“融合与创新”，也启发了老师进行更加广泛的探索与创

新。 

4.交流碰撞的座谈研讨 

而在现场展示课后，大会都提供了机会，让专家学者、学科教研员和一线执教者进行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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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交流与对话，进行多元互动，一同针对现场展示课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进行进一步的探

讨。大会第一天是执教的杨修宝、李之彤老师和教研员王玉琴老师的交流讨论，第二天则是刘

淑雯教授和刘殿波两位特教领域研究者、绘本阅读和研究的践行者和一线的特教教师的多元互

动。在这一环节中，是先由授课教师介绍自己在本节课中的教学目标，教学设计的构思，以及

上课后的总结与反思。之后再由专家学者针对展示课中的精彩亮点和可以改进的问题进行评课。

这样就能够通过实践者和研究者的直接对话和思想的交流碰撞，对课程内容进行总结、反思和

升华。既能够帮助授课教师发现课程中的现存不足，从而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教学设计；也调动

所有参会老师一同思考，加以借鉴，从而能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更好的运用绘本这一优秀资源。 

 

图 30 参会人员交流与对话 

5.精彩纷呈的分会场之行 

在结束了两天的主会场议程之后，最后半天的分会场活动依然精彩纷呈。参会教师进入到

不同学校分会场进行听课和研讨活动，每个分会场也都安排了专家和教研员进行指导和点评。

府学小学分会场安排了不同科目的数学绘本课、科学绘本课、国学绘本课，以及同样针对语文

阅读有着不同教学目标的绘本阅读课、阅读拓展课和墙书阅读课。翠微小学分会场则展示了绘

本阅读课、跟绘本学写童话以及传统文化绘本的教学。进步小学分会场的绘本课展现了语文与

音乐的大胆结合，利用绘本创编故事，以及通过绘本阅读促进学生阅读策略掌握和思维发展整

合的方式。最后一个分会场花家地实验小学分会场则在三节课中呈现了绘本的读写结合教学、

原创绘本的阅读赏析以及主题绘本的关联阅读教学。 

 

图 31 进步分会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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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两天半的时间转瞬即逝，但时间虽短，老师们却都表示收获满满。本次大会聚焦热点

又拓展视野；以融合与创新为主题，既涉及到了广泛多元的领域，同时也关注特殊；既有广度

也有深度；多方参与交流，合作共进。让参会老师都领略到了绘本的价值和魅力，也激发了他

们关注绘本、运用绘本的热情，并为他们今后的绘本教学实践的探索和研究提供了启发和借鉴。

精彩还会不断延续，相信随着绘本课程与教学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拓展，会有更多的研究者和

教师参与其中，共同推动其发展与创新。 

【学术交流工作】 

 我院杜霞副教授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中心2017年学术年会 

2017年9月22-23日，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中心2017年学术年会在北京朝阳区第八十

中学举行。此次大会由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中心主办，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承办，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协办，传统文化教育理论研究者和一线校长、教师近30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此次学术年会以“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建设”为主题，旨在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发

展与创新，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为期2天的会议内容丰实，形式多样，亮点

纷呈。 

 

图 32 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2017 年学术年会 

 

图 33 传统文化课程建设大家谈主题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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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工作】 

 綦春霞教授2017年外事活动 

2月14-17日，澳门粤华中学、培道中学指导。 

3月14日，入选EURASI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杂

志副主编。 

5月2-3日，英国伦敦小学访问。 

5月8-11日，巴西会议里约第二届国际数学教育教材会议。 

6月7-11日，澳门初中四所、高中四所学校数学素养的测试和数学学力要求实施的调研。 

按照澳门高中数学学力先导计划的要求，为了完善、检验学力要求的内容，北师大项目组

负责人綦春霞教授带领团队，于2017年2月14-17日，对澳门的四所高中学校进行第五次调研活

动，活动包括听课、评课、交流、专题讲座等活动。 

 

图 34 粤华中学观课 

 

  图 35 培道中学观课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112 

  图 36 濠江中学观课 

 

   图 37 教业中学观课 

綦春霞在粤华进行了项目学习课程资源开发的讲座。讲座设计了这样几个问题：“高中生

常用的用餐用哪些？选择食谱时应注意什么？针对学生缺铁和锌的状况进行配餐”，最后让教

师根据高中生的特殊情况，进行配餐设计。通过让9位教师对这几个问题的解决，能够体会课程

资源的开发的意义。 

 

图 38 綦春霞老师讲座后与师生合影 

澳门高中数学学力先导计划的要求，为了完善、检验学力要求的内容，北师大项目组负责

人綦春霞教授带领团队，于2017年6月7-11日，对澳门的四所高中学校进行第六次调研活动，活

动包括听课、评课、交流、专题讲座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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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綦春霞教授调研澳门高中学校合影 

2017年6月13日，綦春霞应澳门大学的邀请，做了一场题为“澳门初中数学学力要求”解

读的报告。 

 

图 40 綦春霞教授做“澳门初中数学学力要求”报告 

8月24-25日接待美国芝加哥大学Zalman Unsisk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SMP教材主编，组

织“中美数学教育对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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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綦春霞主持国际数学教材对话活动，与美国芝加哥大学 Unsiskin 教授合影 

 台湾刘淑雯教授应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姚颖副教授邀请赴北师大开展为期10天的引智课程

“儿童文学教学应用”讲学 

2017年10月18-27日，台北市立大学刘淑雯教授应北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姚颖副教授的邀

请，为北师大教育学部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为期10天的引智课程项目“儿童文学教学应用”。 

 

图 42 刘淑雯教授教学现场 

在为期10天的课程中，刘淑雯教授为学生带来了18个课时，5个主题的精彩课程。 

主题一：百变的绘本应用 

玩转绘本，将绘本跨领域运用的讲座，不仅开拓了同学们的视野，向大家提供了绘本运用

的新思路，更让大家明白了兴趣、热爱才是研究者从事研究的动力，推动改变的责任与担当才

是研究者从事研究最终的落脚点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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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刘淑雯教授为学生授课 

专题二：走进绘本，走进阅读——基于提升语文教师核心素养的绘本教学实践与反思 

此次展示课地点设在志成小学，并借用本校四年级学生。展示课主要分为说课，上课，及

课后补充与交流三大部分。 

 

图 44 刘淑雯教授与学生积极互动 

示范课后，刘教授继续与到场的研究生、一线教师们进行了深入互动，进一步对自己课上

的细节问题进行补充和说明。 

随后，刘教授又和大家继续探讨绘本在课堂中的实际运用问题：如何选择提问策略，通过

“越问越聪明”，帮助学生搭建理论支架，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如何利用绘本在课堂中加入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元文本，培养学生的跨领域合作意识？如何促进学习的迁移及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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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接轨？这些都是需要教师们前进的方向和探讨的重心。 

 

图 45 刘淑雯教授的“儿童文学教学应用”课程现场 

专题三：故事让学习有灵魂：特教绘本教学探究 

该专题中，刘教授首先从特殊教育观念的进步说起，讲到现在ICF功能观理念，认为特殊儿

童只是在某一方面功能有短期和长期的缺损，但只要在环境或工具方面提供适合他们的帮助，

他们可以完全可以获得和一般儿童一样的发展。 

专题四：绘本阅读的教育学心理学基础 

 

图 46 刘淑雯教授对研究生学生未来发展提供建议 

刘老师首先依据自身经验，对在座的各位研究生未来发展也提供了建议。要想从事儿童文

学的相关事业，主要可有三个领域的选择：即儿童文学的创作、对作家和作品的分析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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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与教学紧密结合的实证研究。 

 

图 47 刘淑雯教授“每个家庭都可爱”课程现场 

专题五：绘本与STEAM课程结合的思路与方法 

STEAM是近年来很受到人们关注的跨领域融合教学方式。它所包含的并不是一个学科，而是

打破学科界限，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五个学科在教学中进行整合，为孩子提供融合

化的教育，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从而提升其全球竞争力。而刘老师则主要关注到了如何运用

绘本这种看似简单却主题丰富、意蕴无穷的资源来进行STEAM教育的。 

 田青副教授负责教育学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暑期学校 

2017年4月29-30日，北师大教育学部环境教育外专团队讲学活动在英东楼552和454进行了

共计16个课时的教学。主要内容是环境伦理学，课程内容涉及到环境伦理的内涵与演进、自然

体验分享、相关环境议题的探讨、对动物、土地、生态等的伦理学研究以及环境教育的目标和

内涵等。听众包括对环境教育感兴趣的我校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及从事环境教

育工作的校外人员等等。 

2017年6月7-11日，北师大教育学部环境教育外专团队在英东楼552和454进行了有关多元文

化和国际理解教育的讲学活动。本次讲学活动是由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森茂岳雄老师授课，并由

其博士生邹圣杰担任翻译。主要内容是日本的大学制度、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多元文化教育和

国际理解教育中的课程开发与实践、基于学校与博物馆联合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以及移民学

习构想等等。听众主要是来自教育学部的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 

2017年7月3-7日，北师大教育学部环境教育外专团队讲学在教七107进行。主要由两部分内

容组成，质性研究以及以气候变化问题和实践为例的环境教育，二者试图进行有机结合形成环

境教育的质性研究课程。其中质性研究部分由加拿大Regina大学教育学部教授Paul Hart讲授，

以气候变化问题和实践为例的环境教育部分由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的政策高级研究员So-

Young Lee博士讲授。听众包括学部本科、硕士生，外校年轻教师，NGO组织人员等。 

2017年7月10-14日，北师大教育学部环境教育外专团队讲学在教七107正式开始了。本期课

程主要内容是农业与可持续生产教育。此次课程由外专团队讲学的美国阿拉斯加大学Gerald 

McBeath教授与其他一些境外教授合作授课，采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内容

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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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这次的暑期学校，考虑到经费总量有限，与北师大外事处资助的外专团队讲学部分

讲学和经费整合后，支持了两周暑期学校的讲学。2017年7月3-7日，第一门课环境教育的质性

研究；2017年7月10-14日，第二门农业与可持续生产教育课程。室内部分的课程在教七107执行。 

 

图 48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暑期学校授课现场 

2017年暑期（7.17-28），教育学部五个研究生到日本北海道大学进行历时12天的交流，此

次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学习环境教育和社会教育相关课程，了解日本的风土人情。通过近半个月

的交流，我们一行人对日本以及北海道大学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并取得了满满的收获。 

 

图 49 田青副教授带领学部研究所参加北海道大学暑期交流项目 

2017年7月19-28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5级的三名本科生李蕊芷、吕欣姗、孙萌在

田青副研究员的带领下，赴日本北海道大学参加了为期10天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课程。今年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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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来自日本、韩国、中国、俄罗斯的本科生参与其中。 

 

图 50 青年学生展开积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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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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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琼 

3 庞丽娟 

4 桑国元 

5 薛二勇 

6 朱小蔓 

7 朱旭东 

8 周  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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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副高 

裴  淼 

10 秦行音 

11 宋  萑 

12 吴国珍 

13 杨玉春 

14 张华军 

15 

讲师 

董丽霞 

16 高  莉 

17 周秀平 

18 叶菊艳 

19 袁  丽 

20 赵  萍 

21 景安磊 

22 杨小敏 

23 赵希斌 

【科学研究工作】 

表 61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7 年度课题登记表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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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JYC025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

区治理模式研究 
高  莉  

2 16JYA001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新

中国民办、代课教师的

历史研究 

胡  艳 

北京市哲

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 

3 CIA170273 国家 
民办高校分类管理风险

评估和防范对策研究 
景安磊 

国家社科

基金 

4  省部级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人才”工

程项目 

庞丽娟 
省部级课

题 

5  省部级 
我国学前教育体制改革

与政策创新研究 
庞丽娟 

省部级课

题 

6  省部级 
公办性质幼儿园发展状

况与政策建议研究 
庞丽娟 

省部级课

题 

7 716410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

项目 

促进技术创新的新生代

农民工职业教育体制研

究 

薛二勇 
国家级课

题 

8 AEAA17010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 2017 年度优先关注课

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北京

市职业教育资源优化配

置研究 

薛二勇 
省部级课

题 

9 308YXM-01  
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国家

免费基础教育问题研究 
杨小敏 

北师大教

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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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AAA17014 省部级 
新高考改革下北京高中

高校协同发展研究 
杨玉春 

北京市教

科规划 

11  事业单位委托 

教育质量监测（积极心

理环境）项目的专项技

术服务 

杨玉春 横向委托 

12  内部委托 
健康中国与健康教育政

策研究 
杨玉春 

院设重大

课题 

13 BHA170114 国家 

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

选择的社会分层与政策

影响 

周秀平 
全国教育

科学规划 

14  国家 
国家统编初中《道德与

法治》教材 
朱小蔓 

教育部委

托项目 

15  横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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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2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7 年终论文、咨询报告登记表 

序 姓名 成果类别 成果名称 期刊名称/采纳单位 发表刊号 

1 高  莉 咨询报告 
习近平教育思想研究之“论

职业教育” 
 2017  

2 胡  艳 论文 
晚清我国中小学教师的教学

研究机构及其活动 
教师教育研究 2017.5.15 

3 胡  艳 论文 
民国时期我国中小学教师的

学习研究组织及其活动 
教师发展研究 2017.3.20 

4 胡  艳，蔡凡弘 论文 
1949 年，我成为一名小学

教师——闫旭生老师口述史 
中国教师 2017.7.15 

5 胡  艳 论文 一蓑烟雨任平生（上） 小学语文 2017.8.10 

6 胡  艳 论文 一蓑烟雨任平生（下） 小学语文 2017.9.10 

7 
胡  艳，蔡凡

弘，贾玉玲 
论文 守得云开见月明（上） 小学语文 2017.5.10 

8 
胡  艳，贾玉

玲，蔡凡弘 
论文 守得云开见月明（下） 小学语文 2017.6.10 

9 胡  艳，贾玉玲 论文 
语文教学应该返璞归真

（上） 
小学语文 2017.11.10 

10 胡  艳，贾玉玲 论文 
语文教学应该返璞归真

（下） 
小学语文 2017.12.10 

11 
周海涛，景安

磊，刘永林 
论文 

助力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

展 
教育研究 2017.12 

12 景安磊，周海涛 论文 
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四维向度 
高等教育研究 2017.8 

13 郭二榕，景安磊 论文 
推动分类管理 促进民办教

育健康发展 
中国高教研究 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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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周海涛，景安磊 论文 民办教育将获得多重正效 中国教育学刊 2017.3 

15 
王  蕾，景安

磊，佟  威 
论文 

PISA 中国独立研究实践对

构建中国特色教育质量评价

体系的启示 

教育研究 2017.1 

16 裴  淼 论文 

Navigating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notions 

of teacher wellbeing as 

a complex phenomenon 

shaped by national 

context 

Compare: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7.48.1 

17 
裴  淼，靳  伟 

李肖艳，贾玉玲 
论文 

论西方教师教育研究范式及

其转向 
教师教育研究 2017.29.4 

18 李肖艳，裴  淼 论文 
国外教师领导力研究主题概

述 
教师发展研究 2017.1.2 

19 庞丽娟 论文 
关于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思考和建议 
新华文摘 2017.4 

20 庞丽娟 论文 
新时期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

策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 2017.5 

21 庞丽娟 论文 
编制约束下的中小学教师队

伍建设困境与政策改进策略 
中国教育学刊 2017.7 

22 庞丽娟 咨询报告 
积极引进全球高端智力全面

助力北京转型发展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同志批示 
2017.8.29 

23 庞丽娟 咨询报告 
关于幼儿园所谓虐童事件的

思考与建议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同志批示；北京市

委教育工委书记林

克庆同志批示 

2017.11.30 

2017.12.1 

24 庞丽娟 咨询报告 

关于财政性学前教育投入结

构与性质需进一步优化的建

议 

财政部科教司 2017.7.11 

25 庞丽娟 咨询报告 
关于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建议 
教育部综合改革司 2017.9.12 

26 庞丽娟 咨询报告 
关于实施“乡村教师工资倍

增计划”的建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工资福利司 
2017.8.28 

27 庞丽娟 咨询报告 
关于重点对三类群体实施中

职教育精准扶贫脱贫的建议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

成人教育司 
2017.9.5 

28 庞丽娟 报刊 
优化财政性学前教育投入结

构 
人民日报 2017.3.14 

29 庞丽娟 报刊 
建议实施“乡村教师工资倍

增计划” 
人民政协报 2017.3.15 

30 庞丽娟 报刊 《学前教育法》应尽快出台 光明日报 2017.4.13 

31 庞丽娟 报刊 
尽快研究出台《学前教育

法》 
中国教育报 20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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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张  倩，宋  

萑，黄毅英 
论文 

我国京港台三地数学教科书

的教师使用情况及其启示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报 
2017.16.5 

33 
宋  萑，宋文

霞，徐  淼 
论文 

教师实践知识的个体属性与

社会属性 
当代教师教育 2017.10.2 

34 
廖  伟，Margo 

Glew，宋  萑 
论文 

“全球视野的未来教育家培

养项目”的设计理念 
中国教师 2017.5 

35 宋  萑，朱旭东 论文 
论教师培训的需求评价要

素：模型建构 
教师教育研究 2017.29.1 

36 宋  萑，张丽梅 论文 
如何在教学中进行课程开发

——以语文学科为例 
福建教育 2017.Z1 

37 吴国珍 论文 
叙事探究，滋养教师回归心

灵 
中国教师 2016.8 

38 薛二勇, 周秀平 论文 
中国教育脱贫的政策设计与

制度创新 
教育研究 

2017(12): 

29-37 

39 

李  玲，黄  宸

薛二勇(通讯作

者) 

论文 
新阶段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发展评估研究 
教育研究 

2017(03):38

-45 

40 薛二勇 论文 
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有效

融入城市 
求是 2017.9 

41 薛二勇, 李廷洲 论文 

Analysis of policies to 

develop the teaching 

force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KEDI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2017(12):41

-60 

42 薛二勇, 刘爱玲 论文 
习近平教育思想：中国教育

改革的旗帜与方向 
中国教育学刊 

2017(05):9-

16 

43 薛二勇,徐友礼 论文 

教育督导的制度创新与实施

路径——山东省潍坊市教育

政策执行过程研究 

中国教育学刊 
2017(04):44

-49 

44 
刘爱玲,薛二勇

(通讯作者) 
论文 

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

政策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02):21

-28 

45 薛二勇 论文 
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和发展的

政策分析 
中国高教研究 

2017(02):24

-28 

46 薛二勇,李廷洲 论文 
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制度的政

策分析与建议 
人民教育 

2017(07):32

-35 

47 薛二勇 论文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助

力乡村振兴 
人民政协报 2017.11.8 

48 薛二勇, 刘爱玲 论文 政策创新：教育协同的关键 中国教育报 2017.10.26 

49 薛二勇, 刘爱玲 论文 
职教协同发展需政策措施跟

进 
中国教育报 2017.12.19 

50 薛二勇 论文 
教育经费精准使用助力教育

公平 
中国教育报 2017.12.26 

51 薛二勇等 咨询报告 
关于加强民族融合学校建设

的提案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

次会议的提案 
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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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薛二勇, 李廷洲 咨询报告 
关于调整班主任津贴政策，

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提案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

次会议的提案 
2017.8 

53 薛二勇 咨询报告 
关于新形势下促进中外合作

办学的提案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

次会议的提案 
2017.8. 

54 薛二勇, 刘爱玲 咨询报告 
关于京津冀职业教育资源相

互开放的提案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

次会议的提案 
2017.8. 

55 薛二勇 咨询报告 
关于修订《职业教育法》，

完善校企合作制度的提案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

次会议的提案 
2017.8. 

56 薛二勇, 李廷洲 咨询报告 

加强跨界融合型人才队伍建

设，推动“互联网+”行动

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全国政协采纳 2017.3. 

57 薛二勇, 周秀平 咨询报告 
创新体制机制从农民工大国

走向技工大国的建议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批示 
2017.3.7 

58 薛二勇, 周秀平 咨询报告 
新形势下完善教育脱贫精准

政策的建议 
中办直报 2017.9. 

59 薛二勇 咨询报告 
设立虐待儿童罪加重刑罚保

护儿童合法权益的建议 
智库专刊 2017.12. 

60 薛二勇, 刘爱玲 咨询报告 
加强顶层设计促进京津冀高

等教育协同发展的建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领导小组办公室

《教育成果要报》

第 29 期 

2017.4.21 

61 杨小敏 报纸 
职称评审权放到底，还须接

得住 
光明日报 

2017.11.12

（2 版） 

62 杨小敏 报纸 加强教育决策的大数据意识 光明日报 
2017.11.22

（2 版） 

63 
金志峰，庞丽

娟，杨小敏 
论文 

编制约束下的中小学教师政

策的队伍建设困境与政策改

进策略 

中国教育学刊 2017.7 

64 杨小敏 论文 
“15 年免费教育”的地方

性实践探索与理性研判 
中国教育学刊 2017.4 

65 
庞丽娟，金志

峰，杨小敏 
论文 

新时期乡村教师队伍的问

题、原因和建议 
中国行政管理 2017.4 

66 
王夫艳，叶菊

艳，孙丽娜 
论文 

学校里的“陌生人”：交流

轮岗教师身份建构的类型学

分析 

教育学报 2017.10.25 

67 石君齐,叶菊艳 论文 
论“实践-引导-反思”取向

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路径 
教师教育研究 2017,29(06) 

68 袁  丽 咨询报告 教师队伍建设国际比较研究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17.5 

69 袁  丽 咨询报告 
“教师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政策建议报告 
民进中央 2017.9 

70 
Litao Lu & Li 

Yuan& Feng Gao 
论文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children,Edited by 

Published b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7.p375-

39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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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ohn Morgan & Qing Gu 

& Fengliang Li,Handbook 

of Education in China. 

Limited 

71 张华军，朱小蔓 论文 
于无声处润人心——记情感

教育实践在北京中学的实施 
教育学报 2017.7.1 

72 张华军 论文 

重新想象教师本质和教学研

究——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大卫·汉森教授 

教师教育学报 2017.4.20 

73 张华军 论文 

Book Review for Chinese 

Philosophy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Xueji（学

记）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2017,12(1) 

74 赵  萍 论文 

我国师范学院的机构转型与

教师培养——对三所师范学

院的个案考察 

教师教育研究 2017.1.15 

75 赵  萍 论文 

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研究：学

校教研组——基于三种理论

视角的探讨 

教师发展研究 2017.3.20 

76 
赵  萍，周  钧 

李  琼 
论文 

教育：以色列科技创新的核

心 
中国教师 2017.3.1 

77 赵  萍 论文 美国家长“陪读”吗？ 中国教师 2017.9.1 

78 赵  萍 论文 
美国公立小学的综合活动课

(二) 
中国教师 2017.8.1 

79 赵  萍 论文 
美国公立小学的综合活动课

(一) 
中国教师 2017.7.1 

80 赵  萍 论文 美国孩子学奥数吗 中国教师 2017.11.1 

81 蹇世琼，周  钧 论文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4+2 教

师教育项目”的内部质量保

障体系研究 

外国教育研究 2017,44(12) 

82 
周  钧，张梦雨 

陈  林 
论文 

当前我国教师培训存在的问

题及解决策略 
当代教师教育 2017,10(04) 

83 周  钧，张正慈 论文 

从对经验的理性反思到基于

核心品质的反思——评科萨

根反思观的转变 

比较教育研究 2017,39(11) 

84 朱小蔓，王  平 论文 

情感教育视域下的“情感—

—交往”型课堂——一种着

眼于全局的人文主义探索 

全球教育展望 2017.1 

85 朱小蔓，王  坤 论文 
情感人文素质提升：情感教

育与生命教育的实践诉求 
教育研究与评论 2017.1 

86 朱小蔓 论文 
班集体教育漫谈：情感关怀

的视角 
班主任 2017.3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7&CurRec=19&recid=&FileName=JSFJ201701008&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pr=&URLID=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7&CurRec=19&recid=&FileName=JSFJ201701008&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pr=&URLID=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7&CurRec=19&recid=&FileName=JSFJ201701008&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pr=&UR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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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朱小蔓，王  平 论文 

在职场中生长教师的生命自

觉——兼及陶行知“以教人

者教己”的思想与实践 

南师大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7.3 

88 钟芳芳，朱小蔓 论文 

重构爱的联结：乡村教师对

留守儿童家庭的情感教育支

持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7.4 

89 朱小蔓 论文 

陶研组织的生命力——在

“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生活教育 2017.1 

90 朱小蔓 论文 卷首语 中国教师 2017.6 

91 钟芳芳，朱小蔓 论文 
论当代教师道德生活的困境

与自主创造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7.16 

92 张华军，朱小蔓 论文 
于无声处润人心——记情感

教育实践在北京中学的实施 
中国教师 2017.13 

93 朱旭东 论文 教师教育思想流派研究 教育学报 2017,13(06) 

94 朱旭东 论文 论教师的学习专业属性 教育科学研究 2017.9 

95 朱旭东 论文 新时期的教师精神 人民教育 2017.17 

96 朱旭东 论文 教师发展的全专业属性刍议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7,39(06) 

97 朱旭东 论文 
“高素质、专业化和创新

型”教师内涵建构 
中国教师 2017.11 

98 朱旭东 论文 论教师的全专业属性 教育发展研究 2017,37(10) 

99 朱旭东 论文 
基于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界

定 
教育发展研究 2017,37(04) 

100 朱旭东 论文 
民族-国家共同语教育政策

与实施：历史、现状和经验 
比较教育研究 2017,39(01) 

表 63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7 年度著作登记表 

序 姓名 著作名称 排序 
其他 

作者 
出版单位 

出版 

日期 
书号 

1 李  琼 

社会变迁中的我国中

小学教师队伍发展研

究 

1 丁梅娟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7.1 

978-7-

303-

20543-1 

2 Miao PEI 

Teacher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3 

Faridah 

PAWAN, 

Wenfang 

FAN, Wei 

JIN 

Routledge 2017.6 

978-1-

138-

12449-3 

3 桑国元 
21 世纪教师的核心素

养 
1 

郑立平 

李进成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7.9 

978-7-

303-

22764-8 

4 叶菊艳 
教师身份构建的历史

社会学考察 
1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7.1 

978-7-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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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67-0 

5 赵  萍 
美国教师知识合法化

进程研究 
1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7.1 

978-7-

303-

20268-3 

6 赵希斌 
追根溯源教语文：文

本的背景分析 
1  

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7.10 

978-7-

5675-

6955-3/g 

7 朱旭东 
教师教育思想流派研

究 
1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7.1 

978-7-

303-

20537-0 

8 朱旭东 
中国教师培养机构发

展研究 
1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7.1 

978-7-

303-

19248-9 

9 
朱旭东 

裴  淼 

教师学习模式研究：

中国的经验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7.1 

978-7-

303-

20538-7 

10 
朱旭东 

张华军 
教师专业精神研究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7.1 

978-7-

303-

21170-8 

表 64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7 年度获奖统计 

序 姓名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奖励名称 排序 颁奖单位 

1 景安磊 著作 
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报

告 2012 

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 
3  

2 裴  淼   2017 教育学部优秀教师  
北师大 

教育学部 

3 桑国元   2017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 1 爱思唯尔 

4 薛二勇等 咨询报告 
关于加强民族融合学

校建设的提案 

民进中央 2017 年度参政议

政成果二等奖 
1 民进中央 

5 
薛二勇 

李廷洲 
咨询报告 

关于调整班主任津贴

政策，加强班主任队

伍建设的提案 

民进中央 2017 年度参政议

政成果二等奖 
1 民进中央 

6 薛二勇 咨询报告 
关于新形势下促进中

外合作办学的提案 

民进中央 2017 年度参政议

政成果二等奖 
1 民进中央 

7 
薛二勇 

刘爱玲 
咨询报告 

关于京津冀职业教育

资源相互开放的提案 

民进中央 2017 年度参政议

政成果三等奖 
1 民进中央 

8 薛二勇 咨询报告 

关于修订《职业教育

法》，完善校企合作

制度的提案 

民进中央 2017 年度参政议

政成果三等奖 
1 民进中央 

9 杨小敏 提案 

《关于基础教育财政

投入由“公办学校”

转向“公共教育”的

建议》 

民进中央 2017 年度参政议

政二等奖 
2 民进中央 

10 杨玉春 提案 关于进一步推动教育 民进中央 2017 年度参政议 1 民进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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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与行政管理

部门分离的提案 

政成果二等奖 

11 张华军 著作 

John Dewey, Liang 

Shuming and 

China’s Education 

Reform: 

Cultivating 

Individuality 

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1  

12 周秀平 
全国政协

党派提案 

关于进一步完善新生

代农民工创业培训政

策的提案，2017 年 1

月 21 日 

2017 年度参政议政成果三

等奖 
1 民进中央 

13 周秀平 
全国政协

党派提案 

关于深化教育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提案 

2016 年度参政议政优秀成

果奖 
1 民进中央 

14 朱小蔓 国家级  当代教育名家  
中国教育

学会 

15 朱小蔓 国家级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特

别贡献奖 
 

中国教育

发展战略

学会 

16 朱小蔓 校级  2017 教育学部特殊贡献奖  
北师大教

育学部 

【国际交流工作】 

表 65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7 年度国际学者（含中国港澳台地区）来访登记表 

序 
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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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7.3.23 佐藤学 1 日本 学习院大学 座谈／讲座 
研究所

邀请 
于莉莉 

2 2017.5.12 
Faridah 

pawan 
1 美国 

印第安纳大

学 
座谈／讲座 

研究所

邀请 
桑国元 

3 2017.5.17 
Lynn 

fendler 
1 美国 

密歇根州立

大学 
座谈／讲座 

研究所

邀请 
桑国元 

4 2017.5.24 
Susan 

schreibman 
1 美国 

Maynooth 

university 
座谈／讲座 

研究所

邀请 
袁  丽 

5 2017.7.18 
Terrence 

mason 
1 美国 

印第安纳大

学 
座谈／讲座 

研究所

邀请 
李  琼 

6 2017.9.29 
Julie 

Sinclair 
1 美国 

密歇根州立

大学 
座谈／讲座 

研究所

邀请 
李  琼 

7 2017.10.2 
Colin 

Evers 
1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

大学 
短专课程 

引智 

项目 
裴  淼 

8 
 

 

 

 

Akita 

Kiyomi 
1 日本 东京大学 

参加第三届

全球教师教

育峰会并做

主旨演讲 

研究所

邀请 
李  琼 

9 
Chris 

DAVISON 
1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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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7.10.13 

Christophe

r DAY 
1 英国 诺丁汉大学 

11 
Hannele 

NIEMI 
1 芬兰 

赫尔辛基大

学 

12 
John Chi-

kin LEE 
1 中国香港 

香港教育大

学 

13 
Julia 

GILLEN 
1 德国 汉诺威大学 

14 
Lin 

GOODWIN 
1 中国香港 香港大学 

15 Lynn PAINE 1 美国 
密歇根州立

大学 

16 
Manabu 

SATO 
1 日本 学习院大学 

17 Qing GU 1 英国 诺丁汉大学 

18 
Simone 

WHITE 
1 澳大利亚 

昆士兰科技

大学 

19 黄嘉莉 1 中国台湾 
台湾师范大

学 

20 李军 1 中国香港 香港大学 

21 2017.10.23 
Daniel 

Schultz 
40 美国 

密歇根州立

大学 
座谈／讲座 

研究所

邀请 
赵  萍 

22 2017.11.3 
Sharon 

gary 
1 英国 

教育标准办

督查 
座谈／讲座 

研究所

邀请 
宋  萑 

23 2017.11.15 
Anthony 

Clarke 
1 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

比亚大学 
座谈／讲座 

研究所

邀请 
李  琼 

【学术活动】 

表 66 教师教育研究所教师 2017 年度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登记表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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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艳 2017.4.21-25 国内 

北京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珠

海分校 

“质性研究：多重

对话”第五届“实

践-反思的执行研

究”学术会议

（2017） 

质性研究内部

不同取向的理

论与实践问题

探讨；质性研

究与其他研究

范式的关系探

讨 

2 胡  艳 2017.11.23-25 国内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史研究会 

2017 年全国教育史

学科发展研讨会 

教育史：学科

建设与人才培

养 

3 胡  艳 2017.11.26-27 国内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历史与文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

暨港台地区教育史

海峡两岸及港

澳地区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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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院 研究论坛-教育是

学科发展回顾与反

思 

研究 

4 胡  艳 2017.11.17 国内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等 

国企贾先生教育学

术思想研讨会暨

《教育立命之道与

中华文化复兴》首

发式 

郭齐家教育思

想 

5 李  琼 2017.6.13-15 韩国 

Sou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e 12
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eac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大会发表 

6 李  琼 2017.11.24-28 日本 
Nagoya 

University  

The World 

Association on 

Less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7 

申办 2018 大

会 

7 裴  淼 2017.10.14-16 中国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

中心 

第三届全球教师教

育峰会 
论文交流 

8 庞丽娟 2017.3.25 海南博鳌 博鳌亚洲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 

作为特邀嘉宾

参加女性圆桌

论坛，并作

《以教育发展

女性  让女性

助力“一带一

路”》主旨发

言 

9 庞丽娟 2017.9.18-27 
波兰、意大

利、俄罗斯 
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赴波兰、

意大利、俄罗斯考

察访问 

 

10 桑国元 2017.11.23-28 日本 WALS WALS2017 年会 申请举办 

11 桑国元 2017.9.6-7 武汉 民进中央 

庆祝第三十三个教

师节暨 2017·中国

教师发展论坛 

分论坛主题演

讲 

12 薛二勇 2017.3.27 中国/北京 
中国民主促进

会中央委员会 

“教育现代化

2030”座谈会 

会议发言：关

于对教育现代

化 2030 和教

育体制机制改

革的五点建议 

13 薛二勇 2017.5.17-19 中国/南宁 
教育部民族教

育司、民族教

“一带一路”战略

背景下边境国门教

大会发言：加

强边境国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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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研究中心、

广西民族大学

等主办 

育发展学术研讨会 区教育顶层设

计的政策分析 

14 薛二勇 2017.8.27-29 中国/广州 广东省教育厅 

内地高校少数民族

学生教育高端研讨

会 

大会发言：加

强民汉合校制

度顶层设计的

政策分析 

15 薛二勇 2017.9.5-8 中国/武汉 
中国民主促进

会中央委员会 

庆祝第三十三个教

师节暨 2017·中国

教师发展论坛 

分论坛发言：

教育精准脱贫

中的教师精准

政策分析 

16 薛二勇 2017.9.23-24 中国/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第六届世界比较教

育论坛 

分论坛发言：

教育对外开放

新形势下的中

外合作办学政

策分析 

17 薛二勇 2017.10.14 中国/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 

第三届中国人民大

学教育法律与政策

论坛 

大会发言：

《民促法》实

施中的非营利

性民办学校治

理 

18 薛二勇 2017.10.13-16 中国/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第三届全球教师教

育峰会 

大会主持，小

组 发 言 ：

Analysis of 

Policy to 

Develop 

Teaching 

Force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19 薛二勇 2017.10.21-22 中国/西安 

中国教育学会

教育政策与法

律分会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

政策与法律分会第

十届学术年会 

分论坛发言，

主持：“双一

流”建设中高

校评价的政策

标准研究 

20 薛二勇 2017.11.28 中国/北京 
中国民主促进

会中央委员会 

中小学校建设标准

座谈会 

发达国家中小

学建设标准比

较及政策启示 

21 薛二勇 2017.12.26 中国/北京 

民进中央教育

委员会，中国

教育学会高中

教育专业委员

会 

基础教育改革座谈

会 

会议发言：发

展综合高中 

大力促进高中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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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薛二勇 
2017.10.25-

11.1 

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

亚 

中国民主促进

会中央委员会 

印度尼西亚与马来

西亚职业教育政策

与发展调研报告 

副团长，形成

调研报告。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国职

业教育走出去 

23 薛二勇 2017.11.11 中国/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与社

会发展研究院 

落实十九大精神、

畅想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高端研讨会 

主持、发言 

24 薛二勇 2017.11.18 中国/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与社

会发展研究院 

落实十九大精神 

新时代职业教育深

化改革高端研讨会 

主持 

25 薛二勇 2017.11.26 中国/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与社

会发展研究院 

中国特色视角下中

国“双一流”建设

高端研讨会 

主持、总结、

发言 

26 薛二勇 2017.12.2 中国/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与社

会发展研究院 

“迈向教育法治新

征程，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人”研讨会 

主持、总结、

发言 

27 杨玉春 2017.11.10-12 中国 

全国教育管理

学科专业委员

会 

西南大学教育

学部 

全国教育管理学科

专业委员会学会年

会 

分论坛发言 

28 杨玉春 2017.9.6-10 中国 
民进中央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教师发展论坛

2017 
分论坛发言 

29 杨玉春 2017.8.27 中国 
中国教育与社

会发展研究院 

“健康中国，教育

先行”公共健康与

教育政策圆桌论坛 

论坛组织与发

言 

30 赵  萍 2017.2.22-8.21 美国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访学 

31 赵  萍 2017.6.12-13 美国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Addressing 

inequalities, 

mobility and 

dislocation: 

Insights from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esearch and 

practice 

发表演讲：

Rural school 

teacher 

preparation 

in China: 

Efforts to 

improve 

quality 

32 朱小蔓 2017.4.27-28 中国北京 

中国陶行知研

究会 

北京中学 

追随伟大人民教育

家陶行知做新时期

“四有”好教师论

坛暨 2017 年工作

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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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 

33 朱小蔓 2017.7.19-21 中国南京 田家炳基金会 

“教师情感表达与

师生关系构建”项

目的课例写作教师

培训班 

大会发言 

34 朱小蔓 2017.10.13-16 中国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第三届全球教师教

育峰会 
参加会议 

35 朱小蔓 2017.10.26-28 中国北京 

中国陶行知研

究会生命教育

专业委员会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生命教育专业委员

会（以下简称专委

会）学术年会暨首

期中小学校长生命

教育国际论坛 

大会发言 

36 朱小蔓 2017.11.9 中国北京 田家炳基金会 

北京市小学音乐学

科“情感——交

往”型课堂教学研

讨会 

大会发言 

37 朱小蔓 2017.5.18 中国北京 

教育部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

地南京师范大

学道德教育研

究所 

南京师范大学

立德树人协同

创新中心 

《中国儿童道德发

展报告 2017》暨专

家咨询会 

大会发言 

表 67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7 年度“教师·中国”学术讲座清单 

序 讲座日期 邀请嘉宾/所在学校 讲座主题 

1 2017.3.23 
佐藤学 

日本学习院大学 
学习共同体课堂改革及学校建设 

2 2017.3.21 
李虹霞 

北京中关村三小 
重建教室 重整课程 

3 2017.3.22 
佐藤学 

日本学习院大学 
专家型教师的学习及省察 

4 2017.5.12 
Faridah Pawan 

印第安纳大学 

Rresponsive Pedagogy Shifts in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5 2017.5.17 
Lynn Fendler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师培养：理论实践与挑战 

6 2017.5.24 
Susan Schreibman 

Maynooth university 

物理现实数字现实和增强现实：关于新混合学

习课堂的思考 

7 2017.7.18 
Terrence Mason 

印第安纳大学 

Current Issues in Teacher Education in 

the U.S:Implications for China 

8 2017.9.29 
Julie Sinclair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International Learning 

Experiences: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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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7.11.3 
Sharon Gary 

英国教育标准办督查 
All Included-a wholehearted Approach 

10 2017.11.15 
Anthony Clarke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Maths and Realityes about the 

Practicem:Some Thoughts from a Canadian 

Perspective 

【社会服务工作】 

表 68 教师教育研究所 2017 年度社会服务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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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培计划（2016 年）”河北省乡村幼儿园园长（第二期） 

河北省教育厅 
4 

“国培计划”2017 河北省中小学骨干校长（初中）第一期“教育领导力

与改革素养能力提升” 

5 
“国培计划”2017 河北省中小学骨干校长（初中）第一期“教育领导力

与改革素养能力提升 

6 “国培计划”2017 云南省幼儿园名师工作坊 
云南省教育厅 

7 “国培计划”2017 云南省乡村校园长“教育领导力与改革素养能力提升 

8 “国培计划”2017 河南省乡村教师访名校项目教学点教师培训 河南省教育厅 

9 “国培计划（2017 年）”重庆市乡村学校校长培训 重庆教工委 

10 云南省丽江市中学班主任“班级管理专业能力提升 云南省丽江市教育局 

1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幼儿园骨干教师一日生活组织与实施能力提升 云南省昆明市教育局 

12 湖南省义务教育阶段“研究型名师培育与支持计划”高端研修 湖南省教育厅 

13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小学教学副校长（教学领导力与改革素养能力提升） 济南历下区教育局 

14 深圳高级中学班主任骨干教师科研能力提升 深圳市高级中学 

15 宁波培训者专业能力提升 宁波市教育局 

16 吉林省第二批“长白山教学名师”培养对象省外培训 吉林省教育厅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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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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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教师第五期研究班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

小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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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教育经济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是中国教育经济学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所依托

的二级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另设有与北京市共建机构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教育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的学术机构，王善迈、靳希斌、曲恒

昌等老一辈学者率先开设教育经济学课程，并培养教育经济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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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优异的成绩。王善迈教授的《教

育投入产出研究》获国家图书奖，杜育红教授的《教育发展不平衡研究》获第三届全国教育科

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胡咏梅教授的论文《后“4%时代”的教育经费应该投向何处？——基于跨

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获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另有十余项成果获省部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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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奖励。教育经济研究所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英国国际发展部等国际组织的课题几十项。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教育财政、教育与经济

和社会发展、学校管理经济学、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教育项目的监测与评价。 

教育经济研究所目前有专职教师 10 人，国内外兼职教师 10 人。专职教师形成了以杜育红

教授、曾晓东教授、胡咏梅教授、杜屏教授为核心，知识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研究力量。兼职教

授既包括王善迈教授、曾满超教授、Geraint Johnes 教授、Rosalind Levacic 教授等著名教育

经济学家，也包括赖德胜教授、袁连生教授等国内知名的中青年学者。 

教育经济研究所秉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重视方法，关注现实的优良传统，以追求

卓越，创新知识，服务社会为宗旨，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力争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

务等方面做出更为优异的成绩。 

所  长：杜育红 

副所长：胡咏梅 成  刚 

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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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艳 

8 郑  磊 

9 周金燕 

10 讲师 张亚星 

【人才培养工作】 

2017年，教育经济研究所毕业博士生2人，学术型硕士12人，专业硕士7人，指导毕业本科

生8人。 

表 70 教育经济研究所 2017 年毕业硕士、专硕、博士、本科情况 

导师姓名 毕业博士数量 毕业学术型硕士数量 毕业专硕数量 毕业本科生数量 

杜育红 1 2 2 0 

胡咏梅 1 3 0 0 

曾晓东 0 1 0 3 

杜  屏 0 2 1 2 

成  刚 0 0 2 0 

郑  磊 0 1 0 0 

侯龙龙 0 1 0 3 

周金燕 0 1 1 0 

梁文艳 0 1 1 0 

张亚星 0 0 0 0 

【科学研究工作】 

2017年，教育经济研究所新立项课题7项，其中国家级课题1项，省部级课题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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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共发表论文25篇。出版著作4部，其中英文著作2部。 

表 71 教育经济研究所 2017 年新立项课题情况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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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A170252 国家级 

乡村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

与提升机制研究：理论、

实证和政策启示 

梁文艳 
2017 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青年项目 

2 17JDYJB024 省部级 

优质均衡背景下北京市义

务教育资源配置结构、共

享和效益研究 

成  刚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 

3 17JDJYB001 省部级 

教师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对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

影响效应研究 

张亚星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

研究基地项目 

4 370331321 地方教委委托 

影响学生发展的相关因素

测评工具研发-区域教育

质量健康体检与改进提升 

胡咏梅 2011 计划专家项目 

5 
BJAICFE2017

XK-023 
校级 

青少年非认知技能的教育

投资研究 
周金燕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中心项目 

6  校级 

西部地区中小学生非认知

技能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

素研究 

杜  屏 
北京师范大学学科综

合建设专项资金资助 

7  学部级 
跨学科团队建设项目“儿

童非认知技能研究” 
周金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 

表 72 教育经济研究所 2017 年论文发表情况 

序 姓名 排序 
成果

类别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号 

1 杜育红 1 期刊 
高等学校资源配置的逻辑与内

涵发展 
《教育与经济》 3 

2 胡咏梅 1 期刊 
女性都去哪儿了？--中学生科

学能力的性别差异研究 

《新华文摘》论点摘

编 
1 

3 胡咏梅 1 期刊 
农业户籍对成人基本技能的经

济回报率有影响吗? 
《教育与经济》 6 

4 胡咏梅 1 期刊 

“影子教育”会扩大教育结果

不均等吗？--基于 PISA 2012

数据的中国、日本、韩国比较

研究 

《教育经济评论》 5 

5 胡咏梅 
2 

（通讯作者） 
期刊 

不同文化背景下师生关系对中

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差异—基

于 PISA2012 中国上海和美国

学生数据的经验研究 

《河南社会科学》 8 

6 胡咏梅 2 期刊 

教师专业发展对其课堂教学策

略有影响吗？—来自中国基础

教育质量监测的证据 

《教师教育研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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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胡咏梅 2 期刊 

“十三五”期间我国不同类型

高校教育财政投资配置结构比

例预测—基于普通本科与高职

院校数据的分析 

《中国高教研究》 9 

8 胡咏梅 2 期刊 
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的发展状

况优于普通学校吗？ 
《教育科学研究》 1 

9 胡咏梅 2 期刊 

高职院校的办学成本及其效率

分析-基于广东省数据的实证

研究 

《重庆高教研究》 3 

10 胡咏梅 2 期刊 

谁从影子教育中获益？——兼

论影子教育对教育结果均等化

的影响 

《教育与经济》 2 

11 杜  屏 2 期刊 
增值评价在美国教师评价中的

运用和发展 
《全球教育展望》 1 

12 杜  屏 
2 

（通讯作者） 
期刊 

教育扩张对大学毕业生收入的

影响—基于断点回归设计分析 
《南方人口》 4 

13 杜  屏 2 期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高职

教育专业结构优化策略研究 
《当代职业教育》 4 

14 曾晓东 1 期刊 
中小学教师队伍人力资本积累

的阶段性及新途径的形成 
《教育经济评论》 2 

15 曾晓东 1 期刊 

学术委员会是怎样“炼”成

的？—建立和运行中学学术委

员会的行动研究 

《基础教育》 2 

16 成  刚 1 期刊 
北京市“十二五”教育经费投

入回顾与分析 
《教育学报》 1 

17 成  刚 1 期刊 

新时期的教育资源配置与教育

创新—2016 年中国教育学会

教育经济学分会常务理事会综

述 

《教育经济评论》 1 

18 成  刚 1 期刊 
我国民族地区教育资源配置规

模与结构研究 
《民族研究》 6 

19 郑  磊 1 期刊 

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对入学机会

公平的影响—基于 CGSS(2010 

-2013)数据的研究 

《山东高等教育》 1 

20 郑  磊 2 期刊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参与

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

CEPS 数据的研究 

《教育经济评论》 1 

21 侯龙龙 1 期刊 
学校工作的任务类型转变与教

育改革的方向 
《创新教育研究》 2 

22 
梁文艳

胡咏梅 
2,3 期刊 

C9 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

远—分学科的国际合作比较 
《教育研究》 3 

23 梁文艳 2 期刊 
教育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机制研究——来自 2011 年
《教育与经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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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HLS 的证据 

24 周金燕 1 期刊 

地方政府教育政绩考核指标体

系建构—以《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为基础 

《教育经济评论》 6 

25 
张亚星

梁文艳 
1,2 期刊 

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教学

能力城乡差异研究——兼论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进程中农村

教师专业发展的对策 

《教育科学研究》 6 

表 73 教育经济研究所 2017 年出版著作情况 

序 
作者 

姓名 
排序 

类别（著

作/译

著） 

著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日

期 
ISBN 号 

1 
胡咏梅 

梁文艳 
1、2 著作 

Evaluating 

Research 

Efficieny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Springer 2017.4 
978-981-

10-4028-3 

2 

Edward 

A.Vickers 

曾晓东 

2 著作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Post-Mao 

China 

Rutledge 2017.5 

978-

041559739

5 

3 

杜育红 

胡咏梅 

梁文艳 

1、2、3 著作 

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新机

制的监测与评

价：理论、方

法与经验研究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7.5 

978-7-

303-

22221-6 

4 梁文艳 1 著作 

中小学教师教

学质量评价以

及影响因素研

究——基于增

值性模型的分

析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7.10 

978-7-

303-

22867-6 

表 74 教育经济研究所 2017 年奖项 

序 姓名 排序 级别 
成果 

形式 
成果名称 奖励名称 获奖时间 

1 胡咏梅 1 市级 论文 

“后 4%”时代教育经费应

投向何处？--基于跨国数据

的实证研究 

第十四届北京

市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

等奖 

2017.8 

2 杜育红 1 校级 著作 教育政策的监测与评价研究 

第三届“明远

教育奖”（研

究类）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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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  刚 1 校级 其他 无 
北京师范大学

十佳辅导员 
2017.12 

【国际交流工作】 
表 75 教育经济研究所 2017 年教师出境进行学术交流情况 

序 姓名 起止日期 国别/地区 学校/单位 出国任务 

1 侯龙龙 2015.5-2017.5 澳门特别行政区 
澳门政府高等教

育辅助办公室 
顾问 

表 76 教育经济研究所 2017 年境外来访学者情况 

序 时间 来宾姓名 国别/地区 
来宾所在学校/单

位 

来宾来华目的

及主要活动 

1 9.3-7 
Chris Nyland 

Berenice Nyland 
Australia 

Monash 

University 

MRIT University 

合作研究 

【学术活动】 
表 77 教育经济研究所 2017 年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情况 

序 姓名 会议日期 会议名称 会议主题 举办单位 是否发言 

1 胡咏梅 6.28-7.2 
世界华人概率与统

计会议 IMS-China 

概率论和统计

学的相关理论

及其应用 

南宁广西民族

大学 
是 

2 

杜育红，胡咏

梅，曾晓东，杜

屏，郑  磊（排

名不分先后） 

12.8-10 
中国教育经济学学

术年会 

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与教育改

革发展 

广州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教

育经济研究所 

是 

3 曾晓东 12.1-3 
海峡两岸中小学校

长论坛 
校长领导力 

厦门市政府 

台湾教育学会 
是 

4 杜  屏 4.15-16 

教育部-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创新

性教学及教师培训

项目”规划会 

西部五省区中

小学生非认知

发展现状 

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上海师

范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 

是 

5 

杜  屏，周金燕

（排名不分先

后） 

11.25-26 

2017 年江苏省教

育经济学年会暨中

国教育经济与财政

中青年 30 人论坛 

收入机会不平

等及教育的贡

献 

南京财经大学 是 

6 侯龙龙 8.24-27 
第四届中国国际积

极心理学会议 
积极教育 

清华大学积社

会科学学院心

理学系 

是 

7 侯龙龙 10.13-16 
第三届全球教师教

育峰会 

教育卓越与公

平：创新教师

的教与学 

北京师范大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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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侯龙龙 11.10-12 

全国教育管理学科

专业委员会第十六

届学术年会 

教育现代化背

景下的教育管

理变革 

西南大学 是 

表 78 教育经济研究所 2017 年京师教育经济微观调查与实证论坛系列讲座 

序 时间 讲座题目 主讲人 工作单位与职称职务 

1 11.20 政府统计中的抽样调查 余秋梅 
中国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

办公室分析研究处处长 

2 11.24 
随机实验研究在教育领域的应

用：方法、实践与展望 
陆方文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3 12.4 
大型调查数据的介绍与教育领

域的应用：CEPS 和 CGPiS 
王卫东，周晔馨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北

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

理研究院副教授 

4 12.15 
大规模教育调查数据的本土化

应用与改进 
宁  波，魏  易 

上海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

学研究所博士后 

 

图 51 2017 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 

 
图 52 京师教育经济微观调查与实证论坛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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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京师教育经济微观调查与实证论坛第二期 

 

图 54 京师教育经济微观调查与实证论坛第三期 

 

图 55 京师教育经济微观调查与实证论坛第四期 

【社会服务工作】 
杜育红教授担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理事长，中国教育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学术

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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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咏梅教授担任《教育经济评论》期刊副主编。 

杜屏教授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基金会和香港幸福医药黎用冠慈善基金“幸福人才培育计划”

项目负责人，教育学部与图书馆合作委员会委员。 

曾晓东教授担任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副校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教育学部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 

成刚副教授担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秘书长。 

郑磊副教授担任《教育经济评论》编辑部副主任。 

张亚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6级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班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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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单证教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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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幼儿园课程与教学等。 

所  长：洪秀敏 

副所长：杜继纲 王兴华 

表 79 学前教育研究所（系）教师名单（姓名按音序排列） 

序 职称 姓名 

1 

正高 

洪秀敏 

2 霍力岩 

3 刘  焱 

4 王懿颖 

5 

副高 

杜继纲 

6 刘  馨 

7 李敏谊 

8 李晓巍 

9 潘月娟 

10 
讲师 

冯婉桢 

11 王兴华 

【学科建设】 

 隆重举办学前教育专业成立65周年暨卢乐山先生百年华诞庆典 

2017年6月10-11日，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成立65周年暨卢乐山先生百年华诞庆典在

我校英东学术会堂隆重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冲击、回应与变革：中国特色学前教育学科

建设与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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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成立 65 周年暨卢乐山先生百年华诞庆典 

【国际交流】 

 中挪项目继续深度合作 

2017年2-3月，中挪合作项目继续派出学前专业朱文婷、杨帆、许婧怡3位研究生赴挪威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课程学习及田野调查，派1名本科生秦国浩赴卑尔根参与一个学期的Erasmus项

目学生交换。 

 

图 57 赴挪威田野调查 

2017年3月14日，挪威师生回访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第三届中挪学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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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中挪学前教育跨文化研究与交流项目会 

2017年9月13日，挪威教育科研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托瑞尔·约翰逊女士一行10人访问北京师

范大学。挪威教育科研部对双方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合作给予高度肯定，并表示该项目在挪威已

产生广泛、良好的社会影响，愿意支持双方在学前教育领域更深入、持续的合作，并将对该项

目派出的学生继续提供经费支持。挪威教育科研部愿意为推动两国教育及科研机构的合作提供

更广阔的平台。 

 
图 59 托瑞尔·约翰逊女士来访 

2017年10月23日，西挪威应用科技大学师生来访参加比较学前教育课程，Asta Birkeland

副教授为学生做了精彩讲座。 

 

图 60 Asta Birkeland 副教授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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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加海外实习项目 

2017年12月1-15日，朱媛媛、刘祎伟、刘梦格、赵尚艺、姜丽云、王智莹6名研究生赴加拿

大开展为期2周的海外实习。 

 

图 61 加拿大海外实习 

【人才培养】 

 实践导师聘任暨研究生实习动员会 

2017年10月13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实践导师聘任暨研究生实习动员

会在京师大厦顺利举办。学前所以新一轮聘任为契机，适当调整和扩充了实践导师队伍由13位

增加至18位，既有优秀的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教研员，也囊括了西城、东城、海淀等优质幼儿

园中近年迅速成长起来的正高级职称教师、特级教师和知名园长。学前教育研究所双导师制的

施行得到了学校和教育学部的大力支持。 

 
图 62 动员会全貌 

 

图 63 动员会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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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 特殊教育研究所（系） 

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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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被教育部定为首批建设的国家特色专业。其

目标为培养高学历的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和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人才。共有教师10人，教授、副教

授9人，其中3人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有国外进修半年以上或留学经历的教师7人。学科领域涉

及特殊需要儿童的生理、心理、教育、康复等。先后参与国家《残疾人教育条例》、《特殊学校

课程改革方案》、《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等重要法规、文件的制定，出版了一系列成果。 

所  长：肖  非 

副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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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雁 

3 肖  非 

4 

副高 

程  黎 

5 胡晓毅 

6 刘艳虹 

7 钱志亮 

8 张树东 

9 讲师 张悦歆 

【人才培养工作】 

在人才培养方面，特殊教育研究所（系）加强特色实习、实践基地建设，在已有音乐治疗、

聋生多媒体、盲生绘本实验室、自闭症教育训练基地基础上，与朝阳区安华学校建设了智力残

疾人职业教育实验基地，协助该校建设完善职业教育课程、教学、设施等，搭建了融校内外空

间、适合智力障碍儿童职业教育训练的实习、实践平台。为智力障碍儿童教育及培养特殊教育

专业学生做出努力，发挥贡献。 

与此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优秀大学生了解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促进各高校优秀大

学生间的交流，提供与该领域专家交流的机会，选拔优秀大学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特殊

教育研究所举办了2017年全国优秀大学生特殊教育暑期学校，招收了特殊教育、心理学、教育

学等专业的优秀大学生50人（含本校学生）。通过暑期学校课程活动的学习，促进了学员之间

的交流沟通，加深了他们对特殊教育的理解和认识。 

此外，为培养卓越的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助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研究所组织9名在读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在张悦歆老师的带领下于7月9-19

日赴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参与了主题为“融合教育与特殊教育的比较”的暑期交流学习项目。

在为期十天的交流学习中，特殊教育专业学生与来自美国、苏格兰、新西兰、意大利、韩国、约

旦、黎巴嫩、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关心特殊教育与融合教育的教授、学生及其他行业的人一同

交流学习，并从理论、政策与实践等方面对各自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特殊教育与融合教育的发展

状况做了报告，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0月2-7日特殊教育研究所组织2015级本科特

殊教育班的4名同学，在张树东老师的带领下，前往香港教育大学进行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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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特殊教育系学生与暑期学校参与者合影 

 

图 65 特殊教育系学生赴香港交流合影 

【科学研究工作】 

表 81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7 年课题立项情况 

序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项目级别 

1 中国特殊教育通史 肖  非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国家级 

2 朝阳区智力残疾人职业教育实验基地建设 肖  非 横向 市级 

3 
培智新课标背景下课程体系与教学有效性

探索—以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为例 
肖  非 横向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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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华学校职业教育课程建设研究 邓  猛 横向 市级 

5 
卓越特教教师培养项目评价指标体系与实

施办法研究 
王  雁 教育部委托课题 省部级 

6 
特教学校中孤独症儿童教育评估与教学设

计研究 
胡晓毅 横向 企业合作项目 

7 
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附属学校基 4C

能力培养课堂学习模式评估研究 
张树东 横向 市级 

8 
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附属学校学习

障碍学生的筛查及教育对策研究 
张树东 横向 市级 

9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学学习问

题学生的筛查及教育对策研究 
张树东 横向 市级 

10 基于理论的课程设计与实施 程  黎 横向 市级 

11 
北京市八十中学拔尖人才创新课程研发与

国际游学项目设计 
程  黎 横向 市级 

12 
0-12 岁儿童成长场景式全媒体平台建设项

目幼儿园家园共育课程架构研发 
程  黎 横向 市级 

表 82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7 年教师发表论文、著作情况（CNKI 上的论文） 

序 题目 作者 期刊名称 年/期 成果类型 

1 
日本特别支援教育教师资

格认证制度的分析与启示 

谢  燕，傅王倩，肖  

非 
教师教育研究 2017.01 CSSCI 

2 
试论融合教育与公民的培

养 

田  语，肖  非，冯  

超 
现代特殊教育 2017.05 论文 

3 
我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

发展的现状与展望 

傅王倩，刘晶秋，肖  

非 

岭南师范学院学

报 
2017.04 论文 

4 
美国多元文化特殊教育的

发展述评 
瞿婷婷， 肖  非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7.11 论文 

5 
川渝地区中学聋生学校阅

读环境调查分析 

江小英，邓  猛，杨赛

男 
中国特殊教育 2017.03 CSSCI 

6 

我国高等师范院校中开设

融合教育专业(本科层次)

的思考与建议 

关文军， 邓  猛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7.07 CSSCI 

7 
融合教育教师课程执行力

的内涵，结构及发展分析 

颜廷睿，侯雨佳，邓  

猛 
中国特殊教育 2017.07 CSSCI 

8 

普通教育教师与特殊教育

教师对残疾儿童教育安置

态度的比较研究 

颜廷睿，邓  猛 基础教育 2017.06 CSSCI 

9 
北京市中小学融合教育实

施的调查研究 

颜廷睿，关文军，邓  

猛 
残疾人研究 2017.02 CSSCI 

10 

特殊教育领域循证实践的

批判性反思——以自闭症

教育干预领域为例 

邓  猛，颜廷睿 中国特殊教育 2017.04 CSSCI 

11 
社会建构论视域下残疾污

名的形成及消解 

关文军，颜廷睿，邓  

猛 
中国特殊教育 2017.10 CSSCI 

12 随班就读学校教师对孤独 关文军，颜廷睿，邓  残疾人教育 2017.03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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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儿童教育安置的态度研

究 

猛 

13 

美国少数族裔儿童在特殊

教育中“比例不当”问题

的探讨 

伊丽斯克，邓  猛 民族教育研究 2017.10 CSSCI 

14 
北京市同班就读学生发展

质量研究 

牛爽爽， 邓  猛，关文

军，赵勇帅，孙  颖 
中国特殊教育 2017.05 CSSCI 

15 
美国残疾人自主就业的发

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杜  林，邓  猛 残疾人教育 2017.03 论文 

16 融合教育：由愿景到现实 邓  猛 现代特殊教育 2017.11 论文 

17 
融合教育背景下中国特殊

教育体系发展研究 
邓  猛 

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7 著作 

18 融合教育理论指南 邓  猛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著作 

19 

Chinese Inclusive 

Education Teachers’ 

Agency within 

Temporal-relational 

Contexts Research 

Article 

Wang, Y., Mu, G.M., 

Lili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7.61 SSCI 

20 

Building Resilience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China: 

The Role of Inclusive 

Education Teachers 

Mu,G.M., Yang,H., 

Wang,Y.（通讯作者）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7.67 SSCI 

21 

融合环境下自闭症谱系障

碍儿童社会交往同伴介入

干预研究元分析 

连福鑫，王  雁（通讯

作者） 
教育学报 2017.3 CSSCI 

22 

特教教师职业适应现状及

与心理弹性关系的实证研

究——基于 S 市特殊教育

学校的调查 

雷  雳，王  雁（通讯

作者） 
中国特殊教育 2017.3 CSSCI 

23 
美国融合教育教师素养构

成及启示 

周  丹，王  雁（通讯

作者） 
比较教育研究 2017.3 CSSCI 

24 

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学

界融合教育教师研究热

点——基于科学知识图

谱的可视化分析 

周  丹，王  雁（通讯

作者） 
中国特殊教育 2017.12 CSSCI 

25 

合作教学论视角下我国残

疾人高等教育教师团队建

设路径研究 

周  丹，王  雁，冯雅

静 

现代特殊教育

（高教版） 
2016.12 论文 

26 
多元整合模式视角下特殊

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 
杜建慧，王  雁 中国德育 2017.20 论文 

27 听障儿童数学认知研究综 陈丽兰，王  雁 现代特殊教育 2017.04 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150 

述 （高教版） 

28 
美国孤独症干预循证实践

研究报告的解读 

刘艳虹，霍文瑶，胡晓

毅 
中国特殊教育 2017.02 CSSCI 

29 
国外虚拟现实技术在特殊

教育中的应用进展 

任  媛，刘艳虹，胡晓

毅 
现代特殊教育 2017.04 论文 

30 
体感游戏对自闭症儿童注

意力缺陷干预个案研究 
雷显梅，刘艳虹 绥化学院学报 2017.07 论文 

31 
信息技术与培智课堂教学

深度融合的思考 
董鸣利，刘艳虹 现代特殊教育 2017.09 论文 

32 
幼儿园 STEM 学习能力教

程 1 
周荣庭，钱志亮 

中国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7.08 著作 

33 
幼儿园 STEM 学习能力教

程 3 
周荣庭，钱志亮 

中国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7.08 著作 

34 
幼儿园 STEM 学习能力教

程 5 
周荣庭，钱志亮 

中国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7.08 著作 

35 
幼儿园 STEM 学习能力教

程 47 亲子教育手册 1 
周荣庭，钱志亮 

中国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7.08 著作 

36 
幼儿园 STEM 学习能力教

程亲子教育手册 3 
周荣庭，钱志亮 

中国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7.08 著作 

37 
幼儿园 STEM 学习能力教

程亲子教育手册 5 
周荣庭，钱志亮 

中国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7.08 著作 

38 百尺竿头的 140 个汉字 钱志亮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7.03 著作 

39 
百尺竿头的 140 个汉字：

字卡 
钱志亮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7.06 著作 

40 科学的早期教育 钱志亮 南京出版社 2017.08 著作 

41 特殊需要儿童识字课本 钱志亮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7.06 著作 

42 
学龄孤独症儿童评估系统

指南 
胡晓毅，刘艳虹 北师大出版社 2017.04 著作 

43 
孤独症儿童的游戏需“另

眼相待” 
胡晓毅 中国教育报 2017.06 论文 

44 

《每个学生都成功法》对

美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影响

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岳孝龙，胡晓毅 中国特殊教育 2017.04 CSSCI 

45 

以同伴介入式游戏干预孤

独症幼儿社交沟通的个案

研究 

郑群山，胡晓毅，刘全

全 
现代特殊教育 2017.04 论文 

46 

运用同伴介入法提升学龄

孤独症儿童社交能力的研

究 

农志学，胡晓毅 现代特殊教育 2017.04 论文 

47 
中国 1-4 年级小学生视知

觉发展研究 

张树东，谢立培，冯  

译，赵  晖 
心理科学 2017.01 CSSCI 

48 

中小学创造性课堂环境评

估量表（教师版）编制和

施测 

程  黎，郑  皓 教师教育研究 2017.9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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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义务教育师资力量均衡发

展的对策研究 
王照萱，程  黎 河北教育 2017.6 论文 

50 当井然有序遇上天马行空 程  黎，马晓晨 父母必读 2017.12 论文 

51 
流动和城市超常儿童创造

力的发展比较 
程  黎，段达娜 中国特殊教育 2017.11 CSSCI 

52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interference 

on cognitive control: 

A meta-analysis of 

neuroimaging studies 

using the emotional 

Stroop task 

Song sensen, Chengli 
Scientific 

reports 
2017.5 SCI 

53 
小学生书面叙事能力的发

展研究 
程  黎 中国特殊教育 2017.12 CSSCI 

54 
高校教师对高等全纳教育

的态度研究 

张悦歆，栗敬姗，钱志

亮 
教育学报 2017.03 CSSCI 

55 
随班就读巡回指导教师制

度研究进展和建议 
张悦歆，王蒙蒙 中国特殊教育 2017.11 CSSCI 

56 

德国残障儿童和青少年融

合教育标准——以视力障

碍学生为例 

Marie-Luise Schütt，

张悦歆 
残疾人研究 2017.03 CSSCI 

57 
高校视障学生环境适应的

个案研究 
王蒙蒙，张悦歆 残疾人研究 2017.01 CSSCI 

58 
视障教育扩展核心课程浅

析 
张悦歆 现代特殊教育 2017.01 论文 

59 
《盲校义务教育综合康复

课程标准》解读 
张悦歆 现代特殊教育 2017.05 论文 

60 
西藏特殊教育现状与发展

策略 
林利华，张悦歆 现代特殊教育 2017.11 论文 

61 
视障儿童早期教育康复师

资培训大纲 
张悦歆，张  琳 北京出版社 2017.9 著作 

62 
视障儿童早期教育康复师

资培训教材 
张悦歆 北京出版社 2017.12 著作 

表 83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7 年教师获奖情况 

序 获奖者 获奖名称 成果类型 获奖等级 

1 王  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度优秀教师 荣誉 校级 

2 程  黎 本科生优秀导师 荣誉 校级 

3 程  黎 通鼎青年教师奖 荣誉 校级 

4 张悦歆 优秀党员 荣誉 校级 

5 张悦歆 优秀本科生导师 荣誉 校级 

6 张树东 优秀新生导师 荣誉 校级 

 

【国际交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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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7 年教师出境学术交流情况 

序 姓名 起止时间 国别地区 学校/单位 出境任务 

1 肖  非 2017.9.15-23 台湾 台湾富邦文教基金会 访问交流 

2 王  雁 2017.2.2-4 美国加州 San Diego 
Pacific Coast Research 

Conference 
会议 

3 王  雁 2017.8.10-16 美国纳什维尔 范德堡大学 访问讲学 

4 邓  猛 2017.10.7-15 英国 爱丁堡大学 会议 

5 张悦歆 2017.7.9-19 英国 爱丁堡大学 暑期学校 

6 张树东 2017.10.2-7 香港 香港教育大学 学术交流 

7 张树东 2017.6.24-30 澳大利亚 国际特殊教育协会双年会 国际会议 

【学术活动】 

表 85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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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5.10 积极行为支持在班级中的应用 叶晓欣 香港 

国际认证应用行

为分析师

（BCBA） 

2 2017.12.18 
如何提升幼师的社交情绪和行

为教学能力 
曾松添 美国 

密歇根州立大学 

博后 

3 2017.8.23 

为何建立社会性强化物是儿童

社会性和教育性发展和预后的

关键？ 

R. Douglas 

Greer，杜林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教

师学院教授 

4 2017.9.28 

美国干预反应模式的实施框

架：基于数学学习障碍鉴别的

分析 

朱  楠 湖北 

博士，华中师范

大学特殊教育系

讲师 

5 2017.5.13 绘本的力量 刘殿波 河北 
河北省教育厅基

教处副处长 

表 86 特殊教育研究所 2017 年教师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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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 
第一届衣恋集善融合教育

发展国际研讨会 
北师大融合教育研究中心 

2 肖  非 2017.6 
特殊教育质量提升 

高峰论坛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中

国特殊教育》杂志社 

3 肖  非 2017.7 
中俄高等特殊教育国际 

学术研讨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分会，黑龙

江省教育学会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俄罗斯

阿穆尔国立人文师范大学，绥化学院 

4 肖  非 2017.7 特殊教育高峰论坛 

齐齐哈尔市教育局，齐齐哈尔市特殊教育学

会，浙江工业大学心理健康促进研究中心， 

浙江工业大学自闭症儿童康复教育研究中心 

5 肖  非 2017.7 
海淀区融合教育教育 

国际研讨会 
海淀教委，特殊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 

6 肖  非 2017.7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残疾人

心理卫生分会特殊教育专

委会 2017 年学术年会暨

第三届全国特殊教育华山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特殊教育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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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剑 

7 邓  猛 2017.1 
第一届衣恋集善融合教育

发展国际研讨会 
北师大融合教育研究中心 

8 邓  猛 2017.6 
特殊教育质量提升高峰论

坛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中

国特殊教育》杂志社 

9 邓  猛 2017.7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残疾人

心理卫生分会特殊教育专

委会 2017 年学术年会暨

第三届全国特殊教育华山

论剑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特殊教育 

委员会 

10 邓  猛 2017.7 
海淀区融合教育教育国际

研讨会 
海淀教委，特殊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 

11 邓  猛 2017.11 

第四届海峡两岸特殊教育

高端论坛暨广东省特殊教

育教师发展联盟首届研讨

会 

岭南师范学院 

12 王  雁 2017.1 
第一届衣恋集善融合教育

发展国际研讨会 
北师大融合教育研究中心 

13 王  雁 2017.6 
特殊教育质量提升高峰论

坛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中

国特殊教育》杂志社 

14 王  雁 2017.7 
海淀区融合教育教育国际

研讨会 
海淀教委，特殊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 

15 王  雁 2017.12 

高等师范院校开设全纳

（融合）教育课程暨全纳

教育师资培养政策发展研

讨会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特殊教育师

资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英国救助儿童会 

16 王  雁 2017.12 
2017 年复合型卓越特殊

教育教师培养研讨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教学指导

委员会，重庆师范大学 

17 刘艳虹 2017.11 
第一期全国学龄孤独症儿

童教育评估与应用研讨会 
北师大孤独症研究中心 

18 刘艳虹 2017.12 
第二期全国学龄孤独症儿

童教育评估与应用研讨会 
北师大孤独症研究中心 

19 程  黎 2017.10 
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

专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年会 
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 

20 程  黎 2017.10 
龙岩特殊教育教师培训 

研讨会 
龙岩特殊学校 

21 张悦歆 2017.1 
第一届衣恋集善融合教育

发展国际研讨会 
北师大融合教育研究中心 

22 张悦歆 2017.10 
龙岩特殊教育教师培训 

研讨会 
龙岩特殊学校 

2017年1月9-10日，第一届衣恋集善融合教育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厦门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融合教育研究中心，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衣恋集团，厦门市特殊

教育学校举办。受邀参与此次研讨会的还有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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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来自台湾和香港等地区的13位特殊教育专家学者。此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南京特殊教育

师范学院等国内知名院校的近50位专家学者受邀参与了此次研讨会。参会代表共计500余人，分

别来自国内开设特殊教育专业的高等院校，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指导中心，特殊教育康复

训练中心，普通学校，融合幼儿园等单位。此次研讨会对我国融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

发展有借鉴和推动作用，对于在国际上宣传我国融合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有重要意义。本次研

讨会以多元化为视角，多方位交流推广融合教育经验做法，共同探讨融合教育发展的有效办法，

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好评。 

 
图 66 第一届衣恋集善融合教育发展国际研讨会 

2017年1月23日上午，台湾台东大学特殊教育系研究生代表团一行13人，在程钰雄教授和王

明雯教授率领先来学部参访。学部部长助理邓猛教授和特殊教育系顾定倩教授，王雁教授和刘

艳虹副教授已及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谈。双方交流了大陆和台湾地区在特殊教育方面的特色和发

展，就加强合作达成了共识。 

【社会服务工作】 

2017年10月13-15日，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肖非，王雁，刘艳虹，张树东，程黎和

张悦歆五位教师赴福建省龙岩市开展支教活动，参加此次培训的龙岩市各区县特教教师达120余

人。 

 

图 67 福建省龙岩市支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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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5-11日和5月3-9日，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在北京师范大学分别举办了国家通

用手语试点学校教师和电视台手语翻译培训班。课题组成员全面介绍了国家的有关文件精神，

通用手语研究的过程，试点方案内容和试点要求。参加培训的人员有110人。 

 
图 68 国家通用手语试点学校教师培训班 

 

图 69 电视台手语翻译培训班 

2017年7月19日，由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

的“百度集善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资助计划”启动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特殊教育研究所王

雁教授为此项目的负责人，定向招募湖北，江西两省的100名特教学校管理者和骨干教师参加培

训，旨在依托北京师范大学优质的优势特殊教育资源，全面提升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教学技能及

办学品质和管理水平，促进形成关心，支持，尊重特教教师的良好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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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0 “百度集善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资助计划”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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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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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兴洲 

3 俞启定 

4 赵志群 

4 
副高 

周慧梅 

5 庄榕霞 

6 
讲师 

白  滨 

7 刘云波 

【科学研究工作】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面向新工业革命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研究”开题 

2017年11月23日，和震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国家一般课题

“面向新工业革命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研究”（BJA170086）举行了开题会议。中国

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刘占山、北京教科院吴晓川、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李继延、清华大学教育

研究院叶赋桂等专家参加了开题。专家组认为，课题抓住了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面临的

重大挑战，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课题总体框架合理，研究方案可行，预期成果创

新性较强，同时为课题的后续研究提出了建议。 

 与苹果公司合作的“A+雏鹰计划项目”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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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5日，由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的苹果公司“A+雏鹰计划”在上海正

式启动。该项目是苹果公司在中国职业教育领域开展的先锋性探索。苹果公司组织四家万人以

上规模的大型电子制造企业和河南、江苏、福建、湖南省八所优秀高职院校联合开展人才培养

试点工作。通过定制化课程及实习方案，定向培养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兼具专业技能及

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优秀技术管理人才，并在苹果公司供应链企业中实现高质量就业。苹果公司

还向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基金会捐资40万元，用于发展职业教育科学研究。 

 成果获得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 

2017 年 8 月，和震教授作为主要作者之一合作完成的成果《中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制度

改革比较研究》专著，获得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 

【学术活动】 

 2017 全国高职院校长高峰论坛在长沙召开 

2017年9月22-2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

教育分会等联合主办，同方知网技术有限公司和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2017全国高职院校

长高峰论坛”在长沙召开，来自全国各地职业院校、研究机构和行业企业250多家单位包括100

名校长、150余名副校长在内的近500代表与会，就“职业院校国际办学新途径”、“接轨国际的

人才培养新模式”、“强化质量特色推进产教融合”和“立德树人与综合素质提升”等专题进行

了讨论。会议邀请国际著名职业教育学者劳耐尔（Felix Rauner）教授做了题为“国际视野下

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学术报告。参会代表在本单位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交流，为解决职业

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提供思路。 

 召开“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度研讨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高端研讨会 

2017年11月18日，与我校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召开“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度

研讨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高端研讨会，相关部委和地方职教主管部门负责人、职教研究者以及

职业院校长等40余位知名专家参加。论坛围绕教育强国与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新工业革命与

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与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构建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与

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国际化与新时代职业教育发

展等议题展开讨论，共同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树立新形象、打造新实力、实现新发展出谋献策、

贡献智慧。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多家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 

 

图 71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度研讨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高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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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工作】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组织学生游学活动 

2017年11月17-19日，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20多研究生在老师带领下下，分别到广州、上

海和西安进行游学活动。在与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

等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学习中，同学们加深了对职教研究的理解和感悟；通过参观广州市交通运

输学校和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等名校，了解的职业院校在教育教学、校园文化创建等方面

的经验1日。学生们还参加了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的第19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参观了

陕西省博物馆,拓宽了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视野，丰富了历史文化知识。 

 

图 72 学生游学活动 

 教育部牵头组织的第一次全国性能力测评顺利进行  

2017年11月27日-12月1日，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牵头、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

所提供测评方案和技术支持的第一次全国性高等职业教育学生职业能力测评在浙江、湖北和云

南进行，共有三十余所高职院校园艺、模具制造、护理和物流管理等四个专业的学生参加了测

试。本次测试是教育部为即将开展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评估”所做的最后的技术准备。 

【国际交流工作】 

 东盟教育部长会议组织副秘书长帕瑞耀诺（Paryono）教授到访 

应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一带一路”国家重点项目“我国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研究”

负责人白滨老师邀请，文莱教育部长会议副秘书长Paryono教授于2017年9月24-29日对我校进行

了为期六天的学术访问。Paryono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现任文莱SEAMEO区域职业技术教育与培

训中心副主任和研究经理，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等11个东南亚国家从事过职业教育的

规划和协调工作。Paryono教授以“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国家以及东盟区域层面的举措”、“文莱

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为题举办了三场讲座。双方还探讨了

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主题与方式，为后续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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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瑞耀诺（Paryono）教授到访 

 德国慕尼黑应用管理大学校长维尔纳（Christian Werner）到访 

2017年10月23日，德国慕尼黑应用管理大学（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s Management）

校长维尔纳（Christian Werner）教授一行访问北师大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并与副校长周

作宇教授进行了会谈。慕尼黑应用管理大学是一所属于应用科技大学性质的学校，是巴伐利亚

州仅有的两所可以自己设立专业的高校之一（另一所是慕尼黑大学），它在教育创新研究方面

颇具特色。 

 德国伍珀塔尔大学瑞恩（Sylvia Rehn）教授到访 

2017年11月27-29日，德国伍珀塔尔大学（Bergische Universität Wuppertal）教育学院

职业教育研究所西尔维娅·瑞恩（Sylvia Rehn）教授对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进行了工作访问，

并以Vocational Education in Germany - System Characteristics, Current Challenge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为题做了学术报告。此次访问是北师大教育学部与伍珀塔尔大学在

合作协议框架内商定的活动。双方将在学习任务设计等议题进一步开展合作研究。 

 印度德里大学查克拉巴蒂（Sreemati Chakrabarti）教授到访 

2017年9月18-22日，印度德里大学东亚研究院前院长斯里玛缇·查克拉巴蒂（Sreemati 

Chakrabarti）教授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针对印度的社会文化和教育发展进

行学术讲座，并与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进行了交流。查克拉巴蒂早年在哈佛大学和哥

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博士学位，是印度汉学研究的权威专家。随着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印度在人

力资源开发和职业教育方面面临与中国同样的挑战。德里大学将于2018年在职业教育领域继续

开展与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术合作交流。 

 赵志群赴德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会议 

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教中心（UNESCO-UNEVOC）邀请，职成所赵志群教授于2017年6月22-

23日赴德国波恩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国际职业教育

专家研讨会“作为能力本位教育方式的基于工作的学习”（Workbased learning as a pathwa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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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rom a 

comparative and global VET perspective），并做了题为“Striving for Competence: China’s 

Way of Work-Based Learning (WB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or VET Institutions”的学术

报告。 

 赵志群赴韩国参加成人教育国际研讨会 

2017年8月10-12日，应韩国釜山大学教育学院的邀请，赵志群教授应邀赴韩国釜山参加了

“第六届国际文化、传记与终身学习学术研讨会（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ulture, Biography & Lifelong Learning，ICCBL 2017)，并做了题为“Experience about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pert Worker Workshops to Develop Curricula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的学术报告。来加拿大、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韩国、

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中国的50余名高校教授、博士后和成人教育专家参加了会议。 

 白滨赴美国参加第七届国际现代学徒制创新研究国际会议 

2017年10月2-4日，职成所教师白滨、硕士研究生刘玉婷赴美国华盛顿参加了第七届国际现

代学徒制会议，会议主题为“扩大参与范围，保证学徒制质量”，白滨做了“大师工作室学徒

能力培养的质性研究”的发言，刘玉婷做了“中国传统手工艺大师雕刻技能及习得方式研究”

的发言。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瑞士、奥地利、法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加纳等国家研究者

对学徒制发展及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传承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 

【社会服务工作】 

 和震受聘为全国职业院校教师培训专家工作组成员 

2017年5月，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成立全国职业院校教师培训专家工作组，聘请和震等十余人

为专家成员，聘期四年。该专家组由教育部从全国高校、教育研究机构遴选专家，将负责跟踪、

调研、指导各地教师校长培训实施情况，开展教师校长培训重大问题专题研究等咨询指导、过

程监管和评估验收等工作。教育部教师司王定华司长亲自为入选专家颁发证书。 

 俞启定连任《教育与职业》杂志编委 

2017年底，《教育与职业》杂志新一届编委会成立，俞启定连任《教育与职业》杂志编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陈昌智为编委颁发证书并对杂志编辑出版工

作作出指示。编委们就杂志办出特色、充分发挥跨界推进职教协调发展的作用等问题提出建议。 

 
图 74 俞启定连任《教育与职业》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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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高等教育研究所 

北师大高等教育研究所创建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是北师大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重要单位，

依托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着力打造高等教育学重点学科。在所长钟秉林领导下，在王英杰、

张斌贤和刘宝存等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凝练了独特的学科方向，建设起符合高等教育学科逻辑

的课程体系，培养出一大批顶尖高教研究后起之秀，发表和出版了令同行专家认可的代表性高

教研究成果。2017 年，更是高教所的丰收之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为嘉奖高级所的成绩，特为

其颁发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称号。 

所      长：钟秉林 

常务副所长：洪成文 

副  所  长：李  奇 

表 88 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师名单 

序 职称 姓名 

1 

正高 

钟秉林 

2 周作宇 

3 洪成文 

4 李  奇 

5 姚  云 

6 周海涛 

7 

副高 

乔锦忠 

8 魏  红 

9 李湘萍 

10 姜星海 

11 杜瑞君 

12 方  芳 

13 返聘教授 刘慧珍 

新时代新气象，高等育研究所秉承高等教育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方向，对学科方向

做了进一步的凝练，形成了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大学教师发展、学生发展及事务管理、高校战

略规划和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五个领域。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还有高教理论、比较高等教育和博

士教育质量评估等。 

本年度高教所主要工作包括：第一，强化日常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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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等教育热点问题透视”等课程的建

设。第二，深度开展学术交流，举办全国高教评估会年会、高考改革国际研讨会、高等教育强国

研讨会和双一流建设研讨会等。分别组团参加全球顶尖教育学院联盟南非会议。第三，在研重

大攻关项目工作顺利推进，新获教育部和北京市三项目课题立项四项。第四，成功举办高教所

夏令营，显著提高了硕士生源质量。第五，全英文国际硕士学位项目进入常规运行阶段，第三

届招生工作顺利，第一届学生顺利毕业。出版中英文专著 4 部，北师大高教评论（2015-16）顺

利出版，这是系列丛书的第五册。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为政府提供咨询报告 5 份，为地方高

校十三五规划提供 6 份研究报告，社会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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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加强高中等教育合作 共同应对高考新改革” 国际学术研讨会 

 

图 76 “双一流”建设与大学筹融资学术论坛部分代表 

 

图 77 中国特色视角下中国“双一流”建设高端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163 

【科学研究工作】 

表 89 2017 高教所教师发表情况 

序 文章 作者 期刊 日期 

1 
在建设一流学科的进程中着力

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 
钟秉林，方  芳 江苏高教 2017.1.05 

2 
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发

展若干热点问题辨析 
钟秉林，王新凤 职业技术教育 2017.1.20 

3 民办教育发展步入新阶段 钟秉林 中国教育学刊 2017.3.10 

4 
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养成的影响

因素及培养策略研究 
夏欢欢，钟秉林 教育研究 2017.5.15 

5 
通识教育的内涵及其本土化时

间路径探析 
钟秉林，王新凤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7.5.15 

6 
励精图治、遵循规律、创建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钟秉林 教育经济评论 2017.7.25 

7 

创新引领 服务支撑 推荐学会

事业再上新台阶——在中国教

育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上

的工作报告 

钟秉林 中国教育学刊 2017.8.10 

8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推进高校内

涵发展 
钟秉林 探索与争鸣 2017.8.20 

9 

优化治理体系 创新治理机制 

改善治理能力——徐绪卿教授

新作《我国民办高校治理及机

制创新研究》序 

 钟秉林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 
2017.9.28  

10 
中国研究生学位授权审核法治

化 35 年的回顾与发展展望 
李福华，姚  云，钟秉林 高等教育研究 2017.9.30 

11 
一流本科教育是“双一流”建

设的核心任务和重要基础 
 钟秉林 中国高等教育 2017.10.3 

12 

我国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变迁

与理性选择——基于 40 年高考

招生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钟秉林，王新凤 教育研究 2017.10.15 

13 研究室学位授权审核改革理念 曹昭乐，钟秉林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7.11.30 

14 
关于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若

干思考 
钟秉林 中国教育学刊 2017.12.10 

15 
欧洲高等教育区质量保障的发

展趋势与经验借鉴 
钟秉林，王新凤 中国大学教育 2017.12.15  

16 德治礼序与中国大学治理 王明明，周作宇，施克灿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7.1.25 

17 论“大学章程现象” 刘益东，周作宇，张健锋 中国高等教育 201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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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微观政治：大学治理中的一个

特殊场域 
周作宇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7.3.20 

19 论大学生的自我领导力教育 赵聪环，周作宇 大学教育科学 2017.3.28 

20 德治礼序与中国大学治理 王明明，周作宇，施克灿 教育文化论坛 2017.4.15 

21 自我领导研究热点评述 赵聪环，周作宇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7.5.30 

22 
大学生能力模型建构：概念、

坐标与原则 
周廷勇，周作宇，杜瑞军 教育研究 2017.6.15 

23 
学术纪律建设：破解学术失范

的“系统”力量 
刘益东，杜瑞军，周作宇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7.6.15 

24 
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等教育国

际合作的价值坐标 
周作宇，马佳妮 教育研究 2017.12.15 

25 论大学治理的领导力基础 赵聪环，周作宇，杜瑞军 中国高教研究 2017.12.20 

26 
高校校友捐赠收入影响因素研

究 
郭  垍，何  娟，洪成文 中国高教研究 2017.2.20 

27 我国大学书院制发展之思考 孟  彦，洪成文 高教探索 2017.3.5  

28 
英国高等教育财政配比捐赠政

策的产生、实施效果及启示 
梁显平，洪成文 比较教育研究 2017.4.10  

29 
“双一流”建设的路径：流程

再造的视角 
莫蕾钰，洪成文 北京教育(高教) 2017.5.10 

30 
多伦多大学筹款运动的策略和

启示 
孟  彦，洪成文 重庆高教研究 2017.7.1 

31 骨干教师领导角色的认知研究 
王绯烨，洪成文，萨莉扎

帕达 
教师教育研究 2017.9.15 

32 
非公募大学基金会经营管理对

捐赠收入的影响分析 
莫蕾钰，洪成文，尤玉军 教育经济评论 2017.9.25 

33 高水平民办大学人才强校策略 周海涛，张墨涵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7.2.15 

34 
教育学学术型研究生课程建设

浅析 
史少杰，周海涛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7.2.15 

35 
清除民办教育参与公平竞争的

阻碍 
周海涛 中国高等教育 2017.3.3 

36 
民办教育将获得多重正效——

聚焦新《民办教育促进法》 
周海涛，景安磊 中国教育学刊 201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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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国际私立教育发展动向和我国

民办教育应有作为 
周海涛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7.5.20 

38 
 民办学校教师人事代理与流动

制度初探 
周海涛，刘永林 教师教育研究 2017.7.15 

39 
“双一流”建设下高校“挖

人”的制度性动因 
周海涛，闫丽雯 江苏高教 2017.8.5 

40 
推进高校综合改革的难点和对

策 
周海涛 探索与争鸣 2017.8.20 

41 
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

四维向度 
周海涛，景安磊 高等教育研究 2017.8.31 

42 
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

的思考 
周海涛，刘永林 复旦教育论坛 2017.9.20 

43 助力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周海涛，景安磊，刘永林 教育研究 2017.12.15 

44 
中国博士后资助体系 30 年及顶

层设计重构 
姚  云，曹昭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

育科学版） 
2017.3.20 

45 
中国博士后制度 30 年发展与未

来改革 
姚  云，曹昭乐，唐艺卿 教育研究 2017.9.15 

46 
研究生学位授权审核需求与改

革 
唐艺卿，姚  云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7.11.30 

47 
从符号到信念：大学文化建设

的概念框架  
李  奇 高等教育研究 2017.6.30  

48 
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活态艺术

价值与审美评价 
刘慧珍 贵州民族研究 2017.11.25 

49 
大学生校园住宿环境满意度的

实证研究 
李湘萍 复旦教育论坛 2017.9.20 

50 
中小学绩效工资的实践反差与

理性突围 
乔锦忠，陈  剑 中国教育学刊 2017.2.10 

51 

我国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的现状

分析与未来展望——基于 69 所

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工作报告文

本的研究 

魏  红，赵  彬 中国高等教育 2017.7.20 

52 
北京地区城市化对辐射强迫的

影响估算 

唐荣云，赵  祥，唐碧

剑，魏  红，陈  嘉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7.8.15 

53 日本研究生教学技能培训探析 蒋  研，魏  红 比较教育研究 2017.10.10 

54 

房价变化、房屋资产与中国居

民消费——基于总体和调研数

据的证据 

万晓莉，严予若，方  芳 经济学（季刊） 201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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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之考析 方  芳 中国高等教育 2017.2.18 

56 

政府“为何”和“如何”资助

民办高等教育？——来自美国

的经验与启示 

方  芳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7.3.15 

57 
普通高校经费收入结构对生均

经费的影响 
方  芳，刘泽云 高等教育研究 2017.3.31 

表 90 2017 高教所教师主要报纸发表文章 

序 文章 作者 期刊 日期 

1 课外辅导机构，仅仅规范还不够 钟秉林 中国教育报 2017.3.13 

2 呼吁多举措施激发民办教育新动能 钟秉林 人民政协报 2017.3.29 

3 STEAM 教育如何本土化 钟秉林 人民政协报 2017.4.5 

4 促进“互联网教学”发展 钟秉林 江淮时报 2017.4.7 

5 
科学分时招生计划管理 正确看待区域教育公

平 
钟秉林 中国教育报 2017.5.11 

6 励精图治、遵循规律，发展公平优质的教育 钟秉林  中国教育报 2017.5.24 

7 互联网教育带来的新挑战 钟秉林  人民政协报 2017.7.26 

8 国际领导力建设是党建新使命 周作宇       中国教育报 2017.4.27 

9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高等教育国际合作 
周作宇      

马佳妮 
中国教育报 2017.11.9 

10 修法配套政策需疏通堵点、消除痛点 周海涛 人民政协报 2017.1.11 

11 如何涌现更多教育家型校长 乔锦忠 中国教师报 2017.3.1 

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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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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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林园 

3 马利文 

4 王工斌 

5 助理研究员 李亦菲 

6 
讲师 

李蓓蕾 

7 王乃弋 

【人才培养工作】 

1月和7月，本所合作学校中的北师大实验中学等十所学校先后与北师大签订协议，成为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教学实践基地，朱旭东部长出席授牌仪式向基地学校代表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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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月，邀请美国加州大学弗雷斯诺分校心理学系副教授倪虹来所开展合作教研活动，倪虹

博士与李亦菲老师合作开设研究生课程《个性与社会性发展辅导》，主要介绍认知行为疗法的

应用，并与多位老师合作进行课题研究，主要包括班级地图在辅导中的运用、中美学校心理学

人才培养方式的比较等。 

3月，邀请台湾知名戏剧治疗专家张纹珑博士为研究生举办讲座《戏剧治疗模式的青少年团

体辅导》。6月，邀请香港戏剧教育论坛总监欧怡雯为研究生开设课程《教育戏剧在中小学的应

用》。10月，邀请美国丹佛大学教育学院Miller Gloria教授开设了为期3天的工作坊《人本主

义的儿童游戏治疗》。 

11-12月，与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教育学院合作，开展海外实习计划，派出两位教育硕士赴

美实习，与美方研究生一起进入当地中小学参加咨询辅导实践，接受中美双方教师的共同指导，

并通过远程会议系统与本所研究生进行交流，探讨两国学校心理服务的异同。 

【学科建设工作】 

本所教师在本年度立项主持的研究课题包括：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父母婚姻冲

突对大学生人际冲突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中国科技信息中心科普专项课题《中国公民科学素

养读本的编撰和发放》、北京师范大学设立的高校和社会力量参与小学体育、美育特色发展教

育项目（简称“高参小”项目）的子项目《小学教育戏剧学校特色的发展》，以及横向课题《芳

香疗法对情绪及睡眠问题的干预效果及机制研究》等。发表论文及提交报告近二十篇。王乃弋

老师主持翻译的译著《认知心理学：心智与脑》入选中国教育新闻网2017年度“影响教师的100

本书”，及《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7年“教师喜爱的100本书”。 

3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艺术治疗学组成立，马利文老师参与戏剧

治疗分组的筹备发起，并成为首批专家委员。 

【学术交流工作】 

2017年7月3-4日，由本所主办的第七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题研讨会成功召开，会议主题

为“提高教师队伍的心理辅导能力”。国内多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学校管理者以及本所师

生80余人参与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学学科带头人刘秀华、一五九中学学生指导中心

张红主任围绕上述主题分享了长期工作中的经验。研讨会期间，加州大学弗雷斯诺分校心理学

系倪虹博士为与会者开设了为期一天半的《学校心理学家的顾问服务》工作坊，参加者一致反

映对提高心理教师的顾问能力有很大帮助。 

9月，马利文副教授完成赴英国华威大学教育学院戏剧与剧场教育系为期一年的访学交流。

归国后，作了主题为《教育戏剧-促进人学习与发展的途径》的公开学术报告。 

在英访学期间，马利文老师陆续参加了一人一故事剧场培训、《French Without Tears》

剧组工作坊、华威大学创意教学工作坊等，10月，李蓓蕾、邓林园老师参加了中国教育学会学

校教育心理学分会举办“第三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堂观摩研讨活动”。 

本年度，本所教师李蓓蕾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2017年度深度辅导先进个人，王乃弋获得北

京师范大学第六届多媒体教学设计比赛（文科组）二等奖。 

【社会服务工作】 

受民进党北京市委员会委托，在李亦菲主持下，继续开展留守儿童生活与心理状况调研，

发布《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白皮书》（2017年版）。 

本所教师持续参与第三、四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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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多人次参加学部组织的国培计划和小学校长培训学院等的教学工作，继续与知

心姐姐公益热线合作，选派研究生担任为中小学生及其家长提供心理辅导的电话和在线咨询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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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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学军，教育部副部长 

主任：黄荣怀 

2017年，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而言，

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支

持下，中心于四月份成功召开理事会，完成理事会换届事宜并讨论通过新一届主任人选。在理

事会精神的指引下，在新主任的带领下，中心在全面回顾过去各项工作成就的基础上，加强了

制度建设和人力资源建设，积极拓展合作关系，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使中心的发展

站在了新的起点。具体进展如下： 

表 9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2017 度研究培训项目情况 

序 项目名称 项目情况 

1 
南苏丹教师能力建

设研修班 

此次培训是援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的一部分，共有 59 名来自南苏丹的中小

学、幼儿园等学校教师及教师培训机构培训者参加培训。研修班以“骨干教师能

力建设”为主题，通过专题研讨、参与式培训、行动计划制定等方式，探讨、交

流中国在教育创新和教师职业发展方面的理念与实践，反思南苏丹教育所面临的

处境与挑战，并对未来发展提出合理设想和行动建议。研讨内容覆盖课堂教学案

例、教师行为分析、学校领导力建设、妇女女童教育等多个实用模块。研修班为

期一个月（3.17-4.14）。 

2 

东盟国家乡村教师

支持系统建设国际

研修班 

作为中心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 2030 议程中提高教师质量目标的系列举措

之一，“东盟国家乡村教师支持系统建设国际研修班”是面向东盟国家教师教育

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高级研讨活动，希望借此促进东盟国家农村教师队伍建

设，搭建中国和东盟国家间在教师教育领域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为建设更为紧密

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服务。研修班由中心与广西师范大学于 11 月 6-13 日联

合主办，邀请了来自六个东盟国家（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

马来西亚）以及斯里兰卡的共 28 位政府教育部门官员、教师教育研究者及教

师。各与会专家围绕“农村教师专业发展”这一主题，与代表们分享了教师专业

发展支持体系建设的中国与国际视角、经验，并探讨了相关问题。 

3 

澜沧江-湄公河流

域国家教育促进农

村转型研修班 

12 月 18-22 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云南师范大

学、云南农业大学联合主办的“教育促进农村转型国际研修班”在昆明举行。研

修班邀请了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 5 个国家（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

越南）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研究所、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亚洲理工学院等机构的 30

多位代表和专家参加。本次研修班为期 5 天，主要包括专家讲座、参与式培训、

国别报告、参观考察等。延续去年“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框架”下开展实

施的教育与发展能力建设项目，研修班以教育与培训促进农村转型为抓手，为澜

沧江-湄公河流域的五个国家及周边相关国家的农村转型所需人才提供能力建设

培训。研修班以“教育与培训促进农村转型”为主题，通过多样化的学习安排，

竭力为学员创设全面、主动、立体的学习体验。研修期间，代表们进行深入交

流、相互借鉴旨在提升参与各国在教育发展与农村转型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能力，

搭建流域各国在这一领域的对话平台与合作网络，继续深入研究解决制约澜沧江

—湄公河教育合作中的紧迫问题，实现次区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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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2017 年度会议等活动 

序 活动名称 活动情况 

1 
都江堰国际论坛

（都江堰） 

论坛由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

究所和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心、成都市教育局、都江堰市人民政府承办。

论坛汇聚来自 27 个国家的 300 位教育同仁，包括信息技术国际发展专家、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化政策制定者、教育部门官员，以及基层教师与教育管

理人员。此次会议围绕“2030 年教育行动框架”，共同探讨如何运用信息技术

手段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多样化教学模式、助力教师能力建设以及建立以学生

为中心的学校管理体系。 

2 

教育与农村发展论

坛——信息技术促

进农村教育发展

（北京） 

2017 年 7 月 17 日，由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教育

与农村发展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次论坛召开旨在国际教育发展议程

下审视中国在教育与农村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与国际社会分享，探讨中国在

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并探索如何利用信

息化手段促进农村地区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3 

信息时代扫盲与技

能开发国际研讨会

（曲阜）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的国际扫盲日全球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本次研

讨会响应今年国际扫盲日的主题“数字世界的扫盲”，就信息时代的扫盲与技

能开发进行探讨，并针对推动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教育 2030 议程,

展开交流和经验共享。约 90 位国际代表、国内成人教育专家和实践者参加会

议。 

4 
教育促进农村转型

国际论坛（曼谷） 

11 月 13-15 日，在“中国—东盟合作基金”支持下，由中心和亚洲理工学院

（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联合主办的“教育促进农村转型国际论

坛”（International Forum on Education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在泰

国举行。作为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的活动，来自柬埔寨、老挝、泰国、印度尼

西亚等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日本等共计 18 个国家的约

200 名代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参加了此次国际论坛，会议分为分主题

报告、专题研讨、青年论坛、实地考察、教育展览等模块，鼓励大家分享各国

在教育促进农村转型方面的理念、做法和政策框架，倾听年轻一代的创新思

想，深度探讨区域合作的可行性。 

5 

农村教育国际学术

研讨会——教育促

进农村转型（长

春） 

11 月 18-19 日，“2017 农村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教育促进农村转型”在东北

师范大学召开。本届研讨会由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发展智库、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

办。来自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等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瑞典、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尼日利

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主要

围绕：教育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教育、农村教师专业发展

等论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除主办或承办的上述国内国际会议，中心还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国际机构举

办的各类会议和活动，并在各类会议上积极发言，分享农教中心的研究成果和中国在相关领域

的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主要活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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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2017 年度主要活动 

序 活动名称 活动情况 

1 
参加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系列会议 

1. 9 月 6-8 日，中心派代表出席了在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办的中非高等教育高

级别对话会（9 月 6 日）、全球扫盲联盟核心小组第三次会议（9 月 7 日）和国

际扫盲教育大会暨国际扫盲奖颁奖典礼（9 月 8 日）。应国际扫盲教育大会组

委会邀请，农教中心在会议期间举办了小型展览，以“教育促进农村转型”为

主题，重点展示了中心在非正规教育领域特别是技能开发促进农村发展与转型

方面开展的工作及成果。 

2 

参加 2017 非洲数

字学习国际会议

（eLearning 

Africa 

Conference） 

中心是此次大会的重要合作伙伴，并派代表团赴毛里求斯出席会议，黄荣怀主

任参加了部长圆桌论坛，并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深化中非教育信息化合作，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四”的主旨演讲。此外，中心和智慧学习研究院在会议期

间举办了主题为“利用开放教育资源提高教师信息化技术能力”的分会。 

3 全球教师教育峰会 
10 月 14-15 日，全球教师教育峰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中心是峰会的承办单

位之一，并在会议期间举办了关于信息时代的教师专业发展研讨会。 

4 

参加亚太地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教育

部门二类中心咨询

会议 

 

中心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于 11 月 23-24 日在泰国曼谷主办的

“亚太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二类中心咨询会议”。会议的主题为

“优质教育促进亚太地区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二类中心

在教育 2030 中的角色”，通过会议，农教中心分享了近年来在教育促进农村可

持续发展、性别平等、少数民族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进展和未来计划，并与相关

机构探讨了合作的可能。 

5 
参加第十届全球教

师政策对话论坛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第十届全球教师政策对话论坛于 2017 年 9 月 18-21

日在多哥首都洛美举行，来自全球 64 个国家近 350 名成员国代表、政府间组织

和非政府组织代表、教师代表、教师工会代表、教师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代表

参会。农教中心刘静应邀参加，在分主题讨论中以“中国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

政策与经验”为题发言参与对话，呼吁关注偏远农村地区教师，搭建支持体系

助力农村学校教师专业发展。 

表 9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2017 年度主要出版物 

序 出版物名称 出版物情况 

1 
“一带一路”国家教

育发展研究 

中心与北师大智慧学习研究院合作，根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对沿线国家

的教育发展情况进行梳理，汇总成一份概览性的报告，为相关机构和个人了解

沿线各国的教育状况提供参考。报告于 2017 年 3 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

式出版。 

2 

Towards 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 

ICT Enhanced 

Literacy Practices 

in China 

为筹备“国际扫盲教育大会”期间举办的展览，更好的宣传介绍中国在信息技

术促进扫盲和技能开发的经验，中心对中国近年来的扫盲进程进行了总结，并

以案例形式呈现中国在信息化时代扫盲的重要成果。 

3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教育研究方法论一书由中心副主任王力教授和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

QUTUB KHAN 教授联合编写，已经交由 SAGE 出版社进行出版。 

4 

Girls’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ind 

the gap 

本书从发展中国家视角审视女童教育现状，对女童教育在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

严峻挑战进行了梳理和探索，并从政策、家庭教育、学校建设等多维度对未来

女童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行性的建议和倡导。本书已经由中心印制。 

3.3.2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简称研究院）由民进中央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

组建，是以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为主要基础，整合校内外资源，以推进

中国特色教育现代化和社会建设为使命，以教育改革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为研究特色的新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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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高端智库。2017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北京师范大学的领导

下，在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秘书处的指导下，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关

于加强智库建设的文件精神，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的奋斗目标，集智聚力、勇于创新，着力加

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全面履行国家高端智库职能，在政策研究、决策服务、舆论引领、国

际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自身建设】 

 不断优化和规范研究院管理，着力打造有影响的新型高端智库 

研究院是在已经有广泛知名度的两个智库基础上成立的（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和中国社会

治理研究院），因此，实现两个智库的密切配合和顺利整合、建立健全研究院本身的一系列规

章制度、加强研究院队伍建设和对外整体形象是2017年的一项重要工作。研究院秉持“国家使

命、客观立场、专业精神、协同创新”的文化理念，创新体制机制，优化发展布局，集智聚力，

开拓进取，努力建设成为党和国家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新型高端智库。目前，相关工作顺

利开展并初见成效。 

 组建并召开新的学术委员会会议 

2017年9月30日，研究院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学术委员会主任严隽琪、顾明远主持会议。

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成员和党委副书记、校长董奇，副校长陈丽，以及研究院、学校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等出席会议。严隽琪对教育社会智库的成功培育表示祝贺，指出智库在建设中要处理

好教育与社会两个专业领域、学科建设与智库建设、北师大与民进中央以及学术委员会与智库

其他机构的关系。委员们围绕《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章程（讨论稿）》展开探

讨，就章程制定的法理依据、设立宗旨、委员会职责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启动研究团队并获批重要研究平台 

2017年，研究院启动了20个研究团队，其中10个侧重社会智力领域，10个侧重教育政策领

域，但其中多个研究团队立足教育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例如：青年教育和青年信用问题研究

团队，健康教育和健康中国战略研究团队等。2017年12月，学校党委批准研究院成立“青年诚

信建设研究中心”。同时，研究院还获批教育部法治教育基地。这些研究团队和新的重要平台

为研究院跨学科开展重大资政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力加强建设适应智库需要的人才队伍 

国家智库建设的核心和根本在于有一支数量充足、机构合理、高水平、有影响的专职骨干

队伍的支撑。研究院持续吸纳海内外能敏锐把握国家宏观战略、熟悉了解教育政策制定、实施

与研究的高层次专职研究人员，招聘了4名专职研究人员和2名博士后，招聘了4名行政管理人才，

进一步建立健全智库研究和管理队伍。进一步探索完善年薪制、合同制、项目制、驻院制、双聘

制等多种聘用方式，集聚国内外顶尖专家，充分发挥已聘用兼职教授的作用。同时根据年度研

究重点的需要进一步扩展兼职教授队伍，并将通过项目支持、成果后期资助等多种方式建立40

岁以下青年政策研究人员（包括院内专职青年研究人员、博士后和院外双聘青年研究人员）支

持计划。 

 建立健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为确保研究院良好、高效运行，秉持着智库贡献优先的原则，根据《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

法（试行）》（中宣发〔2015〕37号）和《关于培育和建设国家级智库“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

究院”的实施意见》（师校发〔2016〕62号），以及国家和学校财经管理的相关规定，研究院建

立及完善与国家高端智库相匹配的人事、财务、项目和资产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完善推动智库

的高效运转、激励机制，进一步执行和深化以贡献和绩效为导向的评价激励体系。 

为规范和扩大对外宣传工作，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成立于9月18日，10月27日开始正式推送，

发布研究院介绍、论坛会议、文章报告以及政策建议等，定期更新，形成完整、详细、清晰的微

信结构与布局。对内方便研究院内部查找信息、了解工作动态，对外作为研究院的信息发布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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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窗口，打造自身微信品牌，增强研究院的曝光度与社会影响力，提升研究院公共形象。截

至目前，微信公众号共推送31次，40篇图文，1篇H5介绍，单篇文章最高阅读量为4017，点赞量

82。公众号关注人数共436人，公众号文章阅读总量为18248次，覆盖11648人，朋友圈转发8332

次，好友转发3673次。同时，研究院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

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多家主流媒体，以及社科网、腾讯教育、新浪教育等门户网站建立联

系，发布具有影响力的政策评论、政策建议、研究报告等，增强研究院在国内外的政策与社会

影响，提升国家智库公共形象。 

【政策研究项目】 

 推进专项重要研究项目，为政策服务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研究院通过向相关机构广泛征集选题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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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20余个高水平研究团队，并综合运用自主立项、中后期资助、定向委托等方式组织开展了深入、

系统研究，共计各级各类研究项目近30项，为决策咨询服务提供坚实的理论证据支撑。 

 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研究 

组建专门团队进行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研究，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工程“习近平社

会治理思想研究”项目，成果《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研究》获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 

 习近平教育思想研究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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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主编，组织全国高等学

校、重要媒体、行政部门等领域，教育学、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等学科的16位专家学者，召开

各种研讨会20余次，完成专著《习近平教育思想研究》25万字。《习近平教育思想研究》已经由

人民教育出版社完成最终校对，目前在中办审核过程中。 

 新时期学制改革研究 

研究院形成专门的团队，组织教育系统内外的专家学者，基于深入家庭、学校、社区和教

育行政部门的调研，召开一系列的政策咨询研讨会，形成了相关的政策研究成果。其中，《关于

适应新世情国情 深化我国学制改革的建议》由严隽琪副委员长亲笔修改并荐报中共中央。 

 教师教育改革与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研究院通过实地调研、政策分析、咨询会议、数据挖掘等方式方法，对幼儿园和中小学教

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发展现状、主要问题与政策瓶颈进行研讨，形成了《关于建设国家教

师荣誉制度的建议》《关于适应新时期教师教育体系顶层设计的建议》《教师教育师资队伍：现

状、问题与政策建议》等政策研究成果，得到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 

 基础教育学校城乡一体化布局研究 

研究院积极面向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转型，面向新农村建设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

基于学制研究和百县千村教师政策研究等项目的前期成果，专题组织开展了基础教育学校城乡

一体化布局研究，通过对大量调查研究数据资料的分析整理，召开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相

关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座谈会，为国家基础教育学校布局总体谋划与顶层设计提供决策

咨询，助力各地基础教育学校布局战略规划的创新与完善。目前已形成《统筹推进我国城乡义

务教育学校布局一体化的建议》等政策成果。 

 学前教育立法与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研究院聚焦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新时代我国《学前教育法》立法，相继深入北京、

山东、辽宁、黑龙江、甘肃、贵州、浙江、安徽、河南、湖南、广西等地对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体

制和立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困难、政策诉求和已有探索经验进行了调研，为推动我国

学前教育立法进程、健全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提供务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已形成《我国学

前教育管理体制的现状、问题及其改革政策建议》和《新时代我国<学前教育法>立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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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副中心教育规划研究 

研究院与北京市教工委、市教委和通州区相关部门合作，成立了以北京市委常委、教工委

书记林克庆和副市长王宁为组长，以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和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市人大副主

任、研究院首席专家庞丽娟为副组长的项目组，协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

大学、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教育总体和各级各类教育以及教师队伍建设

等的战略规划开展深入系统研究，相关的政策研究成果正在形成中。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院联合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人大和政府教育、财政、人社、发改委等部门负责

人，持续就教育协同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导地位与重大制度安排、体制设计进行深入研究，

形成全国政协提案《关于京津冀职业教育资源相互开放的提案》《关于修订<职业教育法>，完

善校企合作制度的提案》《加强顶层设计 促进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建议》被全国教育科

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教育成果要报》采纳并上报。在《中国教育报》发表两篇文章，引导社会舆

论。 

除以上主要研究外，研究院还启动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标构建研究”、“重大突发事件社

会舆情演化规律及应对策略研究”、“健康中国与健康教育政策研究”等，并根据相关部门的决

策需求，针对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了应急性政策研究。例如“当代世界教育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研究”、“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政策研究”、“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顶层设计的政策研究”等。 

【建言献策主要成果】 

 积极面向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大力开展高水平决策咨询服务 

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的战略部署，以及教

育改革发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重大问题，研究院着重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教育与社

会治理思想、党的教育方针、教育扶贫、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学前教育、城镇化与教育资源配置、

脱贫攻坚教育战略、“一带一路”教育合作、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教育布局和战略规划、基础教育

系列问题等方面，开展高水平服务决策咨询。2017年，获领导批示或被决策采纳的咨询报告39

篇。其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重要批示的24篇。 

《地方高校自主办学反映突出的十个问题》和《激发地方高校办学活力亟需综合施策》获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批示。《民办教育“新政”落地需打通最后一公里》(上)（新情况新问题）、

(下)（思考和对策）两篇获国务委员杨晶批示。《积极引进全球高端智力，全面助力北京转型发

展》《关于所谓幼儿园虐童事件的思考与建议》获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批示。《关于

进一步完善教育脱贫攻坚政策的若干建议》《加强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十条政策建议》

《新时期我国教师政策顶层设计的建议》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批示。此外，《创

新体制机制 从农民工大国走向技工大国的建议》获得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批示，《乡村小规模学

校师资建设政策建议》《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建议》获得财政部采纳，《加

强跨界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 推动“互联网+”行动可持续发展的建议》获得全国政协采纳等。 

持续产出高水平成果，不断提升内刊内参和报送报告质量。2017年，研究院成果丰硕，共出

版著作9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发表论文68篇，获得8项省部级以上奖励。研究院积极组织报

送高质量咨询报告，共报送7篇国家高端智库稿件，编辑报送12期《教育政策决策参考》、42期

《教育舆情》和3期教育智库专刊。 

研究院还为中央深改组、民进中央、财政部、教育部、中央政法委、中联部、民政部、国资

委、北京市等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和地方提供多项决策咨询服务，受到重视和好评，充分发挥了

国家高端智库的资政、伐谋作用。 

【对外合作】 

 大力开展国际交流，积极推动中国智慧走出去 

一年来，研究院出访和国内调研近百人次。应邀赴美国、英国、法国、希腊、新西兰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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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研究院接待国内外来访百余人次，推动了多方面合作。 

为进一步扩大智库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并借鉴吸收国际政策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有益经验，

2017年10月16日，研究院召开了教育与社会发展智库建设座谈会。六位外籍专家，英国诺丁汉

大学Christopher DAY教授、顾青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Manabu SATO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Lin GOODWIN教授，德国汉诺威莱大学Julia GILLEN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卢乃桂教授参加会议。

外籍专家围绕教育与社会发展智库的国际发展现状与趋势、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智库基本情况

与特点、关于促进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建议三个专题与我院研究及管

理人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为中国教育与社会智库建设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2017年11月26日，研究院参与承办由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主办的“鹭江

论道”第八届京师基础教育创新论坛之“一带一路”中小学校长代表圆桌会议。会议在北京师

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召开。来自新西兰、波兰、南非、西班牙、塞尔维亚、马来西亚、中国

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近20位中小学校长共话教育，共促发展。各位校长围绕体育艺术教育创

新发展、教师团队建设、教育模式改革、家校协同合作、区域教育资源不均衡等问题展开讨论，

并积极探索建立友好姊妹校、开展各类交流活动的多种有效途径。 

2017年11月27-29日，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全球硅谷投资公司、腾讯计算

机系统有限公司、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联合举办“2017未来教育大会”，由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和教育部担任指导单位。大会共邀请了126位全球顶级演讲嘉宾，58%来自中国，

42%来自美国、英国、丹麦、日本等10个国家，演讲嘉宾在GES大会现场进行深度对话，碰撞火

花。研究院积极参与筹办，积累了承办朝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顾明远、

副主任朱永新、副院长朱旭东等多位资深教育专家在会上进行了主题演讲，研究院还安排了7位

专职政策研究人员在现场听会并寻找政策建议报告的主题，以及开展深度国际合作的更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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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构建数字时代的终

身教育服务体系”国家战略需求为目标，按照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总体战略规划和现代服务业

发展科技问题的战略布局，围绕“研究支持数字时代终身教育的关键技术、建设终身教育服务

平台、促进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发展”这一主题，以“发展数字化学习技术、推动终身教育服务产

业发展、促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为核心目标，依托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建设项目，以关

键技术攻关、终身教育公共系统软件开发、应用集成创新、教育服务创新、应用示范推广为主

线，深入开展面向终身教育的知识工程关键技术、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数字教育公共服务

典型示范与应用等几个方向的工程化研究，在基于数字技术的终身教育领域，促进产学研结合

和推动产业化发展，为终身教育行业和领域提供全方位的科技支撑服务。 

研究中心重视并通过多种措施，建立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营造良好的研究工作环境，以

吸引和稳定人才，由具有多种学科背景的专家牵头，根据工程中心的各个发展方向，培养、引

进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和客座研究人员，还有一批优秀的从事产品开发、成果推广的专业技术和

管理人才，现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专业科研工作队伍。工程中心以关键技术攻关、终身教育公

共系统软件开发、应用集成创新、教育服务创新、应用示范推广为主线，深入开展了面向终身

教育的知识工程关键技术研究、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研究与开发、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典型示

范与运营等几个方向的工程化研究。在基于数字技术的终身教育（特别是语言学习、信息化环

境下的教师教育）等领域，开展了产学研结合和产业化工作，形成了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

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工程化验证环境、工程实践能力和不断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开展了协作

学习交互分析理论、在线协作学习理论、移动学习理论、混合式学习理论、学习与教学过程理

论、以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理论、教育公共服务理论、智能化学习体系理论研究等理论研究，

研究并攻克了学习资源体系设计开发及搜索共享汇聚技术，知识本体自动提取及资源搜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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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提取技术，教育公共服务技术，基于网络的大容量、高并发测评系统及考试服务支撑技术，

国家电子教材服务支撑系统关键技术，增强现实学习环境及可视化技术等关键技术。研究成果

辐射至全国多个地区，覆盖了1000所以上学校及数万名中小学教师。技术成果转移和辐射到相

关机构企业，为终身教育行业和领域提供宝贵的科技支撑服务，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工程中心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发展的大背景

下，参与推动、孵化建设了北京师范大学相关学科一系列高水平学科交叉平台和产学研基地。 

2017年度，工程中心建设计划执行情况良好，正式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验收，工程中心进

入了常态化运行发展阶段，研发基础设施、实验设施、研发和工程化所需提供的配套支撑条件

已经落实。经过不断发展，建立了规模合理的人员队伍，人才结构合理；建立了人才激励机制

和流动制度，具有良好的创新氛围；建立了适应中心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健全的管理

制度和组织结构，具备良好的研究开发、工程化验证、重大项目推广能力，已经成为国内重要

的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领域工程研究基地。出版专著及教材6部，发表论文20余篇，承担课

题研究8项，举办各类会议10次。在实践成果覆盖方面，开展了平板电脑教学、思维能力教学等

应用研究，成果覆盖北京及全国数百所以上学校，取得了显著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主任：黄荣怀 教授  武法提 教授(新任) 

副主任：李玉顺 副教授 

技术委员会主任：程建刚 教授 

【研究成果】 

表 96 2017 年发表英文著作清单 

序 作者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发表时间 

1 

Liu, D. 

Dede, C. 

Huang, R. 

Richards, J. 

Virtual, Augmented, and 

Mixed Realities in 

Education 

Smart Computing and 

Intelligence, Springer 
2017 

2 

Chang, T.W. 

Huang, R. 

Kinshuk 

Authentic Learning Through 

Advances in Technologies 

Lecture Notes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pringer 

2017 

3 

Liu, D. 

Huang, R. 

Marek, W 

Smart Learning in Smart 

Cities 

Lecture Notes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pringer 

2017 

4 

Popescu, E. 

Kinshuk 

Khribi, M. K. 

Huang, R. 

Jemni, M. 

Chen,N.S. 

Innovations in Smart 

Learning 

Lecture Notes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pringer 

2017 

表 97 2017 年发表英文论文清单 

序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年，卷（期） 

1 

Kong, S. C. 

Looi, C. K. 

Chan, T. W. 

Huang, R. 

Teacher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hong kong, taiwan, 

and beijing for e-learning in 

school educ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s in 

Education 

2017, 4(1), 

5-25 

2 Chen, P. A review of using Augmented Innovations in Smar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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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X. 

Cheng, W. 

Huang, R. 

Reality in Education from 

2011 to 2016 

Learning, Springer 

Singapore 

3 

Huang, R. Du, 

J. Chang, T.W. 

Spector, M. 

Zhang, Y. 

Zhang, A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 

Smart Learning Engine 

Innovations in Smart 

Learning, Springer 

Singapore） 

2017 

4 

Huang, R. 

Hu, Y. 

Liu, X. 

How to Evaluate the Sharing 

Effects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 Projects: An 

Openness Maturity Analysis 

Framework 

Open Education: from 

OERs to MOOCs,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7 

5 
Huang, R. 

Liu, X. 

Investigation of Key School-

related Indicators 

Influencing ICT in K-12 

Education 

Innovations in Smart 

Learning, Springer 

Singapore 

2017 

表 98 2017 年发表中文论文清单 

序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年，卷（期） 

1 
肖广德，魏雄鹰 

黄荣怀 

面向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信息技术课程评

价建议 
中国电化教育 2017(1):33-37 

2 
黄荣怀，刘德建 

刘晓琳，徐晶晶 
互联网促进教育变革的基本格局 中国电化教育 2017(1):7-12 

3 

庄榕霞，方海光 

张  颖，谢春荣 

黄荣怀 

城市典型场域学习环境的发展特征分析 电化教育研究 2017(2):82-90 

4 

黄荣怀，刘德建 

徐晶晶，陈年兴 

樊  磊，曾海军 

教育机器人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现代教育技术 2017(1):13-20 

5 李玉顺 迈向“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信息化 中国民族教育 2017(Z1):93-96 

6 
李玉顺，林  群 

王屏萍，尹幸禄 
面向能力发展的语文双课堂专题教学研究 中国教师 2017(14):25-28 

7 

李玉顺，杨  莹 

吴美琴，陈圣日 

许波 

中学生网络学习活动设计流程及分析框架

的研究——基于“视像中国”的初中生网

络课程实践 

中国电化教育 2017(05):80-87 

8 
张  琪，武法提 

赖  松 

学习仪表盘信息设计研究——基于眼动数

据的整合分析 
开放教育研究 

2017,23(06):94-

103 

9 牟智佳，武法提 基于教育数据的学习分析工具的功能探究 现代教育技术 
2017,27(11):113-

119 

10 刘智明，武法提 
联通主义视域下成人在线自主学习导学策

略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 

2017,38(11):69-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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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樊敏生，武法提 

王  瑜 
基于电子书包的混合学习模式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7(10):109-117 

12 武法提，李彤彤 
远程教学目标的差异化设计方法与可行性

验证 

现代远程教育研

究 

2017(05):45-

53+86 

13 李彤彤，武法提 
在线学习者效能的结构及关键影响因素研

究 
电化教育研究 

2017,38(09):49-

56 

14 
李彤彤，武法提 

黄洛颖 
生态学视角的网络学习环境结构分析 现代教育技术 

2017,27(07):109-

115 

15 牟智佳，武法提 
教育大数据背景下学习结果预测研究的内

容解析与设计取向 
中国电化教育 2017(07):26-32 

16 牟智佳，武法提 
MOOC 学习结果预测指标探索与学习群体

特征分析 

现代远程教育研

究 

2017(03):58-66-

93 

17 李彤彤，武法提 
从“机械还原”到“有机整体”：网络学

习环境设计的生态转向 
远程教育杂志 

2017,35(03):62-

70 

18 
牟智佳，俞  显 

武法提 

国际教育数据挖掘研究现状的可视化分

析：热点与趋势 
电化教育研究 

2017,38(04):108-

114 

【课题研究】 

表 99 2017 年度承办课题清单 

序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万

元) 
类别 

1 

关于委托开展“职业教育专业能力建设专

项”--“‘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

划’项目管理与绩效评价”工作任务 

 黄荣怀 2017-2018 40 省部级 

2 
VR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微创手术术中实

时可视化虚拟仿真系统的研发及应用 
SQ2017ZY040201 黄荣怀 2017-2018 120 国家级 

3 雄安新区智慧教育规划的编制 2017ZL04 黄荣怀 2018-2018 20 省部级 

4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

题“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学习分析工具设计与

应用研究” 

DCA140230 武法提 2015-2018 4 省部级 

5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

“基于远程学习者模型的差异化教学目标设

计研究” 

AEA12075 武法提 2013-2017 4.5 省部级 

6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

《交互课堂环境下“深度课堂”评价模型建

构及其区域信息化融合发展研究》 

CAHA16053 李玉顺 2016-2019 7 省部级 

7 

中国教育学会重点课题《互联网+背景下教育

云服务发展现状及其应用推进关键问题研

究》 

1601060835A 李玉顺 2016-2018 自筹  

8 
《中学生混合式课程设计、开发与实施管理

研究》 
2017ZD103 李玉顺 2017-2019 15 横向 

【学术会议】 

表 100 2017 年度承办学术会议清单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参加人数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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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届中美智慧教育大会 
北京师范大学、美国新

媒体联盟（NMC） 
黄荣怀 2017.3 300 人 全球性 

2 
一带一路战略下文化与教育高

峰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

研究院 
黄荣怀 2017.5 300 人 全国性 

3 
智慧学习与开放教育资源国际

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

研究院 
黄荣怀 2017.7 180 人 全国性 

4 教育与农村发展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美国新

媒体联盟（NMC） 
黄荣怀 2017.9 150 人 全国性 

5 机器人与教育高峰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

研究院、高等教育学会 
黄荣怀 2017.10 200 人 全国性 

6 

学习推动教育变革——《2016

年中国互联网学习白皮书》发

布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李玉顺 2017.1 200 人 全国性 

7 
2017 年华北数字化学习试点

校联盟学术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北京数字学校 
李玉顺 2017.5 230 人 地区性 

8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讨

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李玉顺 2017.6 200 人 地区性 

9 
3.0 学校学习与学习空间设计

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李玉顺 2017.12 150 人 地区性 

10 

“视像中国”第十届远程教育

年会暨混合课程建设与应用培

训 

视像中国远程教育发展

中心 
李玉顺 2017.12 110 人 全国性 

【验收会议】 

2017年6月17日，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委托我校科技处组织专家对依托我校建设的“数字学习

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进行了验收，验

收会在英东教育楼举行。验收专家组组长由中央电教馆馆长王珠珠教授担任，专家组成员包括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许骏、北京大学教授贾积有、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徐明伟、中国科学院软

件所研究员张常有、国家开放大学教授张少刚、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顾小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刘清堂、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王志军等9位专家。教育学部副部长余胜泉教授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词。

会议由我校科技处戴杰副处长主持。中心负责人、技术骨干等参加会议。 

“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充分利用了产学研结合形成优势互

补，响应了国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信息化十年发

展规划》等关于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迫切需要，成为快速提升我国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行业

水平的重要保障。 

 
图 78 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验收会 

【国际交流】 

4月11-13日，黄荣怀教授、张定文博士及及网龙网络公司总办战略发展处林凡经理一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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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赴美国访问交流。 

9月18-19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斯洛文尼亚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开放教

育资源大会”（2nd World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Congress）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

雅那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Irina Bokova、副总干事Getachew Engida、斯洛文尼亚国

民议会主席Milan Brglez、欧盟教育、文化、青年和体育委员Tibor Navracsics、15国教育部

部长以及来自全球105个国家的6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黄荣怀教授应邀出席会议。 

表 101 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 

序 参加会议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会议论文 陈  鹏 博士 ICALT 黄荣怀 

2 会议论文 杜  静 博士 AIED 人工智能在教育上的应用 黄荣怀 

3 会议论文 樊敏生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lended 

Learning 
武法提 

4 会议论文 刘  铭 博士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武法提 

5 会议论文 黄石华 博士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武法提 

6 会议论文 殷宝媛 博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武法提 

7 会议论文 戴金芮 硕士 ICCE2017；APSCE 李玉顺 

8 会议论文 李  盼 硕士 EITT；全球教育技术华人协会 李玉顺 

9 会议论文 吴美琴 硕士 混合式学习国际会议；香港城市大学 李玉顺 

3.3.4 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 

2017年，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以下简称国职院）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教育

部及职成司、职教所重要工作要求，努力服务我国经济转型和国家战略实施，促进现代职业教

育改革与发展。 

【科研工作】 

 研究和提出2017年度课题研究计划 

2017年初，经与职成司商量，并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院研究和提出了2017—2018年

度职业教育课题研究计划。经批准同意，3月22日我院正式印发了《关于开展2017—2018年度职

业教育课题研究工作的通知》，确立了研究课题的名称、承担单位、负责人和研究方式。课题具

体如下： 

《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天津市教委 米靖 

《福建省职业发展职业教育，助力精准扶贫的研究》—闽江学院 狄俊安 

《科技产业发达地区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规格和能力需求研究—以海淀区为例》—中关村学

院 程洪莉 

《双主体背景下促进产教深度融合的若干问题研究》—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 李一扬 

 召开课题开题会 

我院于6月6日召开“2017年—2018年度职业教育研究课题开题会”。开题会由黄尧院长、教

授主持，副院长、中华职教社原副社长陈光教授，北京市教科院原副院长吴晓川教授，科研中

心主任李一扬教授，副主任王小明同志，承担课题任务的课题项目负责人，以及天津大学教育

学院职业教育学博士生等共25人参加了开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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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国职院分院、研究基地工作会 

我院于6月25日召开国职院分院、研究基地协同发展会。会上鲁昕副部长、职成司领导、师

资工作司领导做了重要讲话。会议根据鲁昕副部长、职成司、师资工作司的意见，对课题研究

工作做了调整和安排，决定增加黄尧院长牵头的《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建设中若干问题

的研究》课题，并纳入了2017年研究课题规划。 

 召开课题中期汇报会 

我院于12月6日召开2017-2018年度课题研究中期汇报会。黄尧院长、教授主持，陈光、吴晓

川教授，李一扬、王小明科研中心主任，国务院参事室二位专家参加了汇报会。会议听取了各

课题负责人课题研究汇报，与会专家对各课题的研究工作和阶段性工作成果给予肯定，提出了

许多中肯的意见和改进建议。会议要求各课题组要按照保质保量完成课题研究工作。会议研究

确定2018年6月召开各课题结题会。 

 召开科研工作研讨会 

为更好推进国家战略的实施，我院分别召开了职业教育助力“精准扶贫”、“一带一路战略

实施”工作研讨会，邀请教育部相关司局领导，中高等职业院校校长和专家，行业企业负责人

参加。 

【培训工作】 

2017年在完成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国职院承担了教育部“国培任务”，地方教委、各厅（局）、

院校和各行业、企业“委培任务”和课题研究中相关培训，主要是： 

北京外事学校2017年培训，全校教师素质素养提升培训； 

厦门教科院（厦门教育局委托）第二期职业院校学科带头人培训； 

内蒙古通辽市教育局委托职业院校校长、旗县教育局局长培训；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骨干教师培训； 

北京市朝阳区教委委托职业院校骨干教师培训；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骨干教师培训； 

总之，2017年国职院在院指导委员会、教育部职成司、北师大领导指导下，改革创新、不断

探索、顽强拼搏、团结奋斗，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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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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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完成了通用手语词汇试点的工作，形成“国家通用手语

词汇修订稿”，为2018年正式出版中国通用手语书做好了准备。在此基础上，以“国家通用手语

常用词表”形式申报教育部、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12月20日，经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标

准审定委员会审议后原则通过。 

配合通用手语的试点，3月20-26日举办全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手语课专任教师培训班，4月

5日-16日举办全国电视台手语主持人培训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程凯，教

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姚喜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副司长戈晨，教育部语言

文字应用管理司政策法规处副处长袁伟出席开班式。两期共培训了110多人。培训班首次邀请了

中国传媒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的教师授课，开阔了学员的眼界。 

9月15日刘艳虹副教授主持的“国名、地名的手语表达规范研究”结题；10月25日邓猛教授

主持的“通用手语水平等级标准研究”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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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7月提出创意，配合华夏出版社组织了通用手语书封面设计大赛，形成了中国通用

手语工具书系列的封面设计方案。12月由中心与中国聋人协会共同主编的《计算机常用词通用

手语》《美术常用词通用手语》书出版。 

 

图 79 全国电视台手语主持人国家通用手语培训班合影 

 

图 80 “通用手语水平等级标准研究”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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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国名、地名的手语表达规范研究课题结题会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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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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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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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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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2014年，北京市教委整合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引

入13所民办教育机构参与101所中小学进行学科教学改革实验，探索协同创新提升学校教学质量

的有效途径，促进首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受北京市教委委托，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

育研究院承担了对“民办教育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的评估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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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我院继续在基础教育政策研究、区域基础教育规划与体系创新、服务中小学课程教学改

革三个方向开展科学研究，主要包括：垣曲县基础教育质量整体提升工程卓越教师发展子项目

和名师带读书子项目、北京市民办教育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实验项目、北京市中小学

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北京市顺义区小学英语教育质量整体提升计划”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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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学习困难研

究会项目。 

现将2017年院项目工作大事记整理如下： 

1月，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至通州区中山街小学、马驹桥镇中心小学、芙

蓉小学、官园小学、北京小学通州分校、梨园镇中心小学、贡院小学、临河里小学、北京市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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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通州分校（九年一贯）、台湖学校（九年一贯）10所学校进行入校调研指导。 

1月17日，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学习困难研究会项目组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通识培训活动。

应各区学困分会及广大学校干部、教师的要求，邀请了鲁东大学教育科学院心理系辛素飞博士

做了《关于21世纪的学生核心素养的思考》的专题报告、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

于丹教授进行了《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的讲座。 

2月，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至大兴区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长子营

镇第一中心小学、北京教育学院附属大兴实验小学、黄村镇第三中心小学、北京小学翡翠城分

校、魏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北京印刷学院附属小学、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8所学校进行入校调

研指导，并召开大兴区教委区级阅读促进项目工作交流会。 

2月24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召开大兴区阅读促进项目管理经验研讨会。 

2月16日，北京市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在京师大厦召开项目组工作会。项

目组各工作小组与区教委代表、机构代表进行面对面交流，总结了之前项目推进过程中产生的

问题，对项目新一轮实施进行了规划，确定了各工作小组2017年的工作任务及进度安排。 

2月，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至昌平区农学院附属小学、南口镇小学、流村

中心小学、马池口中心小学、昌平区第二实验小学、昌盛园小学、昌平区第四中学、长陵学校、

崔村中学、天通苑学校10所学校进行入校调研指导。 

3月3日，促进中小学内涵发展的策略与实验研究项目新学期第一次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

京师大厦三层第一会议室顺利召开。会议简要总结了过去一年来项目的整体开展情况及取得的

成效和经验。11所项目校的领导对2016年基于学科教学的校本研究和基于班级发展的校本研究

进行了深入总结。会议最后项目组向11所项目校下发了《关于征集教学设计、案例、论文的通

知》，引导项目校教师认真梳理、总结、提升经验，为今后更广泛地传播，促进更多学校和老师

协同发展做准备。 

3月9日、5月25日、6月8日“北京市顺义区小学英语教育质量整体提升计划”先后组织后沙

峪中小张旭超、南彩二小王硕等31位顺义区骨干教师参与其他区县的教学研究活动。 

3月16日，为了帮助顺义区实验教师深入理解攀登英语实验理念，“北京市顺义区小学英语

教育质量整体提升计划”在顺义区教育研究和教师研修中心召开口语和阅读专题培训会，总计

约有132位顺义区英语教师参与了此次岗前培训。 

3月23日，学困生研究会开展了各区学困分会秘书长及课题项目学校“基于班级发展校本研

究”专题交流指导活动。各课题校负责人逐一对课题研究的进程、实施状况、现有成果以及课

题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向与会专家进行了汇报阐述。每个学校汇报后，项目负责人梁威院长带领

专家们秉承着对科研工作的认真态度，对课题校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就各校课题的研究重点、

研究思路、价值取向等进行了有效指导，提出了可行性与合理性的建议。 

3月24日，为全面了解北京市4个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改革项目工作进展,北京市教委三次扩优

核心组工作会。期间，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一处张凤华处长均作了重要讲话，民办机构参与中

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汇报新一轮项目安排及2017年度各项工作安排，并听取了市教委对项

目工作的要求及建议。 

3月28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召开昌平区校园阅读促进工作交流会。 

4月5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召开朝阳区教委朝阳区项目交流会。 

4月12日，北京市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邀请了11个项目区教委相关人员

在京师大厦召开了项目管理办法培训会。会上，市教委徐志芳副处长对《北京市民办教育机构

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修订）》进行了解读，着重强调了管理办法与上一轮

有所调整的内容。各区教委对新一年度的项目进展及规划进行了汇报，并针对新一轮的项目管

理办法进行讨论。市教委领导与项目组负责人着重听取了各区教委对项目管理办法的疑问，并

向各区教委布置了2017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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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20日，“山西省垣曲县基础教育质量整体提升工程”卓越教师发展项目数学组骨干

教师第三期赴京研修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顺利举行。为期一周的培训中，垣曲数学实验教师们

听取了专家报告，分组开展自主研修7次，走进5所学校开展教育研习，观摩13节课例并参与研

讨交流活动。密度大、质量高、收获丰的培训促进实验教师有效提升深化教育教学的意识和水

平，提高教学管理水平，推动垣曲项目工作的有序进行。 

4月20日、5月11-12日，为了持续跟进顺义区攀登英语学习实验进展情况，“北京市顺义区

小学英语教育质量整体提升计划”项目双方共同组织实地指导暨教研活动。每所学校攀登英语

口语和阅读课各1节，并进行听评课活动。共走进42所实验学校，听课84节。 

4月23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于延庆区延庆十一学校举办“阅读领航成

长、书香浸润人生”阅读展示活动。 

4-5月，北京市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辅助市教委完成对民办教育机构的

招标工作。共20家机构中标，较前一轮增加8个。 

5月，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组整理学校阅读建设案例，制作实施指导手册

3种，各2000份。包括：《校园阅读种子校建设实施指导手册（讨论稿）》、《校本书单制定实

施指导手册（讨论稿）》、《校园阅读活动实施指导手册（讨论稿）》。 

5月2日，促进中小学内涵发展的策略与实验研究项目基于学科教学的校本研究专题研讨会

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3层第二会议室召开。会议回顾了近期基于学科教学校本研究专题工作，

研讨了教学设计评选活动进展和安排。各项目校也汇报了基于学科教学校本研究专题实验进展

情况。会上，项目特聘专家为项目校专题研究工作提供了中肯意见。本次研讨会总结了基于学

科教学校本研究专题工作，各项目校与专家们就教学设计评选活动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还对

2017下半年工作计划进行了细化，为下一阶段项目工作的顺利、有序地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月2日，北京市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邀请了20家民办机构相关人员在

京师大厦召开了项目管理办法培训会，并由第一轮已经加入的机构进行项目实施经验的分享。

各机构还分别介绍自身优势及特色。 

5月10—12日，名师带读书子项目组5为专家赴垣曲县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开展同课异构活

动，之后对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阅读种子学校的65名阅读教学骨干教师进行了培训，同时

要求每位教师在暑假前完成阅读教学设计和阅读活动设计各一份。此次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垣曲

县中小学的阅读活动。 

5月，名师带读书项目组和垣曲县教科文体局共同发出通知，在全县中小学和幼儿园老师、

学生、家长中开展阅读征文活动，要求9月开学前交稿评选优秀征文。 

5月12日、6月8日，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学习困难研究会项目组分别组织了“基于班级发展校

本研究”专题中期展示交流活动和“基于班级发展校本研究”专题中期展示交流活动，通过开

展班本阅读助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5月12日、6月9日，北京市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分别到西城区和石景山

区进行调研，参加区级项目阶段性进展情况交流会，参观项目实施成果展示，与项目校校长、

师生进行面对面交流。 

5月26日，“北京市顺义区小学英语教育质量整体提升计划”项目双方负责领导召开学期的

工作总结会，总结本学期实验工作，商讨本轮实验总结暨评优表彰大会的筹备工作。 

6月16日，北京市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召开项目绩效评估方案征求意见

会，邀请区教委、项目学校和民办教育机构代表对2017年度项目绩效评估方案进行研讨，并提

出完善建议。 

6月28日，为了解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改革项目工作进展,进行下一步工作的规划，北京市教

委召开扩优核心组工作会，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报告了项目进度及未来规

划，各项目组分享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期间，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一处张凤华处长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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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讲话。 

7月，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至门头沟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京西分校、

北京市门头沟区黑山小学、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一小学、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永定分校、北

京市门头沟区育园小学、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二小学6所学校进行入校调研指导。 

7月3-10日，北师大振豫农村小学教师培训项目三次培训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本次培

训重点为调动学员们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通过培训，提升校长和老师的管理和教育教学能

力，尽可能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培训既继承了前几次培训的优良传统，又因“来京培训”

这一特点呈现出更多新的色彩，最终取得圆满成功，收获了出资方和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7月10日，为方便各区教委了解民办机构优势及特色，召开入围机构资源展示会。20家机构

分别进行展示，介绍自身优质资源，促进了供需双方更好地实现对接。 

7月10日，项目年度中期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地下一楼第二会议室召开。项

目组从整体上就前期项目活动进展情况及成效进行了简要总结。会上，11所项目校汇报了本校

2017上半年项目开展情况及成效。会议最后，北师大项目组负责人梁威教授对项目结题工作进

行了具体安排，并对如何完成结题报告给出了具体方案。通过此次交流研讨，各项目校对项目

进展、成效，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都有了清晰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交流研讨，达到了互相

学习、分享，共同促进、提高的目的，为项目的完美收官打下了良好基础。 

8月26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至门头沟区全区小学语文教师阅读素养提

升培训会。 

8月底，垣曲县收到征文共9625篇，经过学校初评，1654篇入围，其中教师组544篇、学生组

903篇、家长组207篇，经过专家复评和终审，获奖总数为561篇，其中教师组176篇、学生组303

篇、家长组82篇。已经汇编成册，印刷800本。 

9月16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郎平体育文化与政策研究中心等承办的

“全民 共建 共享——健康中国高端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举行。北师大

“高参小”项目组组织了11所项目校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北师大“高参小”项目校代表们认

真听取了此次论坛的报告。此次论坛加深了老师们对健康中国建设的认识，也为老师们今后的

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工作拓展了思路，明确了道路，指明了方向，令老师们受益匪浅。 

9月15日，北京市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召开项目绩效评估培训会，向各

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项目绩效评估方案及绩效评估工具，明确了绩效评估各项工作的时间

节点。 

9月22日，为了帮助垣曲实验教师更好地梳理认识三年来的研究与实践，高质量地完成结题

报告的撰写，垣曲数学子项目组举办了结题报告远程培训指导活动。活动中，项目首席专家梁

威院长带领大家回顾了2015年以来项目由启动到实施的历程。李万增所长、卢立涛副教授、王

唯研究员又分别进行了有关结题报告撰写的讲座。这些讲座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具象，为

实验教师写好结题报告增添了信心。 

9月27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组召开市级项目交流会，建立线上沟通平

台“市阅读共同体”及区县阅读共同体微信群4个。全年通过线上渠道分享校园阅读案例162个。 

10月-11月，促进中小学内涵发展的策略与实验研究项目组专家走进丰台区11所项目校进行

了结题报告撰写的培训活动。专家们从题目、内容提要、研究的背景、基于学科发展的校本研

究、基于班级发展的校本研究、研究结论等多个方面对研究报告主要内容的撰写进行了系统梳

理和讲解。通过专家的分析与指导，各校对结题报告的撰写要求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特别是

对本校在撰写过程中存在的困惑有了更加清晰的解决思路。 

10月12日，北京市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赴东城区东四十四条小学进行

调研，对东城区项目小学及3家对接机构进行绩效评估相关培训，深入了解学校与机构合作情况、

机构输出资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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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为总结评估项目实施近三年来的经验与成效，表彰各类优秀实验人员和实验学

校，“北京市顺义区小学英语教育质量整体提升计划”组织开展阶段总结暨评优表彰大会，实

验相关领导、教师和学生代表15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10月13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组召开东城区校园阅读工作交流会。 

10月13日，为感谢与表彰项目组领导、专家、志愿者等对项目的大力支持与付出，并对振

豫项目十年来培训经验进行总结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与振豫教育基金在北京师范

大学召开了振豫教育基金十周年总结表彰座谈会。十年间参与培训的河南各地教师代表，地方

教育部门骨干，志愿者代表，相关媒体和热心教育的各界人士汇聚一堂，见证了振豫教育基金

成立十周年的时刻。 

10月15日,北京市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召开会议,根据2017年经费使用

情况初步拟定了2018年预算申报材料,经过多次补充、修改和与评审组的交流，最终确定2018年

经费总额为75.155万元。 

10月26日，北京市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赴昌平区流村中学进行调研，

与黑山寨学校、流村中学及3家机构进行了面对面交流，挖掘流村中学在辐射周边学校、优质资

源共享方面的典型经验。 

10月27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组于海淀区五十七中召开阅读素养提升

现场会。 

11月1日，北京市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赴门头沟区大峪中学进行调研，

与大峪中学、黑山小学、永定中学三所项目学校及首师科技、教科文2家机构进行交流，挖掘了

黑山小学在教师参与方面的典型经验。黑山小学借助机构力量编制语文课程材料，且语文教师

全员深度参与，充分体现了教师的实际获得。 

11月2日，北京市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赴大兴区红星中学进行调研，充

分听取了红星中学与对接的学而思学校双方2017年合作情况与未来的计划，了解了大兴区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的困难。 

11月3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组调研密云区小学“阅读表达提升工程”

展示活动。 

11月17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组至平谷区参与区级阅读项目研讨，并

参与“京山杯”。 

11月22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组组织通州区中小学校园阅读论坛，参

与教师300人。 

11月23-24日，为了推进垣曲数学实验教师专业化发展和科研能力提升，数学子项目组再赴

垣曲开展了实地指导。在两天的实地指导活动中，项目组举办了实地指导说明会、结题报告交

流指导会，组织了名师示范课、实验教师展示课，以及座谈研讨等。通过实地指导，实验教师进

一步提高了教学反思意识，进一步清晰了结题报告撰写的内容与思路，实验教师教学能力、科

研素养的提升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1月27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组组织“中美审辩思维与阅读教学”论

坛，参与教师400人。 

11月27日，北京市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赴丰台区扶轮小学进行调研，

观看了小语种社团及创课成果的展示，了解丰台区12所项目学校推进情况，挖掘了北师大四附

中在提高覆盖率、特色课程体系总体规划上的典型经验。北师大四附中引入机构资源的形式由

仅有社团活动扩展到特色课程，受益学生比例大幅提高，且对传统文化课程有总体规划，形成

了古代文化、诗词鉴赏到诗词创作的整体体系，不过分依赖机构资源，当机构不能提供诗词创

作课程的相关资源时能够使用其他途径解决问题，保证了课程的完整性与系统性。 

11月28日，北京市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赴通州区于家务中学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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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了科技嘉年华活动，了解了通州区项目校与辐射校的实际情况，与项目校、机构就产生的

问题进行了讨论。 

11月29日，为总结2017年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改革项目实施情况，市教委召开扩优核心组工

作会，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对2017年项目实施的成果与发现的问题进行了

报告，并报告了2018年的初步规划。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一处张凤华处长要求2018年项目组需

做好过程性调研工作，抓住典型经验，更好地促进民办教育机构优质资源的共享。 

11月底，垣曲县名师带读书项目组专家对65位骨干教师的阅读教学设计案例和阅读活动设

计案例进行反复修改定稿，汇编成四本书，即：《幼儿园阅读教学设计案例集》、《小学阅读教

学设计案例集》、《中学阅读教学设计案例集》、《垣曲县中小学阅读活动设计案例集》，分别

印刷300册，提供教师作为参考。 

12月7日，北京市民办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组赴朝阳区教育学院朝阳分院附属

学校进行调研，与朝阳区14所项目学校及3家机构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区、校、机构关

于项目实施的做法和体会，发现朝阳区项目学校引入机构资源各具特色，学生有充分的实际获

得。 

12月8日-10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园阅读促进与推广项目组组织10个区县，84人次参与儿童

阅读深圳论坛。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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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LET）参照《北

京市提高全民信息能力行动纲要》《2006-2020 年首都信息社会发展战略》的总体规划，按照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的要求，结合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的建设

内容，以服务北京地区教育信息化工作为重点，研究信息技术如何提升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

信息技术如何提高应用效益和服务水平、信息技术如何促进教育整体发展等首都教育现代化发

展的关键问题，探索与首都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相称、具有首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发展之路。

主要研究方向有如何经济地构建数字校园并提供可靠服务、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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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以上发展方向，实验室研

究分为四大领域，分别是由崔光佐教授引领的数字化学习关键技术研究，黄荣怀教授引领的教

育信息化理论、政策与标准研究，余胜泉教授引领的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研究，以及陈丽教授引

领的在线学习与认知发展研究。 

2017年实验室继续围绕教育信息化发展方向及教学改革需求，申请了《国内外应用信息技

术提高教学质量的成功实践案例研究》《混合式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等北京市、北京师范大学

项目。积极配合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教育信息中心、各中小学等，推动教育信息化下优质资源

的共享及教育均衡，探究智慧环境下的新型学习模式等，为我国教育变革和创新做出了积极贡

献。 

主  任：黄荣怀 

副主任：李艳燕 

【项目申请】 

表 102 本年度主要重点任务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万元) 类别 

1 
基于大数据的在线协作学习分

析评价与干预策略的实证研究 
BCA170077 李艳燕 2017-2021 20 

全国教育科

学规划一般

课题 

2 
国内外应用信息技术提高教学

质量的 成功实践案例研究 
CEHA17068 张进宝 2017-2020 5 北京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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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 

3 
混合式通识教育课程建设——

以《普通心理学》为例 
 陈  桄 2017-2018 10 

北京师范大

学教学建设

与改革项目 

【著作教材】 

 出版著作 

表 103 教育技术学院教师 2017 年度出版著作清单 

序 作者 书名 出版社 月份 ISBN 

1 

Yu,Shengquan,Ally, 

Mohamed,Tsinakos, 

Avgoustos 

Mobile and Ubiquitous 

Learning：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2017.11  

2 何克抗 
教育行者 学术长青：何克抗

论文选集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7.6 9787303223695 

3 李  芒 互联网+教育：教师发展 
电子工业 

出版社 
2017．8 9787121323096 

4 张志祯 教师教育中的视频教学策略 
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17.10 9787302474746 

5 马秀麟 信息化时代教师的专业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7.3 9787303220014 

6 马秀麟等 大学计算机应用教程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7.3 9787303215454 

7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教程：数

学一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6990 

8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教程：数

学二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7003 

9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教程：数

学三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6976 

10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教程：数

学四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701-0 

11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教程：数

学五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7027 

12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教程：数

学六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7041 

13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教程：数

学七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6983 

14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教程：数

学八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7058 

15 崔光佐 
中小学创新能力培养教程：数

学九年级 
开明出版社 2017.11 9787513137034 

 

 软件著作权 

语文师生深度阅读软件（Android版）[简称三余阅读]V1.0。软著登字第1873438号 

语文师生深度阅读软件（ios版）[简称：三余阅读]V1.0。软著登字第18763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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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计算机自动批阅技术的学习软件（Android版）[简称：批阅助手]V1.0。软著登字第

1972603号 

基于计算机自动批阅技术的学习软件（ios版）[简称：批阅助手]V1.0。软著登字第1972920

号 

【学术会议】 

表 104 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参加

人数 
类别 

1 
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项目第四期全

国中小学语文、英语骨干教师培训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马  宁 1 月 9-13 日 80 全国性 

2 2030 未来学校第二次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 余胜泉 1 月 15 日 30 国球性 

3 互联网+教师教育高峰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 余胜泉 3 月 18-19 日 500 

全区性

（通

州） 

4 
首届全国“思维发展型课堂”教学

能力大赛（小学组）决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朱  嘉 4 月 26-29 日 240 全国 

5 
互联网+时代中小学教育改革与发展

交流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余胜泉 5 月 7-12 日 80 

全区性

（荔

湾） 

6 
第十一期全国“思维发展型课堂”

现场（银川）观摩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赵国庆 5 月 10-12 日 200 全国 

7 2030 未来学校第三次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余胜泉 5 月 25 日 40 国球性 

8 

GCCCE2017 中小学教师论坛——暨第

十四届全国“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

创新试验研究”年会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余胜泉 6 月 2-3 日 700 国球性 

9 

信息时代的教育技术学科创新与发

展 ——暨何克抗教授学术思想研讨

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余胜泉 6 月 4 日 500 全国性 

10 
第七届全国中小学数字校园学术交

流暨技术展示大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李玉顺 7 月 18-20 日 200 全国性 

11 
第九届“知识管理与数位学习”工

作坊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余胜泉 6 月 9-19 日 100 全球性 

12 
北京师范大学-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

前沿思想学术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余胜泉 6 月 22-23 日 60 全球性 

13 2017STEM+创新教育学术交流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傅  骞 8 月 13-15 日 200 全国性 

14 

基于核心素养的学科能力研究成果

发布——暨首届京师“学科教育创

新发展”高峰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

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王  磊 8 月 20 日 300 全国性 

15 
第十二期全国“思维发展型课堂”

现场（西安）观摩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赵国庆 10 月 13-15 日 230 全国 

16 
第四届“互联网+教育之学生全面发

展”论坛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

中心 
余胜泉 12 月 1-2 日 500 全国性 

17 
第十三期全国“思维发展型课堂”

现场（广州）观摩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赵国庆 12 月 14-16 日 250 全国 

18 
Mixly Day2017 

全国创客教育交流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 
傅  骞 12 月 22-23 日 100 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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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5 参加会议情况 

序 时间 教师 国家/地区 会议/学校/单位 

1 4 月 11-13 日 黄荣怀 美国 
斯坦福研究院、美国 IDEO 设计公司、Google

公司、Facebook 总部 

2 4 月 25-28 日 
余胜泉 

武法提 
俄罗斯 

EdCrunch Ural: New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in higher education 

3 6 月 15-17 日 
刘美凤 

张婧婧 
香港 

HKAECT-AECT 2017 Summ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ymposium 

4 6 月 26 日 李玉顺 香港城市大学 ICBL2018 

5 8 月 29 日 余胜泉 芬兰 AI Workshop 

6 9 月 18-19 日 黄荣怀 斯洛文尼亚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斯洛文尼亚

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开放教育资源大会” 

7 10 月 5-7 日 蔡  苏 奥地利 
11

th
 European Conference of Game-Based 

Learning 

8 11 月 8-16 日 余胜泉 美国 
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印第安纳大

学教育学院 

9 12 月 2 日-9 日 

武法提 

蔡  苏 

陈  桄 

李葆萍 

新西兰 
Proceedings of the 25

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10 12 月 7 日-9 日 李玉顺 日本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EITT 2017) 

3.3.8 “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 

“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是为贯彻国家科技创新大会以及《教育信息化十

年发展规划(2011-2020)》的文件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之下，于2013年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的，参照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运行。 

“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主要定位是要充分释放高校和企业在人才、资本、

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聚焦泛在教育、移动学习模式和移动学习平台研究，开展持续

深入的理论研究、技术创新、原型实现、系统孵化与测试评估、应用示范及人才培养等工作。 

在实验室场地方面，实验室拥有2400多平米的办公场地，其中包括位于主楼、演播楼等地

的办公空间1100平米，位于中国移动的创新中心400平米，以及位于北师大教七楼5层的未来学

习体验中心900平米。经过四年建设，在中国移动的支持下，完成了预期的“111”工程任务，对

中国移动的教育信息化的业务发挥了支撑作用。具体内容包括： 

研发1个移动学习原型平台：以学习元（Learning Cell）技术为基础建成了一个移动学习

原型平台，为中国移动开发商业化的移动教育云平台积累了一批关键技术，并以原型平台为样

本，完成了移动学习平台的总体设计，发布了中国移动移动学习平台技术要求、中国移动移动

学习平台业务规范，支撑政企分公司开发了“和教育”平台； 

建设1个未来体验中心：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七楼五层建成包括互动讨论教室、互动教学案例

教室、分组互动学习教室、教师教育实训教室、远程协作教室、移动学习教室、未来学习探索实

习教室以及录播控制室等八间新型态教室的未来学习体验中心，并正式投入使用。未来学习体

验中心的建设探索了移动教育领域以及未来新形态环境下学习的引领性需求； 

发展100所平板电脑教学应用示范学校：研究了60多种平板电脑环境下的教学模式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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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移动云课堂解决方案，探索了应用试点学校的工作推进机制，在北京东城、石景山、燕

山、门头沟、四川成都、深圳南山、龙岗区、广州荔湾、天河、新疆库尔勒、河北逐鹿、广西桂

林等近100所中小学开展了平板电脑班教学试点。 

表 106 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参加人数 类别 

1 
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项目第
四期全国中小学语文、英语
骨干教师培训成功举办 

“移动学习”教育
部—中国移动联合

实验室 
余胜泉 20170109 120 全国性 

2 互联网+教师教育高峰论坛 
“移动学习”教育
部—中国移动联合

实验室承办 
余胜泉 20170318 300 全国性 

3 

GCCCE2017 中小学教师论坛
——暨第十四届全国“基础
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研

究”年会 

“移动学习”教育
部—中国移动联合

实验室 
余胜泉 20170602 500 全国性 

4 

基于核心素养的学科能力研
究成果发布——暨首届京师
“学科教育创新发展”高峰

论坛 

“移动学习”教育
部—中国移动联合

实验室 
余胜泉 20170820 300 全国性 

5 
互联网+教育之学生全面发

展论坛 

“移动学习”教育
部—中国移动联合

实验室 
余胜泉 20171201 800 全国性 

表 107 论文发表情况 

序 作者 题名 刊名 发表日期 

1 余胜泉，汪晓凤 “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供给转型与变革 开放教育研究 2017/2/5 

2 王  琦，余胜泉 作业社会化批阅工具的设计、开发与评估 开放教育研究 2017/6/5 

3 余胜泉，李晓庆 
基于大数据的区域教育质量分析与改进研

究 
电化教育研究 2017/7/3 

4 
陈  玲，余胜泉， 

杨  丹 

个性化教育公共服务模式的新探索——

“双师服务”实施路径探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7/7/5 

5 王济军，余胜泉 
基于 CMC的 E-Mail 交际提升小学生跨文化

交际素养的研究 

现代远距离教

育 
2017/7/15 

6 余胜泉 “互联网+”时代,教育走向何方? 中国德育 2017/7/23 

7 余胜泉 大数据时代的未来教育 中国民族教育 2017/8/1 

8 万海鹏，余胜泉 基于学习元平台的学习认知地图构建 电化教育研究 2017/9/4 

9 余胜泉，胡  翔 STEM 课程的跨学科整合模式与基本取向 今日教育 2017/10/5 

10 余胜泉 学术共同体建设与学术期刊的发展 中国远程教育 2017/10/19 

11 
余胜泉，段金菊， 

崔京菁 
基于学习元的双螺旋深度学习模型 

现代远程教育

研究 
2017/11/22 

3.3.9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组建工

作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17]163号），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承担单位，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移

动通信有限公司、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筹建互联网教育智

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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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我国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个性化学习服务能力不

足等问题，围绕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智能教育服务的迫切需求，建设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应用

研究平台，支撑开展远程教学交互系统、知识建模与分析、学习者建模与学习分析、学习环境

设计与评测、系统化教育治理等技术的研发和工程化。通过建立支撑互联网教育的试验平台，

形成国内一流的科研环境，主动承担国家和行业重大科研项目，在学习资源生成进化和智慧学

习环境等方面取得一批关键技术成果并成功转化，构建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领域的自主知识产

权和标准体系，形成可持续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促进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提升和学生个性

化发展，为推动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根据《国家工程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和

通知要求，国家工程实验室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将紧密围绕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发展

的需要，开展相关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重要技术标准研究制订，集聚、培养产业急需的技术创

新人才。建立促进国家工程实验室良性发展的运行机制，探索和实施适合行业特点的具体措施，

着力解决互联网教育行业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建立该领域发展趋势

和重大问题的协同创新研究机制，积极完成国家有关部门委托的科研课题和行业技术咨询工作，

主动提供行业发展研究情况和重要进展，更好地为国家和行业发展服务，支撑“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将联合共建单位，开展协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深化

产教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移转化链条，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努力成为催化互联网教育产业技术变革、加速创新驱动的策源地，

助力“互联网+教育”强国建设。 

 
图 82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使命 

 

图 83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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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技术研发和服务方向 

 

图 85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组织架构 

国家工程实验室的运行和管理实行理事会领导下实验室主任负责制。 

理事会主要负责聘任实验室主任、确定实验室发展方向和重要研究领域、审议和批准财务

预决算等重大事宜的决策。理事会由有关部门、产业界、科技界、项目法人单位和共建单位等

方面的管理和技术专家组成。 

技术委员会是实验室的技术指导与咨询机构，由项目法人单位、共建单位、国际或内互联

网教育领域的资深专家，以及产业界、互联网技术领域、经济领域的专家组成。技术委员会主

要负责实验室的发展目标、任务和研究方向等方面的咨询。 

2017年1月23日，国家发改委批复组建国家工程实验室。 

2017年3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会讨论决策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

验室建设方案。 

2017年4月7日，国家发改委委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互联网教育智

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评估咨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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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项目资金评估会 

2017年7月8日，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校党

委书记程建平担任理事会理事长，副校长陈丽担任技术委员会主任，黄荣怀教授担任实验室主

任。 

 
图 87 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2017年12月11日，国家发改委批复国家工程实验室创新能力建设项目资金。 

2017年12月26日，人工智能与教育发展研讨会暨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

室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会上发布国家工程实验室承担的国家发改委“基

础教育大数据研发与应用示范工程项目”阶段性成果“基础教育大数据应用平台”，同时国家

工程实验室与来自洛阳市、金华市、成都双流区和贵阳清镇市的代表分别签署了未来五年基础

教育大数据示范应用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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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人工智能与教育发展研讨会暨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图 89 基础教育大数据示范区签约仪式 

2017年12月，国家工程实验室发布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研究报告，该报告由互联网教育智

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共同研发，研究教育服务供给由

“标准化供给”向“个性化服务”转变，提出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十大研究结论。 

3.3.10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是北京市政府支持的高水平国际化创新平台，是北京市首批建

设的高精尖中心之一。中心的核心使命是推进北京教育公共服务从数字化转型到智能化，基于

大数据，用“互联网+”的思路助力北京教育深化综合改革，构建北京（世界城市）教育公共服务

新模式，支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的中国教育梦实现。 

中心汇聚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科教育、教育心理等领域的知名教授和一流智力资

源，并与全球范围内一流大学、研究机构和专家通力合作，积极推动北京地区基础教育从班级

授课的标准化教育向线上线下融合的个性化、精准化、多样化教育体系转型，从实现配置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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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公平向实现获得公平转型，从政府单一教育供给向开放办学、多渠道多元教育供给转型，

全面探索移动互联时代的创新教育业务形态和治理方案。 

中心的具体任务是：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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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世界顶级城市的教育公共服务新模式；搭建高水平国际化创新平台，凝聚世

界一流人才，形成国际一流教育公共服务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创新基地；建设教育公共服务设计

与孵化的合作网络，培育汇聚教育系统内外的服务，建成广义教育供给的“统一战线”。 

中心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要面向每一位学习者，实现“全学习过程数据的采集；知识与能力

结构的建模；学习问题的诊断与改进；学科优势的发现与增强”。 

为此要研究学习者学科能力与认知模型及其可视化，以表达学习者的个性化特征和需求；

要研究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教育智能技术，构建以学习科学为基础的数据分析模型，以实现根据

学习者个性需求进行适应性的推荐；要研究学习资源生成与服务汇聚技术，以实现优质资源大

规模地语义化组织、主题化汇聚以及进化式生成，构建可推理与计算的社会性知识空间，实现

线上线下结合的双师服务；同时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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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开展研究工作的基本思路为：面向北京市教育深化综合改革的重大实践需求，开展智

能教育领域的高精尖研究，在此基础上汇聚高端人才、创新科研组织与评价机制。 

主    任：董  奇 

执行主任：余胜泉 

【论文发表】 

 中文论文 

表 108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成员 2017 年度发表中文论文清单 

序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年，卷（期） 

1 余胜泉、汪晓凤 
“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供给转

型与变革 
开放教育研究 2017（02） 

2 王  琦、余胜泉 
作业社会化批阅工具的设计、

开发与评估 
开放教育研究 2017（06） 

3 余胜泉、李晓庆 
基于大数据的区域教育质量分

析与改进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 2017（07） 

4 
陈  玲、余胜泉 

杨  丹 

个性化教育公共服务模式的新

探索——“双师服务”实施路

径探究 

中国电化教育 2017（07） 

5 王济军、余胜泉 
基于 CMC 的 E-Mail 交际提升小

学生跨文化交际素养的研究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7（07） 

6 余胜泉 
“互联网+”时代,教育走向何

方? 
中国德育 2017（07） 

7 余胜泉 大数据时代的未来教育 中国民族教育 2017（08） 

8 万海鹏、余胜泉 
基于学习元平台的学习认知地

图构建 
电化教育研究 2017（09） 

9 余胜泉、胡  翔 
STEM 课程的跨学科整合模式与

基本取向 
今日教育 2017（10） 

10 余胜泉 
学术共同体建设与学术期刊的

发展 
中国远程教育 2017（10） 

11 
李葆萍、余胜泉 

孙璐璐、张丽峰 

“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变革—

—2017 年第 21 届全球华人计算
现代教育技术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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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秋杰 机教育应用大会综述 

12 
余胜泉、段金菊 

崔京菁 

基于学习元的双螺旋深度学习

模型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7（11） 

 外文论文 

表 109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成员 2017 年度发表外文论文清单 

序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年，卷

（期） 

1 

Jiaxin Cui a,b, 

George K. Georgiou 

c,⇑, Yiyun Zhang d, 

Yixun Li e, Hua Shu 

aXinlin Zhou a,b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and arithmetic 

fluency in Chinese 

kindergarten childre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2017（02） 

2 

Liu Jie, Zhang Han, 

Chen Chuansheng, Hui 

Chen, Cui Jiaxin, 

Zhou Xinlin 

The neural circuits for 

arithmetic principles. 
Neuroimage 2017（02） 

3 

Lishan Zhang，

Shengquan Yu，

Baoping Li，Jing 

Wang 

Can Students Identify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Solve a 

Problem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2017（04） 

4 

Cai, S., Chiang, F.-

K., Sun, Y., Lin, 

C., & Lee, J. J 

Applications of 

Augmented Reality-based 

Natural Interactive 

Learning in Magnetic 

Field Instruction.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2017（06） 

5 

Cui, Jiaxin., Zhang, 

Yiyun., Cheng, D., 

Li, D., Zhou, Xinlin 

Visual Form Perception 

Can Be a Cognitive 

Correlate of Lower 

Level Math Categories 

for Teenager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7（08） 

【软件著作权】 

表 110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2017 年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序 软件著作权名称 授与单位 授与时间 发明人 

1 
语文师生深度阅读软件（Android 版）

[简称三余阅读]V1.0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2017/02/15 余胜泉 

2 
语文师生深度阅读软件（ios版）[简

称：三余阅读]V1.0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2017/02/15 余胜泉 

3 
基于计算机自动批阅技术的学习软件

（Android 版）[简称：批阅助手]V1.0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2017/05/20 余胜泉 

4 
基于计算机自动批阅技术的学习软件

（ios 版）[简称：批阅助手]V1.0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2017/05/20 余胜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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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2017 年度举办大型会议列表 

序 时间 地点 名称 内容简要 

1 2017.1.9-13 北京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项

目第四期全国中小学语

文、英语骨干教师培训 

本次培训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现代

教育技术研究所和未来教育高精尖

创新中心主办，“移动学习”教育部

-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承办。北京师

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何

克抗教授、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

心执行主任余胜泉教授在培训中分

享精彩讲座。来自全国各地项目区

的语文和英语教研员、优秀项目教

师近 100 人参加培训。 

2 2017.3.4 北京通州 

“‘互联网+’助力通州

区教育全面深化综合改

革项目”阶段总结会 

本次的项目总结会具有里程碑意

义，标志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

中心将投入更多的资源，参与到北

京城市副中心教育现代化的建设

中。 

3 2017.6.2-3 北京师范大学 

GCCCE2017 中小学教师

论坛——暨第十四届全

国“基础教育跨越式发

展创新试验研究”年会 

本次会议在 2016-2017 学年度课题

实践探索和经验分享的基础上，积

极吸纳各地的优秀教学实践案例，

共同研讨如何使用现有的和新兴的

技术。 

4 2017.6.4-6 北京师范大学 

第 21 届全球华人计算机

教育应用大会

（GCCCE2017) 

本次会议日程为 6 月 4 号到 6 号，

除开幕式外还包括：主旨演讲、论文

报告、工作坊论坛、博士生论坛、中

小学教师论坛等。与会者能在本次

学术会议中分享成果、群策群力，集

结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智慧，为建设

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建言献策，

同时推动全球计算机教育应用的长

远发展。 

5 2017.10.14 北京房山 

“大数据助力房山区教

育质量改进”项目启动

会暨学科首席专家受聘

仪式 

为了贯通教育改革的各个环节，本

次北京师范大学学科专家团队采用

课堂教学和考试评价一体化的方

式，在分会场论坛上，专家不仅对推

进区域教学改进进行了部署，也针

对如何基于学科素养和学科能力进

行命题开展了工作坊活动，希望在

专家的引领下，能更好的推动科学

有效评价，助推房山教育跨越发展。 

6 2017.12.1-2 北京通州 
“互联网+教育”之学生

全面发展论坛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开启,"互联网+

教育"逐渐成为当前教育改革与实

践中的高频词。"互联网+教育"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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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融合,将对环境、课程、教学、学

习、评价、管理、教师发展、学校组

织等教育主流业务产生系统性的变

革影响，传统模式下学生的培养目

标与方式也将被颠覆。 

 

 
图 90 “互联网+”助力通州区教育全面深化综合改革项目阶段总结会 

 
图 91 第 21 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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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大数据助力房山区教育质量改进”项目启动会暨学科首席专家受聘仪式 

 
图 93 “互联网+教育”之学生全面发展论坛 

3.3.11 教育家书院 

2017 年，教育家书院开展了一系列常规学术活动、学校诊断与改进活动、教育考察等，推

进高校与中小学的双向互助合作。本年度教育家书院申报了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市的基础教育

教学成果奖，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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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郭华教授参加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评选答辩 

表 112 教育家书院活动一览表 

序 日期 活动类型 活动名称 

1 2017.04.11 学校诊断与改进 教育家书院走进门头沟区黑山小学 

2 2017.04.11 学校诊断与改进 教育家书院走进门头沟区东辛房小学 

3 2017.04.11 学校诊断与改进 教育家书院走进门头沟区王平中学 

4 2017.09.21-23 学校诊断与改进 教育家书院走进南京市拉萨路小学 

5 2017.04.12 教育考察 参观北京中学 

6 2017.04.12 教育考察 参观北京乐成国际学校 

7 2017.04.13 教育考察 参观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 

8 2017.04.14 教育考察 参观北京十一学校 

9 2017.04.14 教育考察 参观北京建华实验学校 

10 2017.04.14 教育考察 参观北京第三十五中学 

11 2017.12.14 教育考察 参观义乌市实验小学 

12 2017.04.13 常规学术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季广茂教授带来主题为《精神分析和

文本阅读》的主题讲座 

13 2017.04.15 常规学术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关系学院张胜军教授带来主题

为《民间外交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主题讲座 

14 2017.09.22 常规学术活动 
南京师范大学周宗伟教授为兼职研究员带来主题为《教育

电影》的讲座 

15 2017.09.22 常规学术活动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翟学伟教授带来主题为《从关系是叫理

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的讲座 

16 2017.11.27 常规学术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尹力教授带来主题为《网络背景下

依法执教的理论与实践》的讲座 

17 2017.11.27 常规学术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章伟文教授带来主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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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学与东方智慧》的讲座 

18 2017.11.28 常规学术活动 
80 后青年作家、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汀老师带来

主题为《中小学稳定阅读机制的设想》的讲座 

19 2017.11.28 常规学术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教学行为研究所所长李芒教授

带来主题为《教育信息化焦点问题漫话》的讲座 

20 2017.11.29 常规学术活动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耿申老师带来主题为《欺凌及

其预防》的讲座 

21 2017.11.29 常规学术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刘宝存教授带来主题为《发达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动

向与趋势》的讲座 

4 月 11 日，郭华教授带领兼职研究员走进黑山小学、东辛房小学以及王平中学进行学校诊

断与改进。书院一行人在几所学校中参观校园、走进班级、听取关于学校课程建设、文化建设

的报告并与校长、老师们就学校发展进行深入得交流和研讨。 

 

图 95 教育家书院 2017 年春季学校诊断活动 

4 月 12-14 日，顾明远先生、郭华教授与兼职研究员一同走进北京中学、北京乐成国际学校

的幼儿园及中小学、中关村第三小学、北京十一学校、北京建华实验学校、北京市第三十五中

学，开展教育考察活动。 

4 月 13 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季广茂教授为教育家书院兼职研究员带来了题为《精神分

析和文本阅读》的主题讲座，结合故事、案例与兼职研究员们一同进行文本分析，使兼职研究

员在案例分析中区分了精神分析的文本解读和非精神分析的文本解读。 

4 月 15 日，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关系学院张胜军教授为兼职研究员带来了题为《民

间外交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主题讲座，兼职研究员就自己感兴趣的外交话题与张教授进行

互动交流。 

表 113 教育家书院春季常规学术活动 

序 日期 活动名称 

1 2017.04.13 季广茂《精神分析和文本阅读》 

2 2017.04.15 张胜军《民间外交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9 月 21-23 日，郭华教授带领教育家书院第五批兼职研究员到南京市拉萨路小学开展学校

诊断与改进活动，教育部领航工程严瑾校长工作室的成员们共同参与活动，对学校课程体系的

探索及课堂的实践情况进行诊断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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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教育家书院 2017 年秋季学校诊断与改进活动 

9 月 22 日，教育家书院秋季常规学术活动在南京举行。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周宗伟教授

带来主题为《教育电影》的讲座，和教师们分享了六部经典的、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探讨其中

的教育智慧。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翟学伟教授带来主题为《从关系是叫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的讲座，让与会教师对“关系”的理解从日常经验层面进入学术研究层面，极具启发性。 

11 月 15 日，教育家书院申报的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答辩在北京市教委进行，

郭华教授代表教育家书院进行答辩，最终教育家书院的“中小学名优教师发展双向互助合作模

式”获得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的佳绩。 

11 月 27-29 日，教育家书院 2017 年秋季常学术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教育家书院第

四、五批兼职研究员聆听了 6 场高质量学术报告。六位资深学者分享了其在各自实践或研究领

域内的成果，兼职研究员与各位学者就讲座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次高端学术报

告打开了兼职研究员看待和解读教育的新视角。 

表 114 教育家书院秋季常规学术活动 

序 日期 活动名称 

1 2017.09.22 周宗伟《教育电影》 

2 2017.09.22 翟学伟《从关系是叫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3 2017.11.27 尹力《网络背景下依法执教的理论与实践》 

4 2017.11.27 章伟文《<周易>哲学与东方智慧》 

5 2017.11.28 刘汀《中小学稳定阅读机制的设想》 

6 2017.11.28 李芒《教育信息化焦点问题漫话》 

7 2017.11.29 耿申《欺凌及其预防》 

8 2017.11.29 刘宝存《发达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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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教育家书院秋季常规学术活动合影 

12 月 14 日，教育家书院执行院长郭华教授来到义乌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江南校区进行教

育考察。郭华教授参观了校园，听取了学校的特色课程的汇报，并对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和特色

课程建设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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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学术期刊 

3.4.1 比较教育研究 

1.刊物基本情况 

主      编     顾明远 

执 行 主 编     鲍东明 

副  主  编     刘宝存 

编辑部主任     张瑞芳 

责 任 编 辑     曾晓洁  张瑞芳  吴  婷 

2017 年《比较教育研究》，每期 112 页，约 18 万字，全年发文 180 篇，发行量每期 3450

册左右，与往年持平。 

本年度重点选题为：纪念比较教育学科创立 200 周年，国内外十几位比较教育领域的知名

专家学者发出撰稿或接受我刊专访。 

重点栏目建设为：创新创业教育研究，本刊组织刊发多篇相关稿件，并积极进行调研。 

继续打造传统优势栏目与新创优势栏目，如教育思想与理论研究、“一带一路”教育研究、

“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研究”等栏目。 

2.重要事件 

2017 年 4 月和 6 月，分别赴温州市、深圳市南山区和盐田区的基础教育部门，深入调研了

我国创客教育的发展。 

2017 年 9 月 23—24 日，本刊将参与“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的举办。 

2017 年 12 月，向编委会提交 2017 年度工作报告，征求编委办刊意见与建议。 

3.外部评价和转载情况 

2017 年 10 月 31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 2017

年度考核和专项资助情况通报》，《比较教育研究》考核合格并获得专项资助 60 万。 

2017 年，我刊继续被《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目录》收录。 

不完全统计，2017 年我刊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2 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30 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1 篇；《中国教育报》转载 9 篇；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 7 篇。 

3.4.2 教师教育研究 

1．基本情况 

主      编       顾明远 

副  主  编       戴立益  朱旭东 

编辑部主任       刘东敏 

责 任 编 辑       刘东敏  吴  娱  王  俭 

2．学术影响 

本刊被列入 CSSCI 公布的来源期刊年度目录；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

心期刊。 

本刊入选 2017《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2017 年发布的《年报》显示，本

刊在全国教育类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名第 1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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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稿件情况和内容特色 

本刊 2017 年共出刊 6 期，每期 128 页，全年刊登稿件 122 篇，其中基金资助 87 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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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全方位覆盖幼教、特教、基教、职教、高教中的教师教育问题；关键词涵盖教师教育、免费

师范生、农村教师、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教师培训、教师专业发展、教师文化、教育改革等

领域；稿件类型主要包括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教育政策、教师教育史、国外教师教育等。 

4．征订发行 

本刊主要通过邮局渠道征订发行，总发行量相对稳定，2016 年每期征订发行量 5400 册。本

刊采取多种途径进行宣传，并通过实现手机阅读，更好地融入数字化期刊交流平台，扩大网络

影响力。 

5．主要参与活动 

2017 年 3 月，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新型出版模式培训班 

2017 年 3 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发布论坛暨学术评价与学科发展研讨会 

2017 年 4 月，全国第四届教育期刊改革与发展高峰论坛 

2017 年 6 月，高教出版社 SSCI/CSSCI 量化数据分析、论文写作及发表工作坊 

2017 年 10 月，参加第三届全球教师教育峰会 

2017 年 11 月，中国教育学会全国教育理论刊物年会 

2017 年 11 月，期刊编辑赴宁夏大学教育学院进行学术调研及交流活动 

2017 年 12 月，参与期刊部“学术论文写作指导与研究中心”的相关工作 

3.4.3 教育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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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职 编 辑：李  涛   吴  婷（与《比较教育研究》合用） 

1．2017 年 1 月起，学部期刊中心聘用吴婷，作为《教育学报》与《比较教育研究》两刊编

辑部合用。 

2．2017 年 3 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布“报刊复印资料”（2016）转载学术论文

指数排名，《教育学报》2016 年度全文转载 20 篇（不含《教育学文摘》6 篇），全文转载率

22.73%，在教育学类 221 种期刊中排名第 6。 

3．《教育学报》两篇文章被新华文章全文转载，分别是发表在《教育学报》2017 年第 2

期的万国威与靳慧芹著《地方保护主义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元凶吗？----基于 2005

到 2015 年间 211 大学高招录取率的量化研究》（全文转载于《新华文摘》2017 年第 16 期）、

发表在《教育学报》2017 年第 3 期的毛亚庆与王树涛著《西部农村处境不利儿童的就读经验现

状及政策建议》（全文转载于《新华文摘》2017 年第 18 期） 

4．2017 年 11 月 12-14 日，《教育学报》与《比较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三刊编

辑部一行 3 人赴宁夏大学教育学院就教育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进行交流指导，该项交流活动是

北京师范大学对宁夏大学对口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5．2017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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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版），

教育学报 2016 年度的相关数据如下： 

复合影响因子 0.984，五年影响因子 1.344，影响因子学科排序 44/259，基金论文比为 0.66，

平均引文数 23，引用期刊数 186，被引期刊数 565，WEB 即年下载率为 104%。部分指标比上一年

度有增加。 

6．2017 年《教育学报》共出刊 6 期，刊发文章 87 篇，平均每期刊登文章接近 15 篇。自

2011 年启动学术专题以来，《教育学报》已刊发 16 个专题。2017 年第 6 期，学报邀请张斌贤

教授主持了“美国全国教育协会早期史研究”学术专题，刊发了 3 篇文章，不仅有利于进一步

拓宽美国教育的研究，也有助于当前关于民间学术组织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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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部重要文件和活动 

4.1 重要文件 

4.1.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7年度工作计划要点》
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度工作计划要点》经由 2016 年 12 月 12 日总第 308 次部

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学部全体教师，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度工作计划要点》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1 月 10 日 

4.1.2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任命丁秋祎同志为党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经 2017 年 1 月 9 日总第 311 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任命丁秋祎同志为教育学

部党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1 月 10 日 

4.1.3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的通
知 

学部各单位： 

为创建国际一流教育学科，增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能力，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

展，探索和创新符合专业学位教育特点、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培养模式和管理

体制，经与研究生院商议确认，并经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1 月 9 日总第 311 次部务会

（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成立：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1 月 10 日 

4.1.4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教育技术学院聘任傅骞同志为教育技术学院副院长的
通知 

学部各单位： 

根据《教育学部学术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经民主程序，教育技术学院聘

任傅骞同志为教育技术学院副院长，经 2017 年 1 月 9 日总第 311 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

通过，已在学部备案。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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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十三五”发展规划纲

要》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是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及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决定性阶段，也是教育学部进一步深化改革、调整结构、重点突破、

提升质量并率先建成“京师风范、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教育学科的攻坚阶段。系统谋划教育学

部“十三五”发展战略，对于全面深化学部综合改革，努力开创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新局面，具

有重要意义。学部经过认真研究酝酿，特制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十三五”发展规划纲

要》，经 2017 年 1 月 9 日总第 311 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1 月 19 日 

4.1.6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及所属机构印章管理办

法》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印发<印章管理办法>的通知》（师校发［2017］11 号）精

神，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部及所属机构印章管理，保障学部和学校权益，结合教育学部实际情

况，特制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及所属机构印章管理办法》，经学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

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及所属机构印章管理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3 月 1 日 

4.1.7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合同管理办法》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为规范教育学部合同管理，防范合同风险，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同管

理办法》（师校发[2017]10 号），学部制定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合同管理办法》，经学

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合同管理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3 月 1 日 

4.1.8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任命丁道勇同志为培训学院副院长、张行涛同志为培
训学院院长助理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经教育学部培训学院副院长招聘选拔程序，经招聘委员会提议，2017 年 2 月 27 日学部部务

会（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任命丁道勇同志为培训学院副院长、张行涛同志为培训学院院

长助理。 

免去陈锁明同志培训学院副院长职务。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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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 日 

4.1.9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培训学院干部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按照廉洁自律、绩效与专业导向、定岗定责和责权利平衡的原则，为加强学部培训学院干

部管理，经研究制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培训学院干部管理办法（试行）》，经 2017 年 3

月 13 日总第 317 次学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予发布。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培训学院干部管理办法（试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3 月 20 日 

4.1.10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任命苏莎娜同志为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的
通知 

学部各单位： 

经 2017 年 3 月 20 日总第 318 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任命苏莎娜同志为教育

学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副主任。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3 月 21 日 

4.1.1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教育学学术型博士生国际研习管理规定（试行）》

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根据 2016 版《教育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相关要求，为了培养博士生全球视野和国

际交往能力，推动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提升人才综合素质和培养质量，经研究制定教育学学术

型博士生国际研习管理规定，经 2016 年 9 月 12 日总第 297 次学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审议

通过，现予发布。 

特此通知。 

附件：《教育学学术型博士生国际研习管理规定（试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3 月 27 日 

4.1.12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教育学学术型博士生中期考核规定（试行）》

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为了提升学术型博士的培养质量，严格教育学学术型博士培养过程和管理机制，引导博士

生的自主学习和学术发展，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博士

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规定》和 2016 版《教育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有关要求，经研

究制定《教育学学术型博士生中期考核规定（试行）》，经 2016 年 9 月 12 日总第 297 次学部

部务会（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予发布。 

特此通知。 

附件：《教育学学术型博士生中期考核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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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3 月 27 日 

4.1.13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博士生实践活动管理规定
（试行）》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根据 2016 版《教育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相关要求，为了加强理论与现实的联系，

增强教育实践的意识和能力，提升人才综合素质和培养质量，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参与

相关实践活动，经研究制定《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博士生实践活动管理办法（试行）》，经 2016

年 9 月 12 日总第 297 次学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予发布。 

特此通知。 

附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博士生实践活动管理规定（试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3 月 27 日 

4.1.14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生中期考核规定（试行）》
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为了提升学术型硕士的培养质量，严格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过程和管理机制，引导硕

士生的自主学习和学术发展，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北京师范大学关于硕

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规定》和 2016 版《教育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有关要求，经

研究制定《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生中期考核规定（试行）》，经 2016 年 9 月 12 日总第 297 次学

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予发布。 

特此通知。 

附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生中期考核规定（试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3 月 27 日 

4.1.15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科研仪器设备采购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为规范教育学部科研仪器设备采购，学部参照《北京师范大学科研仪器设备采购实施细则》

（师校发[2016]85 号），制定了教育学部总价 20 万以下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科研仪器设

备采购实施细则（试行）》，经 2017 年 4 月 10 日总第 320 次学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审议

通过，现予发布。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科研仪器设备采购实施细则（试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4 月 11 日 

4.1.16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聘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依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管理规程（试行）》（学部发【2009】10 号）的相关规定，

学部组织对聘期届满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进行换届，经民主程序，并经 2017 年 4 月 24

日总第 322 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聘任余清臣同志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

聘期为 2017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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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康永久同志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职务。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4 月 25 日 

4.1.17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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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 17 日总第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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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晨、邓  猛 

    秘  书：刘  立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楚江亭、邓  猛、傅  纳、冯婉桢、黄 欣、阚 维、刘  立 

    刘姗姗、卢正天、吕巾娇、施克灿、滕 珺、王 晨、解博超 

    徐  璐、余清臣、曾晓东、张树东、周溪亭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5 月 4 日 

4.1.18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聘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院长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依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管理规程（试行）》（学部发【2009】10 号）的相关规定，

经民主程序，并经 2017 年 5 月 8 日总第 323 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同意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院聘任班建武、刘水云同志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院长。 

免去余清臣、丁道勇同志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院长职务。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5 月 12 日 

4.1.19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网站群信息发布暂行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为加强网站的管理和维护，规范网站信息采编、审核、发布等工作，确保教育学部及各院

系网站发布信息的安全、准确、及时、高效，促进网站安全正常运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法律

以及学校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教育学部安全监管工作实际需要，特制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网站群信息发布暂行管理办法（试行）》，现予发布。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网站群信息发布暂行管理办法（试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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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0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调整王晨、邓猛部长助理分工及免去刘强同志教育学

部部长助理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根据工作需要，经 2017 年 8 月 28 日总第 334 次教育学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决

定，调整王晨、邓猛部长助理工作分工，由王晨部长助理分管学部各类型人才培养工作，邓猛

部长助理分管学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 

鉴于刘强同志受学校委派自 2017 年 9 月-2020 年 9 月赴新疆挂职锻炼，经部务会（党政

联席会）研究决定，免去刘强同志教育学部部长助理职务。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8 月 29 日 

4.1.2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教育学部安全稳定领导小组名单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根据学校要求，为适应学部安全稳定工作需要，经 2017 年 9 月 4 日总第 335 次部务会议研

究，决定成立教育学部安全稳定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李家永、朱旭东 

副组长：李雪莲、楚江亭 

成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楚江亭、邓  猛、阚  维、李家永、李雪莲、刘  立、毛亚庆 

王  晨、王  磊、杨  阳、余胜泉、曾  琦、张京彬、朱旭东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9 月 4 日 

4.1.22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低值易耗品管理暂行办
法（试行）》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为加强教育学部低值易耗品管理，根据《高等学校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办法》（〔84〕

教供字 20 号）《北京师范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师校发〔2015〕41 号）《北京师范大学低

值易耗品管理暂行办法》（师国资发〔2017〕04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教育学部实际情况，

特制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低值易耗品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经 2017 年 9 月 4 日总第

335 次教育学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低值易耗品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9 月 5 日 

4.1.23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免去鲍东明同志教育学部期刊中心副主任及学术写
作中心主任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鉴于鲍东明同志向教育学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提交了辞去期刊中心副主任及学术写作

中心主任的请求，经 2017 年 9 月 11 日总第 336 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本着尊重

个人意愿的原则，免去鲍东明同志期刊中心副主任及学术写作中心主任职务。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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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9 月 26 日 

4.1.24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部长办公会议事规则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根据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的有关规定，结合教育学部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经教育

学部 2017 年 9 月 25 日总第 338 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予发布。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试点学院）部长办公会议事规则（试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9 月 26 日 

4.1.25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聘任赵娜同志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兼）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经 2017 年 9 月 11 日总第 336 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聘任赵娜同志为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兼）。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10 月 10 日 

4.1.26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网站集群信息发布暂行
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为加强网站的管理和维护，规范网站信息采编、审核、发布等工作，确保教育学部及各院

系网站发布信息的安全、准确、及时、高效，促进网站安全正常运行，按照《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网站群信息发布暂行管理办法（试行）》（学部发[2017]19 号），特制定《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网站集群信息发布暂行管理办法（修订）》，现予发布。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网站集群信息发布暂行管理办法（修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10 月 24 日 

4.1.27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聘任马宁同志、张行涛同志为培训学院副院长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经 2017 年 10 月 30 日总第 342 次学部部务会（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聘任马宁同志、

张行涛同志为培训学院副院长。 

免去张鼎权同志、丁道勇同志培训学院副院长职务，免去张行涛同志培训学院院长助理职

务。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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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教育管理学院免去向蓓莉同志院长助理职务聘任赵

树贤同志为院长助理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依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管理规程（试行）》（学部发【2009】10 号）的相关规定，

经民主程序，教育管理学院免去向蓓莉同志院长助理职务，聘任赵树贤同志为教育管理学院院

长助理。经 2017 年 11 月 6 日总第 343 次部务会（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已在学部备案。 

特此通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11 月 9 日 

4.1.29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接受社会捐赠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为加强对各类捐赠事务的统一管理，拓宽教育学部资金筹措渠道，提高社会筹资能力，

保障捐赠者和学部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合法权益，规范捐赠管理工作，充分发挥社会捐赠在教育

学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益事业捐赠法》、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学校相关规定，结合教育学部实际情况，特制

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接受社会捐赠管理办法（试行）》，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接受社会捐赠管理办法（试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11 月 29 日 

4.1.30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内部机构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学部各单位： 

为推进世界一流教育学科建设，完善教育学部治理体系，进一步规范学部内部机构管理，

激发教师学术创新能力，提高服务水平，根据《建制性教学科研机构设立内部机构管理工作指

导意见》（师校发[2017]58 号）文件要求以及学校相关规定，结合教育学部实际情况，特制定

本管理办法，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内部机构管理办法（试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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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重要活动 

4.2.1 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 

1 月 16 日，正式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并举办“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成立仪式暨学士后教师教育研讨会”。会议旨在进一步突出北京

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的优势和特色，整合资源，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实现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学科的重要转型，为我国教师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会上确定了中心的定位和

发展目标，并初步建立教育学部实践基地网络联盟。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的成立，是

我校教育学科发展的一次重要转型，对加强我校教师教育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4.2.2 编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建设方案 

根据教育部和学校的“双一流”的工作部署，组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建设方案编制工

作，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学科的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和预期成效，制定了 6 大核心任务、30 项关

键措施和 77 项任务清单，经过专家论证、材料修改以及教育部专家审查等程序，顺利完成北京

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建设方案编制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216 

5.  人才培养工作 

5.1 注重生源质量，多重途径展开招生宣传 

生源是人才培养的原材料，是人才培养工作的基础，也是人才培养工作能顺利且圆满完成

的先决条件，学部历来重视招生工作，力图在现有良好生源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学部现有招生

包含 3 个层次 9 种类型，本科层次有统招本科生、自考、夜大学；硕士层次有学术型硕士、全

日制教育硕士、在职攻读教育硕士和免费师范生在职攻读教育硕士；博士层次有学术型博士和

教育博士。针对不同招生类型需求与特征，学部有针对性地开展多种宣传工作。 

5.1.1 本科生招生 

本科生招生主要由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统筹，学部主要负责教育学“引领计划”自主招

生工作的实施，并配合学校落实招生咨询与宣传工作。 

今年“引领计划”自主招生报名继续火爆，报名人数达到 3222 人，略少于去年但基本持平。

自主招生方案中规定的招生名额仅 30 名，发放合格资格不少于 50 名，故初审压力极大，录取

比例达 107.4:1。为此，正式初审前，学部专门组织了初审教师的培训，44 位教师参加。培训会

上，主要讨论了初审的标准和程序，并进行了试初审。5 月底正式初审，专家从 3222 名报名学

生中，筛选了 300 余名优秀考生进入面试。在经过面试培训与全天的正式面试选拔后，录取 23

名学生，录取率 7.6%。 

 

图 98 2013-2017 年教育学部自主招生报名情况 

本科生招生宣传主要包含校园开放日和包干省份招生咨询两部分。 

针对校园开放日，学部领导高度重视，认真准备宣传材料，精心设计宣传展板与彩页。在场

师生向考生和家长耐心回答了本科生的毕业去向、在学期间科研立项、参与国际交流情况、专

业分流和二次专业选择等问题。开放日当天，共接待近 500 名考生和家长有关招生和培养等相

关问题的咨询。 

900

1467

2447

3267 3222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3-2017年自主招生报名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217 

 
图 99 校园开放日 

学部还积极落实辽宁、吉林两省的包干宣传任务。组成由学部领导班子为主体，本科招生

专业 5 个院系所长、教学副院长、学科带头人及本科生导师代表为核心的宣传队伍。此次宣传

总体很顺利，为提高我校吉林和辽宁两省的生源质量奠定了基础。招生咨询和宣传活动进一步

扩大了我校的声誉，吸引了更多的优秀高中生报考我校。 

 
图 100 招生咨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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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略有下降，第一志愿录取率为 83%，较去年低了 5 个百分点；理工类排名总体稳定，稍有下

降，第一志愿录取率为 75%，较去年低了 2 个百分点。教育学大类第一志愿录取率均高于全校平

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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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2011-2017 年统招非师范生教育学专业第一志愿录取率（文史类） 

 

图 102 2011-2017 年统招非师范生教育学专业第一志愿录取率（理工类） 

5.1.2 硕士研究生招生 

学部目前硕士研究生主要包含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两类。学术学位招生的有学术型硕士，

并遗留有部分单考生、同等学力硕士待申请学位。专业学位目前招生的有全日制教育硕士、在

职人员攻读教育硕士、免费师范毕业生在职攻读教育硕士。留学生招生有中文授课项目、英文

授课项目两类：英文项目有硕士项目 2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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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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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个，2017 年具体招生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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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 2017 年研究生招生情况 

学生类型 人数 

学术型硕士 245 

全日制专业硕士 165 

英文项目硕士 26 

伊拉斯谟英文硕士 18 

暑期教育硕士 54 

学术型博士 87 

英文项目博士 16 

教育博士 17 

合计 628 

 近三年学术型硕士每年招生两百余人，招生规模较为稳定，略有小幅增长；每年招生导师

人数与招生名额比约为 1:1.2，结构较为合理。另外，从近五年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教育学部硕

士研究生招生市场持续升温，生源充足，考试录取比例基本保持在 15%以上，2017 年更是高达

20.16%，创历史新高。 

 

图 103 2013-2017 年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报录比 

 从近五年生源质量变化来看，2017 年生源质量继续上涨，无论是毕业于 211 大学的生源比

例，还是毕业于 985 高校的生源比例，都升至近年最高水平。从整体上看，毕业于 211 大学的

生源比例和毕业于 985 高校的生源比例分别达到了 59%和 33%的高水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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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2013-2017 年教育学部学术型硕士生源质量总体情况图 

 

图 105 2013-2017 年各专业推免 211 生源占录取总 211 生源平均比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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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2013-2017 年各专业推免 985 生源占录取总 985 生源平均比重图 

 这些数据都充分说明了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对学部生源质量的重要影响，学部于 2015

年开始由学前教育专业试点开办暑期学校，提前接受优质生源。鉴于学前教育专业良好的引领

示范作用，今年学部有多个专业向学校申报了暑期学校项目——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学、教

师教育、学前教育学等专业，学部也给予了配套经费支持。今年 2018 级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生情

况如下： 
表 116 2017 年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生情况 

专业名称 申请人数 本校申请人数 外校申请人数 接收材料人数 

教育学原理 43 6 37 43 

课程与教学论 50 8 42 50 

教育史 8 1 7 8 

比较教育学 24 2 22 24 

学前教育学 54 7 47 54 

高等教育学 25 1 24 25 

职业技术教育学 3 0 3 3 

特殊教育学 21 2 19 21 

教师教育 14 2 12 14 

远程教育 4 1 3 4 

学科教学（语文） 18 2 16 18 

学科教学（数学） 9 0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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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英语） 15 0 15 15 

小学教育 10 0 10 10 

心理健康教育 7 1 6 7 

科学与技术教育 10 1 9 10 

学前教育 2 0 2 2 

教育经济与管理 46 13 33 46 

教育技术学 63 7 56 63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 0 1 1 

总计 427 54 373 427 

从去年起，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发生重大变革，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与全日制教育硕士并

轨，从招生管理与名额分配到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时间均相同。针对国家政策变化，学部

作为唯一的教育硕士招生单位，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招生领域和名额进行了统筹调整。

具体招生领域与报考情况如下表。针对去年开始实行的专硕招生新变化，学部也积极通过网络

进行宣传，吸引更多优质生源前来报考。全日制招生中，学科教学（英语）、学科教学（语文）

与学前教育较为热门，考录比达到 5:1；4:1 和 3.24:1；非全日制中教育管理、学前教育和数学较

为火爆，考录比高达 4.97:1；3.05:1；2.35:1。相较去年的招生情况，考录比有小幅度上升。统筹

来看，学前教育和学科教学语文、英语、数学无论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生源均较为充足，而教

育管理则较为受在职人员欢迎，非全日制报考则差强人意。 

表 117 2017 年专业硕士招生情况 

领域代码 领域名称 拟招人数 招生类型 报考人数 

045101 教育管理 
20 全日制 11 

30 非全日制 149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15 全日制 60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20 非全日制 47 

045106 学科教学（化学） 15 非全日制 18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15 全日制 75 

045110 学科教学（地理） 15 非全日制 24 

045115 小学教育 30 全日制 30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25 全日制 37 

045117 科学与技术教育 25 全日制 23 

045118 学前教育 
25 全日制 81 

20 非全日制 61 

045119 特殊教育 20 非全日制 19 

5.1.3 博士研究生招生 

教育学部作为国家试点学院，率先迈出了博士招生制度改革的步伐，从 2013 年起探索申请

-审核制博士招生之路，目前已日趋完善，本年度招生工作平稳顺利，具体招生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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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8 2017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情况 

专业  招生计划 实际招生人数  报考总人数  考录比 

教育学原理  5 6 33 6.60% 

课程与教学论  5 5 45 9.00% 

教育史  5 5 23 4.60% 

比较教育学  8 9 32 4.00% 

学前教育学  3 2 37 12.33% 

高等教育学  5 5 28 5.60% 

职业技术教育学  3 3 16 5.30% 

特殊教育学  3 5（对口支援计划 1 人） 23 7.70% 

教育技术学  6 11（民族骨干计划 1 人） 41 6.80% 

教师教育  4 5（对口支援计划 1 人） 23 5.75% 

远程教育学  2 1 6 3.00% 

教育政策学与教育法学  3 3 4 1.33% 

教育管理学 5 5 41 8.20% 

教育经济学 4 4 15 3.75% 

总人数  61 69 367 6.02% 

五年来，学部整体博士生招生情况有所波动。考录比方面，自 2014 年持续提升两年后，今

年较去年有明显下滑，其中涉及报考人数、录取政策、考核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生源质量方面，

长期保持良好状态，自 2014 年起一直稳步提升。 

 

图 107 2013-2017 年学术型博士考录比折线图 

分专业来看，博士生生源质量整体良好，除个别专业外，其他各专业 211 生源比例基本一

致，985 生源比例则差距较大。远程教育学专业 211 生源比例较低，且近年报考人数逐渐减少，

长期缺乏 985 生源，需引起注意。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教育史、学前教育学等专业在 2017

年学术型博士 985 生源统计中也表现不佳，需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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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 2013-2017 年学术型博士 211 生源比例累计图 

 

图 109 2013-2017 年学术型博士 985 生源比例累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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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统梳理人才培养数据，全面完成各项评估工作 

本年度是全面开展评估工作的一年，上半年同时启动并完成了“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

集”和“本科自评估工作”，为 2018 年的本科教学评估奠定基础；下半年启动并完成了“教育

学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和“教育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是 2018 年本科教学评估的前奏。因此次本科教学评估全部

采用网上数据填报、系统自动生成统计报告的形式，所以评估时间段内 2015 年至 2018 年的数

据采集就显得尤为重要。自教务处至学部领导均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先后召开全校填报说明会

议和学部本科教学评估协调会，充分调动全校及学部各职能部处，明确任务分工，确保此项工

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与落实。今年组织填报数据为 2015 年度或学年数据，涉及师资队伍、人才培

养、教学科研、实习实践、学生活动、质量保障等 6 个方面，其中师资队伍包含教职工、外聘

教师、管理人员、高层次人才引进、教师培训进修等；人才培养包含培养方案、核心课程开设

等；教学科研包含教师发文、出版专著、初版教材、获得科研奖励情况；实习实践包含校外实习

实训基地、实验室建设、实验设备情况；课外活动讲座、学生参与教师科研、学生发表学术论

文、学生参加国际会议、学科竞赛获奖等；质量保障包含校友会与社会合作等方面。因涉及内

容广泛而全面，学部第一时间召开协调会议，请学生工作办公室、科研办公室、外事办公室、人

事办公室、综合办公室共同配合教学办公室完成，最终今年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顺利完成采

集，并为接下来两年继续开展此项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迎接 2018 年教育部组织的本科审核评估工作，2017 年 3 月-6 月，按照学校要求学部开

展了本科自评估工作，全面梳理 5 年来我们在本科培养方案的改革成就，顺利完成了自评估工

作，获得评估专家与教务处的充分肯定。6 月 13 日，在英东楼 352 召开教育学部本科教学工作

试点评估会议。参会人员有校内外评估专家、教务处老师、学部教师代表等 20 余人。首先，教

务处李艳玲副处长简单介绍了本次本科教学试点评估的宗旨、目的和各项环节的安排，并介绍

了专家组成员与教务处联络员。教务处处长郑国民老师强调，本次试点评估是为 2018 年的审核

评估做准备，意义重大，学校将以试点部院系的评估成效来进一步规范全校评估的流程。教育

学部部长助理王晨教授介绍了学部参会的教师代表，并代表学部对各位专家、老师的到来表示

了热烈的欢迎，表示对此次评估给予了高度重视与配合。 

由中国人民大学李立国教授、清华大学叶赋桂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尹冬冬教授、

文学院王立军教授和哲学学院吴玉军教授组成的专家组，商议了该日工作分工，确定了各自的

考察活动计划表，并与教育学部五位联络员对接。全天的评估工作安排十分紧凑，主要包括：

听取学部和各专业自评估报告、专家听课、专家与师生代表座谈、检查教学档案资料、专家评

议并反馈意见 5 个环节。 

王晨老师代表教育学部，介绍了学部的概况和在本科教学中的各方面工作与成果。如学部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学生基本情况、师资与教学条件、培养过程的建设与改革、学生学习效果

与人才培养成效、质量保障体系、特色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举措等。余清臣、杜继纲、

张树东、王熙和吴娟老师分别代表教育学、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公共事业管理和教育技术学

五个本科专业，介绍了各自专业的学生和师资概况，并对教学过程、人才培养成果、特色发展

等进行了相应的展示。 

五位专家随机抽取当天教育学部开设的课程进行听课。上午分别去往各教学楼听取《教育

统计学》、《德育原理》、《职业教育学》等课程，下午听取《计算机程序设计》、《小学语文

教学论》、《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学前儿童美术教育》和《学前游戏论》等课程，并在

听课看课总体情况记录表上做记录与评价。 

座谈会共分三组同时进行，清华大学叶赋桂教授、北师大文学院王立军教授参与了学部教

师代表的座谈，中国人民大学李立国教授、北师大化学学院尹冬冬教授参与了学部学生代表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226 

座谈，北师大哲学学院吴玉军教授参与了教学管理人员代表的座谈。 

中国人民大学李立国教授、北师大化学学院尹冬冬教授与学部学生代表进行了座谈，参与

座谈会的学生为学部各年级各专业的本科生代表，共计 15 人。学生普遍认为学部课程设置的体

系很完备，为学生提供的见习机会等也很多，见习与教学结合的模式很好。学生也认为多数教

师讲授的课程比较生动。但学生从各自的角度也对学部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 

清华大学叶赋桂教授、北师大文学院王立军教授与学部 5 个本科专业的余清臣、姚继海、

李晓巍、程黎、蔡苏 5 位教师代表进行了座谈。参与座谈老师普遍认同学部大部制改革，以及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具体的改革举措，比如书院制、试点学院培养方案、加强学生实践和出国

交流机会等改革举措。认为书院制是一种学习化社区的构建，把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融合在一起。

好的方面比较明显，促进交流，把学生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前置课设计是宽口径、厚基础、个性

化的一个设计，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本科生导师制和学生科研基金，给了学

生更多与导师交流的机会，学生感受到的人文关怀比较多；本科生参与课题的机会比较多，学

生受到的科研训练也比较多。总体上学部在学生发展上从经费和政策上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

也给教师教改提供支持。对于目前学部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老师们也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吴玉军教授与学部教学管理团队进行了座谈。会上，吴玉军教授提出了教授上讲台率为什

么偏低、专业前置课程如何选修、学生在学期前出国交流情况如何、学部是如何进行资金筹措

的、什么叫四年一贯制学习、在协调各类教学任务时教务人员是如何配备的、教育学部目前采

用什么样的自主招生政策等问题。王晨老师、黄欣老师等相关学部教学管理人员进行了耐心且

细致的回答。 

吴玉军教授还分享了哲学学院在本科学生培养方案上的细节，如采用奖励政策鼓励学生跨

院系选课、对师范生出国交流学习予以全额资助等，并且热切期待与教育学部在学生选课、出

国交流交换项目上双方的沟通与合作，使彼此的学生在对方学院（部）接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专家组成员调阅抽查了近三年教育学部本科课程的考试试卷、答题纸、试卷分析报告、毕

业论文等，进行核验试卷分数、检查论文格式规范、考察教师指导水平、查找管理环节漏洞等，

并分别给出了评价。 

下半年启动并完成了“教育学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和“教育硕士学位授权点合

格评估”。此次评估，是对近五年教育学位授权点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梳理和检查，涵

盖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资源配置、制度建设等方

面，着重于评估人才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通过校外同行专家评议，充分肯定了试点学院

在人才培养方面五年来的改革成绩，但也指出了我校在学生分流淘汰、博士论文质量等方面的

不足。 

5.3 继续完善本科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与实习 

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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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新举措从 2015 级本

科生开始实施，今年春季学期 15 级学生进行了第二次为期一周的教育见习，秋季学期同时进行

了 15 级学生第三次教育见习，和 16 级学生第一次教育见习，均为期一周。四年一贯制教育见

习与实习属于本科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其安排贯穿本科生学习的前七个学期。四年一贯制教育

见习实习力图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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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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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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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 2017 年春季学期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与实习 2016 级安排 

专业 日期 见习基地 责任教师 

教育学 

4 月 17 日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余清臣 

4 月 18 日 

4 月 19 日 

4 月 20 日 

4 月 21 日 

公共事业管理 

4 月 17 日 

北京师范大学昌平附属学校 

程凤春 

4 月 18 日 赵树贤 

4 月 19 日 于洪霞 

4 月 20 日 赵树贤 

4 月 21 日 徐志勇 

学前教育 

4 月 17 日 空直蓝天幼儿园 马  群 

4 月 18 日 北京第一幼儿园 段韶辉 

4 月 19 日 明天幼稚集团第二幼儿园 段韶辉 

4 月 20 日 三教寺幼儿园 马  群 

4 月 21 日 门头沟育园小学附属幼儿园 马  群 

特殊教育 

4 月 17 日 

北京市第三聋人学校 

张树东 

4 月 18 日 
张悦歆 

4 月 19 日 

4 月 20 日 程  黎 

4 月 21 日 张树东 

教育技术学 

4 月 17 日 

上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下午：京师讯飞 

张志祯 

4 月 18 日 李玉顺 

4 月 19 日 吴  娟 

4 月 20 日 蔡  苏 

4 月 21 日 傅  骞 

表 120 2017 年秋季学期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与实习 2017 级安排 

专业 日期 见习基地 责任教师 

教育学 

10 月 23 日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班建武 

10 月 24 日 牛慧丹 

10 月 25 日 林  可 

10 月 26 日 林  可 

10 月 27 日 牛慧丹 

公共事业管理 

10 月 23 日 

北京师范大学昌平附属学校 

楚红丽 

10 月 24 日 王  熙 

10 月 25 日 程凤春 

10 月 26 日 苏君阳 

10 月 27 日 赵德成 

学前教育 
10 月 23 日 

六一幼儿院 
 

段韶辉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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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  

10 月 26 日 北海幼儿园 

10 月 27 日 六一幼儿院 

特殊教育 

10 月 23 日 

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 

程  黎 

10 月 24 日 
张树东 

10 月 25 日 

10 月 26 日 
张悦歆 

10 月 27 日 

教育技术学 

10 月 23 日 

上午：北京阿博泰克北大青鸟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课工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下午：北京拓思德科技有限公司 

傅  骞 

10 月 24 日 马  宁 

10 月 25 日 张志祯 

10 月 26 日 吕巾娇 

10 月 27 日 庄秀丽 

针对 2016 级学生的第三次教育见习，组织实施形式与前两次差别不大，仍然是分组轮流进

入不同专业安排的具有各自学科特点的教育场所或机构，但相比较前两次，因临近专业分流，

各专业挑选的教育场所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唯一性，更加凸显本专业的特色与前沿发展，力争吸

引更多优质生源选择本专业。同时，也更注重引导学生观察，并引导学生在一天的参观结束后，

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反思和总结，或请见习学校的老师为同学们介绍经验，答疑解惑。 

 

图 110 教育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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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持续推进试点学院人才培养国际化战略 

教育学部自成为国家级试点学院后，进一步明确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并最终确定为 APLIC

（Acdemic, Practice, Love, International, Creative），将国际化正式确定为试点学院人

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作为全国领军，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教育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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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各类专项留学生入学，境外学生规模实现翻番式增长 

学部目前境外学生招生途径多样，学生来源广泛，类型也非常多样，按培养类型区分，目

前主要有申请学位项目和非学位项目两类，学位项目又包含：全英文授课硕士留学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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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文授课博士留学

生项目——比较教育学专业教育领导与政策方向；中文授课硕士和博士留学生项目，以及本科

留学生，还有少量的港澳台学生，多为本科生；非学位项目有联合培养的伊拉斯谟项目，以及

与香港教育学院的 BNU-HKIED 特选交换课程项目。按学生来源区分，各类型境外学生中有取得

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有国家汉办“孔子新汉学计划”的，有本国奖学金资助的，有自费来华留学

的，还有很大一批蒙古学生为中蒙专项项目。中蒙专项的留学生从 2015 年开始招生，每年约有

30 人申请博士项目，45 人申请硕士项目。因项目增多，学部留学生人数激增，留学生管理问题

也日益紧迫。 

表 121 留学生在读人数统计 

  2017 级 2016 级 2015 级 2014 级 合计 

本科 14 26 11 4 55 

硕士 62 66 8 - 136 

博士 31 37 18 - 86 

伊拉斯谟 18 - - - 18 

合计 125 129 37 4 295 

从学位项目在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留学生就读专业分析，英文授课项目硕士留学生

仅比较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学两个专业，每年录取学生分别为 15 人和 7 人左右，因此留学生专业

选择也大多集中在这两个专业；中文授课项目硕士留学生专业选择范围更为广泛，有硕士招生

的十余个专业皆可自由选择，因此就读专业更为分散，涉及 8 个专业。博士留学生有英文授课

项目 1 个，比较教育专业每年招生约 15 人，该专业不论是英文项目还是中文项目均较受留学生

欢迎，超过半数的博士留学生就读于比较教育专业。 

非学位项目主要有伊拉斯谟联合培养项目、BNU-HKIED 特选交换计划和少量的进修生，主要

是来华学习课程半年或一年。 

5.4.2 丰富留学生课外活动 

9 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40 多名留学生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了“铭记

光辉历史 开创强军伟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主题展览”。此次参观活动由教

育学部教学办组织，留学生们有序参观、积极提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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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留学生参观见习 

10 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6 级国际硕士前往东城区回民小学开展了“童心看世界”

活动，回民小学数名英语教师以及将近三十名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图 112 “童心看世界”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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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七年全英文项目建设的经验积累，学部已理顺留学生管理各环节，建立了学部统筹管

理和专业自主管理的管理模式。随着学校双一流建设任务的推动，学部决定继续开拓新的全英

文培养项目，目前已向学校申请开展教育技术学专业学术型博项目 International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in Advanced Learning Technology、教师教育专业学术型博士项目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等全英文博士项目，待学校通过后即将于明年开始招生。 

5.4.3 大力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建立了学部第一个双学位项目 

今年学部人才培养国际化战略有了重大突破。设立学部第一个双学位项目，与英国诺丁汉

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双学位项目正式启动，并于今年 9 月派出首批三名学生前往英国学

习。英国诺丁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建于 1881 年，是全球百强名校，该

大学下设六个学院：艺术学院、法律与社会科学学院、教育学院、科学院、工程学院和健康科学

与医学院。诺丁汉大学教育学院是英国最大的教育部门之一，在最新的“卓越研究框架”中，在

英国所有教育部门排名第三，在 2017 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处于英国排名第四，世界第二

十二名。我校与英国诺丁汉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自今年 9 月起开始实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双

学位培养项目（Dual Degree Programme In Education）。该项目学制共三年：第一年在北京

师范大学修读课程，第二年赴诺丁汉大学修读课程并完成学位论文，第三年返回北京师范大学

继续修读课程并完成学位论文答辩。 

5.4.4 新增现有全英文项目，大规模扩大招生 

分别为教育技术学、教育管理学和教师教育专业的学术型博士研究生项目，将于 2018 年正

式招生，目前招生宣传工作与培养方案审核均已完成。 

5.4.5 积极拓展海外短期访学项目，多渠道促进国际交流 

海外短期访学项目是学生近距离接触国外教育教学实践的重要形式，因此学部每年均会提

前做好项目规划，在维护原有项目基础上积极拓展新的项目，为各类型学生提供更多符合专业

特性以及人才培养需求的短期访学或交流项目。2017 年度继续开展已有的学生短期交流项目，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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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大学可持续发

展学生交流项目等交流活动。 

 

图 113 短期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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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密歇根州立大学短期交流 

 

图 115 北海道大学教育课程 

为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以及拓宽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研究所组织本专业学生于 7 月 9 日至 7 月 19 日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参与了主

题为“融合教育与特殊教育的比较”的暑期交流项目。5 月初爱丁堡大学对报名参加暑期学校的

学生进行了网络面试，最终确定了 9 名特殊教育专业本科、硕士研究生，在张悦歆老师的带领

下参与本次暑期交流项目。通过近两个月的前期学习和准备，7 月 9 日开始正式的暑期课程学

习。在交流学习期间，我校师生还参观了苏格兰皇家盲校（Royal Blind School）和一所特殊

儿童社区融合游乐场所（The Yard），了解了苏格兰地区融合教育发展的现状。在学习和交流

过程中，我系学生积极思考，参与度高，获得了课程主办方和其他国家参与者的好评。参与本

次暑期学校项目的师生在交流学习结束后，对本次交流学习活动进行了认真总结和反思，并计

划在开学后向系所其他师生共同分享交流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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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英国爱丁堡大学暑期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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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落实教育博士培养改革，加强国际交流与学习 

5.5.1 开展教育博士国际学术交流 

2017 年 11 月 4 日－12 日，教育博士尔湾行团队前往美国，并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进

行了学术交流与访问,13 日下午到达北京。 

此次尔湾行团队一共 20 人，其中共 17 名教育博士研究生、带队教师朱志勇教授、行政助

理施玉茹和学术助理阮琳燕。在美期间，我校教育博士研究生访问了尔湾分校教育学院（School 

of Education）、生命科学学院（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两个院系，并与两个院系

的 Richard Arum、Raju Metherate、Jenna Bague-Sampson等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与探讨。 

在到尔湾分校之前，尔湾分校教育学院已经为四个小组安排四位研究指导教师 Rachel 

Baker、Gil Conchas、Mark Warschauer、Di Xu，四位研究指导教师与小组研究成员对话题进

行了长时间详细交流。 

接下来的行程中，教育学院组织了尔湾分校的研究生院（Graduate Division）、学生事务

管理部（Student Affairs）、融合教育部（Office of Inclusive Excellence）、本科生教务

部（Division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四个部门进行了交流。 

四位研究指导教师的四场报告穿插在几天的访问中，四位教授以不同主题进行精彩的讲座

交流，团队成员受益良多。 

 
图 117 尔湾行 

5.5.2 参加教育博士国内学术论坛 

1 月 6-8 日，以“坚守与前行：中国教育改革方向探寻”为主题的第四届全国教育博士论坛

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我校教育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朱志勇教授、教务秘书施玉茹和吴崑、李

文辉、张杰三位教育博士研究生一同参加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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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参加教育博士国内学术论坛 

全国教育博士论坛的开展对于推动教育博士研究生的学术交流具有积极作用，通过提交论

文与分论坛发言交流，教育博士研究生表示在结实更多同学、增进同学情谊的同时，收获了知

识、增长了学术，对个人的研究能力有了进一步认识与学习，更进一步掌握了研究前进的方向。 

11 月 24-25 日，第五届全国教育博士论坛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会议主题为“核心素养与

学校变革”。我校教育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朱志勇教授、教务秘书施玉茹、教育博士研究生陈

东红、王丹共同参会。 

本次论坛为教育博士研究生的相互交流和学习提供机会，同时也为全体培养单位共同推进

培养模式改革和培养体系创新提供平台。 

5.5.3 教育博士开题和答辩人次上升 

相较于 2016 年教育博士研究生参与毕业答辩的情况，2017 年共有 8 位教育博士研究生参

与了毕业学位论文答辩，数量上有了明显增长。 

表 122 2017 年教育博士研究生获得学位情况 

学号 姓名 专业方向 毕业答辩时间 

201232360007 赵  辉 高校领导与管理 2017 年 5 月 

201132360007 王  轶 高校领导与管理 2017 年 5 月 

201132360017 艾  忻 高校领导与管理 2017 年 5 月 

201232360019 张继桥 高校领导与管理 2017 年 5 月 

201132360014 刘  军 高校领导与管理 2016 年 12 月 

201332360015 刘术永 高校领导与管理 2017 年 12 月 

201332360011 邢广陆 高校领导与管理 2017 年 12 月 

201332360017 李志河 高校领导与管理 2017 年 12 月 

同时，2017 年新增开题教育博士研究生 6 人，分别为： 

表 123 2017 年新增开题教育博士研究生情况 

学号 姓名 专业方向 开题时间 

201532010007 李煜晖 中小学学校领导与管理 2017 年 12 月 

201632010008 张全民 中小学学校领导与管理 2017 年 7 月 

201332360010 刘连新 高校领导与管理 2017 年 11 月 

201332360001 李春雷 学生发展与教育 2016 年 12 月 

201332360009 吴  庆 高校领导与管理 2017 年 7 月 

201332360008 周  琳 教育技术学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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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迎接 2017 级教育博士研究生入学并培养 

2017 级教育博士研究生 9 月 3 日入学报到后，开始了 2017-2018 秋季学期的课程学习。本

学期 2017 级教育博士研究生已开展了多次活动，学习和生活完全进入了博士研究生的节奏。 

9 月 4 日，2017 级全体教育博士在英东楼 461 召开了首次班会，教育学部部长助理王晨、

教学办公室主任黄欣、班主任姚云、教务秘书施玉茹出席了本次会议。9 月 10 日，2017 级教育

博士举办了教师节师生聚餐活动，班主任姚云、教务秘书施玉茹参加了活动。11 月 4 日，2017

级教育博士研究生在班主任姚云教授带领下，前往百望山开展秋游活动，在寻找最美秋天、看

红叶美景的同时，增进生生与师生情谊。12 月 20 日，2017 级教育博士研究生在英东楼 851 进

行了新年茶话会活动，班主任姚云教授、教务秘书施玉茹参与了活动。 

 

图 119 迎接 2017 级教育博士研究生入学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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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统筹全校教育硕士培养  

5.6.1 成立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大力加强我校教师教育 

1 月 16 日，正式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并举办“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成立仪式暨学士后教师教育研讨会”。会议旨在进一步突出北京

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的优势和特色，整合资源，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实现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学科的重要转型，为我国教师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会上确定了中心的定位和

发展目标，并初步建立教育学部实践基地网络联盟。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的成立，是

我校教育学科发展的一次重要转型，对加强我校教师教育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图 120 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成立仪式 

 

表 124 教育学部实践基地网络联盟名单 

教育学部实践基地网络联盟名单 

悉尼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六一幼儿院 

北京师范大学昌平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学校 

北京市第十九中 

北京市第四中学 

北京市第一五九中学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 

北京市东直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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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 

北京市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 

北京市海淀区特殊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 

北京市京源学校 

北京市十一学校龙樾实验中学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 

北京市西城区棉花胡同幼儿园 

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 

北京市西城区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中心 

北京中学 

国安教育 

海淀寄读学校 

中关村第四小学 

中国科技馆 

中国科普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参加此次会议的领导与嘉宾有：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

委）主任委员钟秉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史培军教授、教指委委员兼秘书长张斌贤

教授、教指委委员华南师范大学卢晓中教授、教指委委员华中师范大学涂艳国教授、教指委委

员首都师范大学李庆忠教授、教指委委员北京景山学校范禄燕校长；研究生院张弛副院长、汪

明副院长、胡克文副院长。同时，此次大会还邀请了悉尼大学 David Evans、Cathy Little 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副校长王华，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副书记徐欣，北京中学书记任炜

东，北京市西城区棉花胡同幼儿园副园长高云等二十余家教育学部校外实习实践基地的领导参

加。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国教育报、新浪网、腾讯网等媒体记者，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各个学科教

学论的负责人以及教育学部的师生代表，共同见证这一神圣时刻。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突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

特色，为我国教师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5.6.2 征集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实现优质资源共建共享 

根据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开展首届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征集

工作的通知》，学部经广泛动员最终收集了四位老师的 7 份案例，分别来自教育学原理、课程

与教学论以及教育管理三个专业方向，并组织了学部内评审工作。案例评审委托教育学部专业

学位综合改革核心专家组以网络评议方式展开。教育学部专业学位综合改革核心专家组由教育

学部邓猛教授领导，成员包含王晨、宋萑、吴娟、白滨、张悦歆、朱志勇，以及化学学院胡久华

老师；主要负责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综合改革，以及 2017 版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评审标准严格按照教指委要求，遵循案例应具有鲜明的本土性、时代性与原创性；关注中

国的教育发展与改革实践；紧跟当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彰显时代精神；是基于实际调研

采编而成，没有著作权争议的原创案例。7 位专家采取不记名投票形式对案例进行审核，根据评

审专家意见，学部决定要求有“不通过”票的案例继续进行修改，修改后上报最终上报 7 份案

例，最终入库 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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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5 首届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入库案例 

案例名称 作者 

张校长的“带兵方略” 焦  楠、程凤春 

S 中学走在“兼爱”教育的路上 程凤春、杨  睿、贾惠芬 

寻找教育理论与学校教育实践的契合点 余清臣、白纯舵 

Z 中学“体验教育”的探索之旅 程凤春、刘  誉 

让教师动起来——G 实验小学的“双向选择捆绑考核”式教师管理 鲍传友、王希锋 

5.6.3 加强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为加强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提升非全日制教育硕士课程教学质量，现根据学部有关教

学团队建设管理规定，建立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公共必修课教学团队，以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

验交流，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现将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公共必修课程教学团队及团队负责人公示

如下： 

表 126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公共必修课程教学团队及团队负责人 

公共必修课团队名称 负责人 

教育学原理 余清臣 

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胡定荣 

课程与教学论 阚  维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李蓓蕾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吴  娟 

教育心理学案例研究 张春莉 

特殊需要学生与教育 王  雁 

学术论文写作与规范 朱旭东 

当代教育改革思潮 李家永 

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王本陆 

教育评价专题研究 韦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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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注重各层次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加强实践基地建设 

5.7.1 巩固本科生和教育硕士实习成果 

除本科生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和学术学位研究生的科研与教学实践活动之外，针对研二

的全日制教育硕士和大四的本科生，学校还要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教育实习。具体实习单位安

排如下： 

表 127 2017 年教育学部全日制专硕实习情况 

实习生专业 实习学校 
实习生

人数 
带队老师 实习时间 

心理健康教育 海淀寄读学校 2 傅  纳 2017.10.09-11.24 

心理健康教育 北京京源学校 2 李蓓蕾 2017.10.09-11.24 

心理健康教育 东直门中学 2 邓林园 2017.10.09-11.24 

心理健康教育 北师大附中 2 邓林园 2017.10.09-11.24 

心理健康教育 北京第一五九中学 2 王乃弋 2017.10.09-11.24 

心理健康教育 北京 19 中 2 马利文 2017.10.09-11.24 

心理健康教育 八一中学 2 傅  纳 2017.10.09-11.24 

心理健康教育 北理工附中 2 王工斌 2017.10.09-11.24 

心理健康教育 北京四中 2 李亦菲 2017.10.09-11.24 

心理健康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奥林匹克

花园实验小学 
3 马利文 2017.10.09-11.24 

心理健康教育 北师大实验中学 2 李蓓蕾 2017.10.09-11.24 

学前教育 西城区棉花胡同幼儿园 1 杜继纲 2017.10.16-2017.12.08 

学前教育 西城区槐柏幼儿园 2 刘  焱、潘月娟 2017.10.16-2017.12.08 

学前教育 西城区北京第六幼儿园 1 冯婉桢 2017.10.16-2017.12.08 

学前教育 西城区曙光幼儿园 1 洪秀敏 2017.10.16-2017.11.24 

学前教育 西城区曙光幼儿园 1 李晓巍 2017.10.16-2017.12.08 

学前教育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 1 霍力岩 2017.11.13-2017.11.24 

学前教育 西城区三教寺幼儿园 1 霍力岩 2017.10.16-2017.11.10 

学前教育 西城区三义里第一幼儿 1 刘  馨 2017.10.16-2017.12.08 

学前教育 宣武区回民幼儿园 1 洪秀敏 2017.10.16-2017.11.24 

学前教育 北京六一幼儿院 2 霍力岩、王兴华 2017.10.16-2017.12.08 

学前教育 空直蓝天幼儿园 1 刘  焱 2017.10.16-2017.12.08 

学前教育 北京第一幼儿园 1 庞丽娟 2017.10.16-2017.12.08 

学前教育 北京明天幼稚集团 2 杜继纲、李晓巍 2017.10.16-2017.12.08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

园 
1 庞丽娟 2017.10.16-201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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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

园 
1 李敏谊 2017.10.16-2017.11.24 

学前教育 北京市第五幼儿园 1 王兴华 2017.10.16-2017.11.24 

学前教育 
北京市门头沟区第一幼

儿园 
2 霍力岩、刘  馨 2017.10.16-2017.12.08 

学前教育 
北京市门头沟区育园小

学附属幼儿园 
1 杜继纲 2017.10.16-2017.12.08 

学前教育 北京十一学校幼儿园 1 刘  焱 2017.10.16-2017.12.08 

学前教育 深圳市第三幼儿园 1 李敏谊 2017.11.06-2017.12.31 

学前教育 深圳市莲花二村幼儿园 1 潘月娟 2017.10.16-2017.11.24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自然博物馆 2 王  铟 2017.7.3-2017.9.29 

科学与技术教育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

信息中心 
3 王  铟 2017.7.1-2017.9.30 

科学与技术教育 中国科普研究所 2 王  铟 2017.7.3-2017.9.30 

科学与技术教育 中国科学技术馆 5 张进宝 2017.7.26-2017.10.10 

科学与技术教育 玉渊潭中学 2 李葆萍 2017.9.5-2018.1.13 

科学与技术教育 国安创客 3 李葆萍 2017.9.5-2018.1.13 

科学与技术教育 浙江省温州中学 2 陈  桄 2017.9.5-2018.1.13 

科学与技术教育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3 王  铟 2017.7.1-2017.9.30 

科学与技术教育 博雅智学 1 李葆萍 2017.9.5-2018.1.13 

科学与技术教育 
塔普翊海（上海)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1 蔡  苏 2017.9.5-2018.1.13 

学部高度重视实习工作，每年都有学部领导带队进行教育实习走访，慰问实习学生。10 月

底，学部部长朱旭东、副部长余胜泉、副部长张京彬、分党委副书记李雪莲、分党委副书记楚江

亭、工会主席曾琦等学部领导，分别带队走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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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1 教育实习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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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聘任实践导师，积极动员研究生参与实习 

10 月 13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实践导师聘任暨研究生实习动员会在

京师大厦顺利举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朱旭东部长，学前教育研究所洪秀敏所长，杜继纲

副所长，王兴华副所长，李晓巍书记，刘馨副教授与来自西城区教委学前科、西城研修学院、北

师大实验幼儿园、北京市六一幼儿院、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北京市第五幼

儿园、北京市第六幼儿园、北京明天幼稚集团、空军直属机关蓝天幼儿园、棉花胡同幼儿园、槐

柏幼儿园、三教寺幼儿园、回民幼儿园、曙光幼儿园、三义里一幼等 18 位实践导师及学前教育

专业 2016 级 34 名研究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表 128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第二轮实践导师名单 

姓名 职称 所在单位 

乔  梅 高级教师 西城区教委学前科科长 

陈  立 特级教师 西城研修学院学前室主任 

顾春晖 高级教师 西城研修学院学前室教研员 

左晓静 高级教师 西城研修学院学前室副主任 

李建丽 特级教师 西城区棉花胡同幼儿园园长 

柳  茹 正高级职称，特级教师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园长 

申桂红 特级教师 西城区槐柏幼儿园园长 

齐振燕 特级教师 北京市第六幼儿园副园长 

王  岚 特级教师 西城区三教寺幼儿园园长 

孟春燕 特级教师 西城区回民幼儿园园长 

刘晓颖 高级教师 西城区三义里一幼园长 

王晓红 高级教师 西城区曙光幼儿园园长 

朱小娟 正高级职称，特级教师 北京市第五幼儿园园长 

刘金玉 特级教师 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园长 

黄  珊 基础教育研究员，特级教师 北师大实验幼儿园总园长 

雷海环 特级教师 北京明天幼稚集团总园长 

曹雪梅 高级教师 北京六一幼儿院院长 

单晓梅 现役团级 空军直属机关蓝天幼儿园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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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实践导师聘任 

5.7.3 拓展游学、学术论坛等多种实践活动 

学部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多途径、多层次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热情，在各种类型活

动中锻炼不同能力，其中就包含游学和学术论坛。 

10 月，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13 名研究生在院长施克灿教授的带领下，开始了

游学交流活动。20 日，施克灿教授带领 13 名硕博研究生到达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开展游学

交流活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杜成宪教授、王伦信教授、黄书光教授、蒋纯焦教授、李林老

师和张永礼老师及华东师大教育史专业研究生参加了交流活动，活动由王伦信教授主持。 

23 日，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研究生到达浙江大学开展游学交流活动，同样将各

自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进行了汇报。浙江大学教育学系田正平教授、肖朗教授、商丽浩教授、

刘正伟教授、陈胜副教授、赵康副教授、王慧敏老师及教育史专业研究生参加了交流活动，活

动由肖朗教授主持。 

26 日，教育学部教育史专业游学交流活动圆满完成。此次游学活动为 13 名教育史专业研

究生今后的研究、学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指导，有助于提升教育史专业研究生的培育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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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教育史专业游学交流活动 

为推进学生深入教学一线，把握教育实况和动态，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教育学

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于 2017 年 10-11 月份组织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和成人教育专业的硕

士生、博士生参加游学活动。在赵志群、周慧梅、李兴洲、俞启定、庄榕霞老师的带领下职成所

24 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分为三支游学队伍赴广州、上海和西安学习。10 月 23 日至 24 日，北京

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师生 4 人赴广州市艺术学校、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广州

市信息工程职业学校与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开展实习实践调研，参观并了解各校的基本情况、

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 

 

图 124 广州实习调研 

2017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9 位硕士研究生、3 位博

士研究生在俞启定教授、赵志群教授和庄榕霞副教授的带领下同赴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

所、上海教科院、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群益职业技术学校等多个单位进行交流学习。8 日下午赴

华东师范大学，与该校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的师生进行学术交流。9 日下午师生到上海市群益

职业技术学校考察交流。该校校长首先就学校发展情况做了初步介绍，重点强调了学校的育人

目标是“培养身心健康，行为规范，技能过硬的技术技能型人才”。10 日上午，研究所师生来

到了百年工科院校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与同济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师生进行交流学习。

同济大学于 2000 年设立职业技术教育学、成人教育学二级学科硕士点，充分利用学校的工科背

景和资源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10 日下午，师生参观了厚载科技机器人课程和媒体开发公司。

11 日，研究所师生前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参观了第 19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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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上海游学之行，在与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学术共同体的

交流学习中，同学们加深了对职业教育研究的理解和感悟。参观职业学校、企业和工业博览会

等活动，丰富了同学们对职业教育本土实践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 

 
图 125 上海游学之行 

2017 年 11 月 17 日至 19 日，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9 位硕士研究生在周慧

梅副教授的带领下，开展了为期 3 天的西安游学活动。18 日上午，研究生团队赴陕西省博物馆

参观学习。师生们在 18 号下午到陕西师范大学参观学习。 

 

图 126 陕西游学照片 

10 月，由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和教育学部共同主办、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育政策学与

教育法学学科组织承办的“2017 年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前沿博士生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

英东学术会堂第二讲学厅顺利召开，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与不同专业背景

的博士生们齐聚一堂、共襄盛会。本届论坛以“法治背景下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的新议题与新

趋势”为主题，旨在积极开展不同学科、不同领域间的学术交流与专业对话。来自北京师范大

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

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西南大学等京内外高校的 19 位博士生参会并

作发表，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劳凯声先生、北京大学湛中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复兴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胡劲松教授以及华中师范大学李晓燕教授等十余位教育政策与法律专家应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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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教师们发言 

BNU-QUT-UC 博士生论坛的前身为北京师范大学（BNU）与昆士兰科技大学（QUT）建立的长

期合作年度交流项目，至 2014 年为止共连续举办十届，旨在为两校博士生提供更为广阔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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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平台，促进学生以跨文化视角再次审视、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论坛于 2015 年接纳卡尔加

里大学教育学院（UC），成为首届三校博士生论坛，以后每年在三校轮流举办。本论坛面向学部

各专业方向博士研究生开放，活动内容丰富，不仅邀请各方面专家进行学术讲座，同时还组织

参与者进入当地中小学课堂，参与实践互动，受到三校师生的高度赞扬，正是得益于该论坛活

动，至今已经有数篇文章得到海外期刊公开发表。2017 年是第三届 BNU-QUT-UC 博士生论坛，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5 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举办，论坛主题为“Research in 

Education: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s—Australia, China and Canada”。 

游学与学术论坛为学生们搭建了不同的学术交流与展示平台，提供了全新的学术实践场所。

他们不仅见证了学生群体的成长进步，也体现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紧密互动，更彰显出学

部实践教育创新项目之成效。 

5.7.4 彰显实践教育创新成果 

教育见习、实习、游学、学术论坛、教学与科研、社会实践活动等等，包括学部每年为学生

设立的自主科研项目，以及学生工作科研课题，均为学生从事科研实践提供多重保障。同时，

除设立充足的科研项目以增加研究生做科研训练的机会外，学部还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学生出外

参加学术交流活动。2015 年年初，学部制定并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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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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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有学术成果的研究生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表 129 学部各专业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数量（2012-2017） 

专业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总计 

教育学原理 3 3  7 3 2 18 

课程与教学论 3 3  3   9 

教育史 1   1 3 3 8 

比较教育学 3 2  6 3 11 25 

学前教育学      1 1 

高等教育学 2    1 2 5 

职业技术教育学      2 2 

特殊教育学 1     2 3 

教育技术学  2  5 1 5 13 

教师教育 3 1 1 1 2 2 10 

远程教育学       0 

教育政策学与教育法学 1    2 3 6 

教育管理学   1 2 1 1 5 

教育经济学 1 2 2  1 1 7 

教育测量与评价 2    1  3 

总计 20 13 4 25 18 3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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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学部各专业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数量分专业柱形图（20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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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附录：人才培养相关统计数据 

5.8.1 招生及授予学位人数 

表 130 教育学部 2017 年招生人数 

学生类型 人数 

本科生 182（含 7 港澳台 20 留学生） 

学术型硕士 245(含澳门 1 人 36 留学生) 

全日制专业硕士 165 

国际硕士 26 

伊拉斯谟英文硕士 18 

教育硕士 54 

学术型博士 87（含 1 香港 17 留学生） 

国际博士 16 

教育博士 17 

夜大学生 520 

合计 1330 

表 131 教育学部 2017 年在读学生人数 

类别 2017 级 2016 级 2015 级 2014 级 总计 

本科生 

174（含留学生

14，港澳台 5

人） 

177（留学生 26，

港澳台 2 人） 

154（留学生 11，

港澳台 2 人） 

166（留学生 4，港

澳台 6 人） 
671 

学术型硕士 
243（澳门 1 人

留学生 36 人） 

248（留学生 43

人） 

209（留学生 8

人） 
- 700 

全日制专业硕士 163 70 - - 233 

英文项目硕士 26 23 - - 48 

Erasmus Mudus 18 - - - 18 

香港交换生项目 5 - - - 5 

暑期教育硕士 48 218 244 - 510 

学术型博士 
83（留学生 15

人） 

83（留学生 21

人） 
70（留学生 7 人） - 236 

英文项目博士 16 16 11 - 43 

教育博士 16 17 15 - 48 

总计 792 852 703 166 2512 

表 132 教育学部 2017 年获得学位学生人数 

学生类型 人数 

本科生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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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 214 

英文项目硕士 23 

全日制专业硕士 60 

暑期教育硕士 115 

学术型博士 52 

教育博士 10 

英文项目博士 6 

高校、中职教师，同等学历申请硕士学位 6 

夜大学生 88 

合计 705 

5.8.2 教育教学成果奖汇总 

表 133 2017 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教学成果奖 

序 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 
获得省部级教学

成果奖励情况 

1 
中小学名优教师提升发展的

双向互助合作模式 
基础教育类 顾明远、郭  华、周作宇 

北京市基础教育

教学成果奖特等

奖 

2 
区域教育内在质量提升的理

论与实践 
基础教育类 

毛亚庆、杜  媛、姚计海、

赵树贤、刘禹含 
 

3 
北京市融合教育学校支持策

略研究与推广 
基础教育类 

邓  猛、孙  颖、王红霞、

芦燕云、颜廷睿 
 

4 
国家试点学院 APLIC 教育学

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高等教育类一等奖 

朱旭东、石中英、李家永、 

王  晨、黄  欣 

北京市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特等奖 

5 
面向国际前沿的教育技术研

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体系 
高等教育类一等奖 

黄荣怀、郑兰琴、庄榕霞、

李艳燕、曾海军、崔光佐 
 

6 

基于全国教师网联公共服务

平台的教师教育课程共享创

新与实践 

高等教育类一等奖 

钟秉林、包华影、杨宗凯、

张为群、刘革平、张昭理、

韩  震、陈光巨、陈时见、

李向农、黄文峰、夏  澜、

张家浩 

 

7 
实践取向的教育学原理专业

人才培养体系改革 
高等教育类一等奖 

石中英、余清臣、康永久、

张莉莉 
 

8 
学前教育专业本硕一体化实

践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高等教育类一等奖 

洪秀敏、杜继纲、王兴华、

李晓巍、潘月娟、刘  馨、

冯婉桢、李敏谊 

 

9 
面向工作场域的科教专门人

才实践能力养成体系构建 
高等教育类二等奖 

吴  娟、张进宝、王  铟、

江丰光、周  颖 
 

10 课程论学科建设与实践创新 高等教育类二等奖 
杨明全、肖  甦、卢立涛、

吴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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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筑基专业发展、分层分类

实施”的大学计算机公共课

课程体系建设及教改实践 

高等教育类二等奖 
马秀麟、邬  彤、赵国庆、

郑兰琴、曹良亮、张庆利 
 

12 

培养 21 世纪的思考者和学

习者——思维训练与学习力

提升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 

高等教育类二等奖 赵国庆、吴金闪、朱  嘉  

13 
教育管理人才培养实践教育

体系建设 
高等教育类二等奖 

余  凯、张东娇、程凤春、

苏君阳、朱志勇 
 

表 134 首届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入库名单 

序 案例名称 作者 

1 张校长的管理团队建设及其“带兵方略” 焦  楠、程凤春 

2 S 中学的“兼爱”教育及其办学实践探索 程凤春、杨  睿、贾惠芬 

3 基于教育理论的实践创新：D小学内涵式发展探索 余清臣、白纯舵 

4 Z 中学“体验教育”的探索实践 程凤春、刘  誉 

5 G 实验小学的“双向选择捆绑考核”式教师管理 鲍传友、王希锋 

表 135 教育学部 2017 年获评校级教学成果奖励 

序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 

1 
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卓越教师——北师大教育硕士研究生培

养综合改革探索 

朱旭东、马健生、邓  猛、王  晨、黄  

欣 

2 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杨明全、王  璐、孙  进、姜英敏、刘  

敏 

3 英文学术写作规范 刘  强 

表 136 2017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立项清单 

序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混合式教学课程建设项目 混合式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以《普通心理学》为例 陈  桄 

2 混合式教学课程建设项目 微信支持下的师范生混合学习模式及效果研究 董  艳 

3 混合式教学课程建设项目 《JAVA 程序设计》课程改革与资源建设 邬  彤 

4 混合式教学课程建设项目 混合式教学背景下的《教育心理学》考评方式改革研究 张树东 

表 137 2017 年校级研究生人才培养建设专项立项清单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全英文课程建设项目 

张婧婧 Research Design 

郑兰琴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江丰光 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Learning 

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

革项目 

王  晨 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 

余  凯、邓  猛 

张春莉 
教育专业学位联合培养基地建设 

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

重点建设项目 

余雅风 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前沿博士生论坛 

王本陆 全国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学术论坛（第三届） 

王  晨、田  青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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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夏令营专项 

姚  云 第二届全国高等教育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张树东 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特殊教育专业） 

余  凯 全国优秀大学生教育领导力暑期夏令营（教育管理专业） 

余清臣 全国教育学原理专业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吴  娟 “科教活动·炫彩设计”大学生夏令营 

表 138 北京师范大学 2017 年来华留学英文授课精品课程 

序  课 程/专 业 名 称 负责人 

1 英文学术写作规范 刘  强 

表 139 第六届多媒体教学设计比赛获奖一览 

奖项 教师 

一等奖 朱京曦（网络组） 

二等奖 
王乃弋（文科组） 

李艳燕、李玉顺（理科组） 

三等奖 
林  可（文科组） 

傅  骞（理科组） 

优秀奖 王兴华、潘月娟（文科组） 

优秀组织奖 教育学部 

表 140 教育学部 2017 年优秀教师奖一览 

项目类型 获奖名称 获奖者 

校级 通鼎青年教师奖（本科教学奖） 程  黎 

校级 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奖 徐  勇 

校级 2016-2017 学年新生优秀导师 
高潇怡、马  宁、宋  萑、张树东、蔡  苏、

傅  骞、张悦歆、程  黎、李小红 

校级 优秀教育实习工作者 李晓巍、李玉顺、余  凯、张莉莉 

校级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钟秉林、洪成文、霍力岩 

校级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教师 潘月娟 

学部级 教育学部 2017 年度优秀教师奖 
康永久、杨明全、钱志亮、滕  珺、洪成文、

曾  琦、王兴华、于述胜、裴  淼、张志祯 

学部级 教育学部 2017 年度优秀教师奖-特殊贡献奖 朱小蔓 

国家级 全国第六届教育硕士优秀教师 余  凯、江丰光 

表 141 2017 年优秀“本科生科研训练与创新创业”项目指导教师 

项目级别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项目名称 

国家级 

项目 

孙  健 蔡  苏、江丰光 
基于虚拟现实沉浸式应用程序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设计研

究——以小学《科学》课程为例 

戴宏慈 程  黎 早期家庭阅读环境对流动儿童创造力的影响 

校级项目 

庆嘉琪 江丰光 基于中华传统文化故事的小说工程 app 设计与开发 

杨佳伶 易  进 
打工子弟学校中常规支教大学生的角色冲突研究——以北京

市某打工子弟学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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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学生参与境外学习与交流情况 

表 142 教育学部 2017 年学生国际交流情况 

序 姓名 学号 
交流国家    

或地区 
学习单位 事由 资助类型 

1 张  森 201631010058 加拿大 渥太华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2 王  琦 201631010040 匈牙利 布达佩斯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3 刘  敏 201521010054 美国 
ACTC Liberal Arts 

Institute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4 赵梅菊 201431010035 美国 圣东安尼奥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5 符定梦 201521010168 美国 
美国 得克萨斯州 圣安

东尼奥市 AERA 年会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6 侯燕燕 201521010172 美国 
德克萨斯州 圣安东尼奥

市 AERA 年会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7 张  森 201631010058 美国 圣安东尼奥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8 李燕丽 201431010055 美国 

美国教育研究协会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9 杜  静 201531010050 美国 
爱荷华大学和孟菲斯大

学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0 马文静 201631010045 美国 密歇根州立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1 万海鹏 201431010041 美国 

Drexel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2 李青颖 201621010094 克罗地亚 奥帕蒂亚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3 许婧怡 201622010061 克罗地亚 奥帕蒂亚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4 杨智君 201521010081 克罗地亚 奥帕蒂亚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5 高欣峰 201631010048 韩国 韩国汉阳大学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6 宋  琼 201521010135 韩国 汉阳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17 万海鹏 201431010041 澳大利亚 Standards Australia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8 王  琦 201631010040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大学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19 张汉杰 201521010136 韩国 汉阳大学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20 张亨国 201521010137 韩国 汉阳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21 张  玄 201521010134 韩国 汉阳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22 钟  瑶 201521010138 韩国 汉阳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23 樊敏生 201531010056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24 刘智明 201431010050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25 吴美琴 201521010194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26 杜  静 201531010050 
罗马尼亚蒂米

什瓦拉  

Politehnica 

University of 

Timioara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27 徐  鹏 201631010022 西班牙 萨拉曼卡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28 陈会民 201631010030 英国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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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靳佩佩 201521010042 英国 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30 朱俊华 201621010005 美国 夏威夷马诺阿分校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31 徐柱柱 201631010008 日本 日本国立文献研究所 参加会议 个人自费 

32 王  琦 201631010040 美国 休斯顿大学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33 赵  冉 201631010064 蒙古 国立蒙古大学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34 杜  静 201531010050 台湾 垦丁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35 李文静 201621010212 
加拿大艾尔伯

塔省班夫市 

加拿大艾尔伯塔省班夫

市-班夫艺术与创新中心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36 刘昱辛 201622010028 加拿大 卡尔加里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37 徐刘杰 201631010041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Calgary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38 刘玉婷 201621010120 美国 华盛顿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39 杜  静 201531010050 英国伦敦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40 徐晶晶 201631010043 

London, 

United 

Kingdom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41 朱肖川 201631010038 英国伦敦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42 赵  冉 201631010064 澳大利亚 昆士兰科技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43 焦  楠 201531010063 澳大利亚 昆士兰科技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44 金一翔 201531010064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

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45 马晓丹 201531010009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

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46 颜廷睿 201531010045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

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47 汪凡淙 201621010210 日本 北海道教育大学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48 范云霞 201631010003 日本 早稻田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49 何  芳 201631010004 日本东京 早稻田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50 刘  奇 201621010009 日本 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51 王  泰 201621010019 日本东京 早稻田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52 范文静 201631010033 香港 香港教育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53 冯  超 201631010034 中国 香港 香港教育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54 徐柱柱 201631010008 香港 香港教育大学 参加会议 个人自费 

55 戴金芮 201621010202 新西兰基督城 坎特伯雷大学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56 芦曼丽 201621010201 新西兰基督城 坎特伯雷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57 王  涛 201621010209 新西兰基督城 坎特伯雷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58 许  冰 201621010211 新西兰基督城 坎特伯雷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59 张秋杰 201622010045 新西兰基督城 坎特伯雷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60 殷宝媛 201631010049 新西兰 基督城坎特伯雷大学 参加会议 个人自费 

61 何俊杰 201521010199 日本 大阪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62 李  盼 201621010199 日本 大阪 参加会议 导师课题资助 

63 田  浩 201621010195 日本 大阪大学 参加会议 院系资助 

64 王  倩 201521010037 美国 陶森大学 短期访学 个人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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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段世飞 201621010067 韩国 韩国首尔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个人自费 

66 王  悦 201521010116 韩国 首尔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个人自费 

67 徐文俊 201521010162 韩国 韩国首尔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个人自费 

68 董  荻 201621010179 新西兰达尼丁 奥塔哥大学 短期访学 个人自费 

69 柴净净 201521010127 中国台湾 台中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70 陈  岑 201521010128 中国台湾 台中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71 高  珺 201521010132 台湾 国立台中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72 郭丽云 201521010119 中国台湾 台中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73 贾玉玲 201521010125 台湾 台中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74 蒋何定 201521010120 台湾 台中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75 李雪珊 201521010121 台湾 台中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76 刘  淼 201521010122 台湾 台中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77 刘禹希 201521010129 台湾 台中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78 马莹芳 201521010130 台湾 台中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79 杨  昳 201521010123 台湾 台中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80 杨袁予童 201521010124 台湾 台中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81 张正慈 201521010131 台湾 台中教育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82 晁亚群 201521010061 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83 陈  晨 201621010156 美国洛杉矶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

分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84 高艺轩 201521010096 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85 龚国钦 201621010079 美国 加州大学长滩分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86 郭二榕 201521010087 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87 何  菲 201631010060 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88 李欣蕾 201621010062 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89 刘梦灵 201621010025 美国洛杉矶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90 刘天子 201631010063 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91 彭玉婷 201521010090 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92 王琳琳 201631010005 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93 王艳慧 201521010043 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94 武  倩 201621010037 美国洛杉矶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

分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95 时广军 201631010061 美国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

分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96 段世飞 201621010067 日本 日本北海道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97 陶  晴 201621010032 日本 北海道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98 谢燕妮 201521010069 日本 北海道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99 许  冰 201621010211 日本 北海道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100 王阿习 201531010049 中国香港 香港大学 短期访学 导师课题资助 

101 贾  姗 201621010213 美国 密歇根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102 田  浩 201621010195 美国 密歇根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103 李文静 201621010212 芬兰 赫尔辛基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104 阮琳燕 201531010067 美国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短期访学 个人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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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陈丽竹 201521010209 美国 印第安纳大学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106 胡贺宁 201521010200 美国 

北得克萨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107 李商雨楠 201622010008 美国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

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108 刘弘毅 201622010006 美国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

校 
短期访学 院系资助 

109 阮琳燕 201531010067 美国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短期访学 个人自费 

110 韩云霞 201531010027 美国 
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

校 
短期访学 个人自费 

111 傅王倩 201531010043 美国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

校 
国家公派 CSC 资助 

112 丁瑞常 201531010023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国家公派 CSC 资助 

113 李明蔚 201531010065 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 国家公派 国家基金 

114 李彩虹 201531010004 美国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

区 
国家公派 国家基金 

115 陈会民 201631010030 美国 匹兹堡大学 国家公派 国家基金 

116 魏孟飞 201631010018 美国 匹兹堡大学 国家公派 国家基金 

117 苏  洋 201631010017 美国 康奈尔大学 国家公派 国家基金 

118 刘益东 201531010035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 国家公派 国家基金 

119 王  蓉 201631010015 美国 佐治亚大学 国家公派 国家基金 

120 杨  钦 201521010070 加拿大 加拿大萨省大学 交换留学 个人自费 

121 刘舒丹 201521010016 台湾 东吴大学 交换留学 个人自费 

122 李雪珊 201521010121 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 交换留学 个人自费 

123 马荣荣 201521010147 韩国 成均馆大学 交换留学 个人自费 

124 陈亚涵 201621010159 美国 俄克拉荷马大学 交换留学 个人自费 

125 蔡雅琦 201521010008 美国 
美国宾州布鲁姆斯堡大

学 
交换留学 个人自费 

126 谢燕妮 201521010069 丹麦 丹麦奥尔堡大学 交换留学 个人自费 

127 谢晓玲 201521010039 中国台湾 台湾中山大学 交换留学 个人自费 

128 杨瑷伊 201621010071 西班牙 
西班牙胡安卡洛斯三世

大学 
交换留学 个人自费 

129 常军伟 201521010089 台湾 中央大学 交换留学 个人自费 

130 程瀚苇 201621010113 英国 诺丁汉大学 交换留学 个人自费 

131 陈星玲 201621010072 日本 日本北海道大学 交换留学 个人自费 

132 吴  倩 201621010081 日本 北海道大学 交换留学 个人自费 

133 杨智君 201521010081 日本 东京大学 交流合作 导师课题资助 

134 李米雪 201521010102 韩国 首尔教育大学 交流合作 个人自费 

135 许婧怡 201622010061 挪威 卑尔根 卑尔根大学学院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136 杨  帆 201621010084 挪威 卑尔根 卑尔根大学学院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137 朱文婷 201521010079 挪威 卑尔根 卑尔根大学学院 交流合作 对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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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陈  岑 201521010128 中国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

育暨青年局 
交流合作 导师课题资助 

139 王  恒 201531010052 中国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

育暨青年局 
交流合作 导师课题资助 

140 周深几 201421010127 中国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

育暨青年局 
交流合作 导师课题资助 

141 周深几 201421010127 中国澳门 澳门教育暨青年局 交流合作 导师课题资助 

142 谢苏洋 201521010126 台湾 台中教育大学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43 刘  誉 201621010167 澳大利亚 西澳大学 交流合作 国际处自费 

144 马莹芳 201521010130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交流合作 国际处自费 

145 闫  波 201521010151 澳大利亚珀斯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交流合作 国际处自费 

146 李佳哲 201621010175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 交流合作 国际处自费 

147 戴金芮 201621010202 香港 王华湘中学 交流合作 导师课题资助 

148 李毅佳 201622010024 香港 王华湘中学 交流合作 导师课题资助 

149 董  荻 201621010179 美国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50 韩云霞 201531010027 美国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

育学院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51 何俊杰 201521010199 美国 密西根州立大学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52 李  洋 201531010022 美国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

育学院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53 刘  淼 201521010122 美国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

育学院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54 马娅玮 201521010160 美国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

育学院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55 闫丽雯 201631010025 美国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

育学院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56 杨袁予童 201521010124 美国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

育学院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57 姚冬萍 201631010027 美国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

育学院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58 朱  丽 201621010008 美国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

育学院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59 包昊罡 201731010045 美国 斯坦福大学 交流合作 个人自费 

160 陈  泽 201621010073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 交流合作 导师课题资助 

161 姜丽云 201622010055 加拿大 
Willowbrook 

Montessori Daycare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62 刘梦格 201622010060 
加拿大（兰

里） 

Willowbrook 

Mentessori Daycare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63 刘祎玮 201622010046 加拿大 
Willowbrook 

Montessori Daycare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64 王智莹 201622010066 
加拿大（兰

里） 

Willowbrook 

Montessori Daycare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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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赵尚艺 201622010052 
加拿大（兰

里） 

Willowbrook 

Montessori Daycare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66 朱媛媛 201622010067 加拿大 
Willowbrook 

Montessori Daycare 
交流合作 院系资助 

167 陈  岑 201521010128 中国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

育暨青年局 
交流合作 导师课题资助 

168 孙璐璐 201521010204 台湾 
台湾高雄市私立大荣高

级中学 
实习实践 院系资助 

169 吴美琴 201521010194 
中国台湾高雄

市 

台湾高雄市私立大荣高

级中学 
实习实践 院系资助 

170 江  丹 201521010052 
中国台湾高雄

市 

台湾高雄市私立大荣高

级中学 
实习实践 院系资助 

171 姜晓慧 201521010020 
中国台湾高雄

市 

台湾高雄市私立大荣高

级中学 
实习实践 院系资助 

172 刘  婕 201521010143 
中国台湾高雄

市 

台湾高雄市私立大荣高

级中学 
实习实践 院系资助 

173 倪文锦 201521010022 
中国台湾高雄

市 

台湾高雄市私立大荣高

级中学 
实习实践 院系资助 

174 张天裕 201521010034 中国台湾 
台湾高雄市私立大荣高

级中学 
实习实践 院系资助 

175 苏  洋 201631010017 中国香港 香港大学 暑期项目 院系资助 

176 卢正天 201631010056 中国台湾 台湾师范大学 暑期项目 国际处自费 

177 谢晓玲 201521010039 日本 北海道大学 暑期项目 个人自费 

178 聂华玲 201621010031 日本 东京学艺大学 暑期项目 国际处自费 

179 王  辉 201621010028 日本 日本东京学艺大学 暑期项目 国际处自费 

180 吕  佳 201621010161 

美国纽约市、

美国宾夕法尼

亚州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 暑期项目 国际处自费 

181 孙  玲 201521010104 

美国纽约市、

美国宾夕法尼

亚州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 暑期项目 国际处自费 

182 赵  冉 201631010064 

美国纽约市、

美国宾夕法尼

亚州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 暑期项目 国际处自费 

183 王  超 201621010036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 暑期项目 国际处自费 

184 刘禹希 201521010129 英国 牛津大学 暑期项目 个人自费 

185 贾  姗 201621010213 美国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 
暑期项目 国际处自费 

186 张雨蒙 201521010040 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暑期项目 国际处自费 

187 方贤中 201521010140 英国 牛津大学 暑期项目 国际处自费 

188 王忱哲 201521010187 英国 牛津大学 暑期项目 国际处自费 

189 杜建慧 201621010127 爱丁堡、伦敦 爱丁堡大学 暑期学校 院系资助 

190 冯秋涵 201621010129 爱丁堡、伦敦 爱丁堡大学 暑期学校 院系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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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侯雨佳 201521010108 爱丁堡、伦敦 爱丁堡大学 暑期学校 院系资助 

192 任  媛 201621010124 爱丁堡、伦敦 爱丁堡大学 暑期学校 院系资助 

193 夏学楠 201621010125 爱丁堡、伦敦 爱丁堡大学 暑期学校 院系资助 

194 谢正立 201621010128 爱丁堡、伦敦 爱丁堡大学 暑期学校 院系资助 

195 徐知宇 201621010130 爱丁堡、英国 爱丁堡大学 暑期学校 院系资助 

196 张慧萌 201521010109 爱丁堡、伦敦 爱丁堡大学 暑期学校 院系资助 

197 邹酬云 201521010118 爱丁堡、伦敦 爱丁堡大学 暑期学校 院系资助 

198 孙超凡 201621010013 英国 诺丁汉大学 双学位 个人自费 

199 王一杰 201621010007 英国 英国诺丁汉大学 双学位 个人自费 

 

5.8.4 学生科研立项情况 

表 143 教育学部本科生 2017 年科研训练与创新创业项目一览 

序 项目名称 项目组成员 
项目指

导教师 

立项 

级别 

项目

成绩 

预算额

度

（万） 

1 
基于增强现实的交互式 AR 实验对中学生科学

探究能力的影响研究——以光学实验为例 

牛晓杰 

蔡  苏 国家级 理 1 1 程  露 

徐雪迎 

2 
辅助小学生编程学习的编程积木 Tancode 的

设计开发与应用 

郭佳惠 

傅  骞 国家级 理 2 1 胡婉青 

郑泽章 

3 

学前教育专业免费师范生课程设置满意度及

其影响因素调查——以四所部属师范院校为

例 

田艺炜 

王本陆 国家级 文 1 1 杨  倩 

孙晗月 

4 
国际高中中国学生学校适应的现状和原因探

索——以北京市国际高中为例 

李士萌 

滕  珺 

蔡永红 
国家级 文 2 1 付嫣然 

齐雨晨 

5 
免费师范生专业承诺、教师职业认同及学业

倦怠关系研究 

李蕊芷 
王  雁 国家级 文 3 1 

周开一 

6 

高校混合课程考核方式有效性研究及改进方

案设计——以北京师范大学“当水墨邂逅油

彩”课程为例 

李  妍 

朱京曦 

甄  巍 
国家级 文 4 1 訾雨杨 

陈  滢 

7 
基于 iBeacon 技术的健身器材学习 APP 开发

与研究 

王欣竹 陈  桄 

陈  青 

北京 

市级 
理 3  

邹沁含 

8 李毓檀 蔡  苏 北京 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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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R 的生物教学软件的设计与开发——以

高中生物细胞结构为例 
王嘉瑶 

市级 

9 

农村留守儿童青春期性心理健康教育实施现

状及影响因素——以山东省临沂市三所农村

学校为例 

李兴园 

张悅歆 
北京 

市级 
文 5  张晓芳 

高  露 

10 
教育戏剧课程对小学中高年级欺凌行为预防

的影响 

巴  音 

马利文 
北京 

市级 
文 6  吕欣姗 

郭烨禹 

11 
10-17 岁青少年网络娱乐行为与人际交往发

展的关系研究 

石琬若 

吴  娟 
北京 

市级 
文 7  梁  越 

杨东芳 

12 
二孩政策下父母情感教养方式对青春期大孩

情绪及情绪调节的影响 

苗兴慧 

邓林园 
北京 

市级 
文 8  刘蓓蓓 

臧  丽 

13 
图画书的性别刻板印象研究——以美国凯迪

克奖与中国原创图画书为例（1999-2016） 

秦国浩 

李敏谊 

北京市

级（学

部自

筹） 

文 9  
王依萌 

14 
中国古诗词的游戏化移动学习 app 设计与开

发 

翟  芸 
张志祯 校级 理 5 0.2 

吴怡君 

15 
历史题材 RPG 游戏的设计开发与应用评价—

—以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例 

刘紫荆 
张志祯 校级 理 6 0.2 

卢紫荆 

16 雾霾科普教育游戏设计与开发 

黄雨祺 

傅  骞 校级 理 7 0.2 徐艺萌 

彭嵩娉 

17 
分道扬镳的青春——中学边缘学生的形成历

程研究 

张耀文 

康永久 校级 文 10 0.1 雷  湘 

张  叶 

18 
融合幼儿园中教师对自闭症儿童体育游戏的

教学策略研究 

吴  双 

张悦歆 校级 文 11 0.1 刘嘉玥 

张蓝文 

19 
大学新生社团参与程度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关

系研究 

段骁峨 

王  啸 校级 文 12 0.1 黄  荣 

王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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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学校文化与学生校园暴力行为的关系研究 

张禾雨 

蔡永红 校级 文 13 0.1 李铭尧 

刘书冰 

21 

国际教师教育研究前沿与知识基础的文献计

量学研究——以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最近 30 年的文献为例 

周敬天 

李  琼 校级 文 14 0.1 戴子涵 

刘晓禾 

22 
PIRLS 视域下基于儿童本位的阅读材料对阅

读能力培养的影响研究 

吴沁璇 

易  进 校级 文 15 0.1 王诗棋 

胡逍航 

23 
中学师范院校毕业与非师范院校毕业教师专

业发展的差异研究 

王新宇 

桑国元 校级 文 16 0.1 原君尧 

栾梦雪 

24 
北京市小升初新政背景下家长教育选择行为

及态度研究 

周凌仪 
郑  磊 校级 文 17 0.1 

周佳茜 

25 学校人际关系对教师组织承诺的影响研究 
沈  玲 

姚计海 校级 文 18 0.1 
王紫屏 

26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四年一贯制教育见习

对教育学本科生专业认同的影响 
彭芷娴 温红博 校级 文 19 0.1 

表 144 教育学部研究生 2017 年科研基金立项一览 

编号 组别 项目名称 成员 指导教师 

1712101 硕士生组 
基于滞后序列分析法的在线学习者活动路径分析与学习

分析产品原型开发 

胡丹妮 
郑勤华 

章梦瑶 

1712102 硕士生组 基于内容策展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彭  燕 

余胜泉 
王  琦 

1712103 硕士生组 数字化学习环境中自适应学习资源模板的研究 

汪凡淙 

余胜泉 徐刘杰 

彭  燕 

1712104 硕士生组 基于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小学数学教育游戏设计与开发 

郭幸君 

周  颖 赵迁兰 

韦文婷 

1712105 硕士生组 
基于学情数据导向深度学习的电子书包备课系统设计及

效果检验 

贾  姗 
武法提 

王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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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瑜 

1712106 硕士生组 基于云计算的智慧学习环境设计与应用研究 

杨  澜 

黄荣怀 徐晶晶 

马占强 

1712107 硕士生组 CSCL 中群体感知工具对学生协作学习的影响研究 

张  媛 

李艳燕 彭  禹 

董笑男 

1712108 硕士生组 
寄宿制里的童年——农村学校儿童寄宿生和走读生行为

习惯调查研究 

黄瑞妮 

康永久 
鲍天璐 

曹宇新 

孟雅琴 

1712109 硕士生组 基于 STEM 背景的跨学科能力评估工具的研究 
李佩珊 

高潇怡 
孙慧芳 

1712110 硕士生组 
来华留学生学习适应性问题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为例 

刘  浩 

刘  强 康云菲 

杨  烁 

1712111 硕士生组 
教师是如何被言说的： 

基于对媒体与国家政策的话语分析对比 

朱  丽 

郑新蓉 
李彩虹 

孟雅琴 

刘思倩 

1712112 硕士生组 
中小学生成功智力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学习动机和学习

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 

马晓晨 

程  黎 段达娜 

程  思 

1712113 硕士生组 第一代大学生学习收获影响因素探析 

蒋梦涵 

杜瑞军 孙静怡 

吴亚丽 

1712114 硕士生组 
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

为例 

孙成梦雪 

周作宇 王明明 

姚冬萍 

1712115 硕士生组 
互动式言语提示对孤独症儿童发散性言语回应的干预研

究 

赵  玉 

胡晓毅 邹酬云 

韦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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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16 硕士生组 随班就读自闭症儿童社交网络的调查研究 

袁靖宇 

邓  猛 谢正立 

冯秋涵 

1712117 硕士生组 乡村小学新手教师韧性的实证研究 

张  倩 

李  琼 
徐  淼 

冯  璨 

郝文雅 

1712118 硕士生组 

中小学教研组长的谦虚型领导对教师创新行为的影响研

究——教师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团队心理安全的调节

作用 

付  琼 

姚计海 

朱进杰 

相晓彤 

游雨诗 

张丽莉 

张文琪 

1712119 硕士生组 
宿舍同伴关系有多重要？ 

——一流大学本科生宿舍同伴关系效应研究 

李佳哲 

胡咏梅 曲  韵 

余婷婷 

1712120 硕士生组 

贫困地区家庭学习环境、家庭教养方式对 3-4 岁儿童发

展的影响的追踪研究——以我国西部农村某国家级贫困

县 B 县为例 

陈肖琪 

李敏谊 周建荣 

张  祎 

1712121 硕士生组 
关于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学术适应现状调查研究——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为例 

洪  婕 

班建武 邵  颖 

何小舟 

1712122 硕士生组 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就业质量调查研究 

王佳明 

钟秉林 李  礼 

时明月 

1712123 硕士生组 小学科学教师的跨学科概念理解的调查研究 

孙慧芳 

高潇怡 
李佩珊 

田菲菲 

黄  真 

1712124 硕士生组 
融合教育教师职业压力、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研

究 

谢正立 

邓  猛 夏学楠 

袁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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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25 硕士生组 
高校研究生助管工作功能的错位及复位研究--以北京师

范大学为例 

徐伟琴 

方  芳 于国欢 

南晓鹏 

1712126 硕士生组 
幼儿园内部教师评价中教师参与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一

项混合研究 

杨青青 

潘月娟 
刘珊珊 

陈  荣 

盛朝琪 

1712127 硕士生组 
“重要他人”对初中生教育期望的影响——基于

Wisconsin 模型的实证研究 

杨娅佟 

郑  磊 李  烨 

孙  钰 

1712128 硕士生组 家庭因素对流动儿童自尊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 
李  烨 

周金燕 
李玉凤 

1712129 硕士生组 数学学习障碍儿童工作记忆、数量表征能力及干预研究 

夏学楠 

张树东 刘俊丽 

谢正立 

1712130 硕士生组 融合教育环境下孤独症儿童适应的个案研究 

杨  睿 

程凤春 贾萧竹 

田  琳 

1712201 博士生组 大数据分析视角下自适应学习支架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刘  宁 

余胜泉 王  琦 

徐刘杰 

1712202 博士生组 高校教师发展者专业成长路径研究 

石君齐 

李  芒 李子运 

乔  侨 

1712203 博士生组 学习调节理论视阙下的英语协作学习研究 

苏  友 

李艳燕 陈凯亮 

张  媛 

1712204 博士生组 
基于学习元平台的在线协作式辩论学习支持系统设计与

应用 

汪  丹 
余胜泉 

贺世宇 

1712205 博士生组 数学师范生 TPACK 发展的混合式课程建设研究 

徐  唱 

董  艳 任  红 

宋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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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206 博士生组 SEL 项目的实施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何二林 

毛亚庆 
房  茹 

1712207 博士生组 庙学祭祀功能研究——以苏州庙学为个案 

王晓璇 

徐  勇 许少玲 

马天运 

1712208 博士生组 
课堂场域中自主学习的自由与边界——基于“场域理

论”的个案研究 

刘祎莹 

康永久 徐婉茹 

黄瑞妮 

1712209 博士生组 
融合教育背景下幼儿对身心障碍同伴接纳态度的干预研

究 

王琳琳 

邓  猛 马  滢 

韩文娟 

1712210 博士生组 
特殊教育教师对“基于项目学习”模式的采纳意愿与实

施情况研究 

杨  茹 

王  雁 范文静 

贺世宇 

1712211 博士生组 我国义务教育学生择校现象的调查研究 

方晨晨 

胡咏梅 
卢正天 

侯玉雪 

何  菲 

1712212 博士生组 关于不同区域间学前教育所有制类型差异的实证研究 

刘天子 

曾晓东 刘爱丽 

时广军 

1712213 博士生组 
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科研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提

升策略研究 

杨成明 
和  震 

柯梦琳 

1712214 博士生组 
校长信任、专业学习共同体对小学教师韧性的影响：教

师能动性的中介作用 

贺文洁 
李  琼 

张  倩 

1712215 博士生组 
高等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改进的教育生产函数视角的分析 

赵  冉 

杜育红 

袁秋红 

Batkhuu 

Oyuntsets

eg 

韩  旭 

1712216 博士生组 
印象背后：跨文化情境中外国留学生的自我呈现——以

北京师范大学为例 

赵  彬 
朱志勇 

郑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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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倩 

赵  桐 

刘  欢 

刘  洋 

1712217 博士生组 博士研究生学术能力的指标构建及影响因素研究 

何  菲 

朱志勇 
方晨晨 

卢正天 

侯玉雪 

1712218 博士生组 
融合教育背景下视力障碍儿童同伴交往特点及影响因素

研究 

马  滢 

邓  猛 王琳琳 

韩文娟 

1712219 博士生组 北京市小学随班就读学生的课程实施现状调查研究 

韩文娟 

邓  猛 马  滢 

王琳琳 

1712220 博士生组 德育的内在机制与逻辑——王阳明德育思想研究 

黄上芳 

檀传宝 阳  梅 

叶雅萱 

1712221 博士生组 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第三方评估模式研究 

王琳琳 

王  璐 
苏  洋 

王世赟 

周星灿 

1712301 招标 本科生课程满意度调查研究 

邹雨寰 

张东娇 刘恩睿 

刘  颖 

1712302 招标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人才培养模式及改革探索 

和卓琳 

杜继纲 韩亚洁 

季尚鹏  

1712303 招标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课程满意度调查研究 
梁  静 

马秀麟 
苏幼园 

1712304 招标 高校留学生在校管理机制研究：现状、问题与对策 

苏  洋 

王英杰 魏孟飞 

袁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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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305 招标 
中美教育博士培养模式的比较研究：基于北京师范大学

与哈佛大学的个案分析 

时晨晨 
马健生 

李  洋 

1712306 招标 教育学部全日制教育硕士就读体验调查 

任志鹏 

刘京莉 宋华丽 

冯  舟 

1712307 招标 教育学部全日制教育硕士就读体验调查 

邢海燕 

刘复兴 王祈然 

曹宇新 

1712308 招标 教育学部研究生课程满意度调查研究 

刘雪倩 

姚  云 
李  涛 

叶铖垒 

许  冰 

5.8.5 本科生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获奖情况 

表 145 教育学部本科生 2017 年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情况 

序 作者 指导老师 专业领域 论文题目 

1 陈  瑜 潘月娟 学前教育 
《意义世界的重合与分离：幼儿园教师与

幼儿对班级规则的理解》 

5.8.6 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奖励情况 

表 146 教育学部研究生 2017 年优秀科研成果奖励情况 

序 学号 姓名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1 201231010069 叶伟萍 
C9 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分学科的国际

合作比较 
教育研究 

2 201421010067 蔡  娟 

21 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教育研究进展与趋势——基

于《比较教育》和《比较教育评论》的可视化分

析 

比较教育研究 

3 201421010109 谢  燕 
日本特别支援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分析与启

示 
教师教育研究 

4 201421010165 唐  兴 

The influence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cience learning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5 201431010006 程  猛 
寻找联合生活——人类学视野下农民加入家庭教

会的原因探析 
北京社会科学 

6 201431010013 王聪颖 
民国时期高师制度存废之争的原因探析——以

1932 年北平师范大学的停办危机为中心 
教师教育研究 

7 201431010016 田  京 
农村教师有效参与校本教研的激励路径探析——

基于生存•关系•成长理论的视角 
教师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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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431010017 王  铄 新加坡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策略与模式 比较教育研究 

9 201431010032 孙芳芳 我国职技高师发展问题研究 教师教育研究 

10 201431010047 钟芳芳 
论当代教师道德生活的困境与自主成长：基于情

感自觉的视角 
教师教育研究 

11 201431010062 马晓蓉 

What Aspects Should be Evaluated When 

Evaluating Graduate Curriculum: Analysis 

Based on Student Interview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12 201439010007 

MUTHANNA

, 

ABDULGHA

NI ALI 

NAGI 

Undergraduate Chinese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Gaokao Examination: 

Strengths, Weaknesses, and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Studies 

in Education 

13 201439010007 

MUTHANNA

, 

ABDULGHA

NI ALI 

NAGI 

Plagiarism: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of 

All,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Actions 

in Yemen 

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

Policies and 

Quality 

Assurance 

14 201439010007 

MUTHANNA

, 

ABDULGHA

NI ALI 

NAGI 

Quality Education Improvement: Yemen and 

the Problem of the 'Brain Drain'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5 201439010007 

MUTHANNA

, 

ABDULGHA

NI ALI 

NAGI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L Writing at 

Yemeni Universities: A Review of Current 

Practices 

Teaching EFL 

Writing in the 

21st Century 

Arab World 

16 201439010007 

MUTHANNA

, 

ABDULGHA

NI ALI 

NAGI 

Chines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he 

Use of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Courses: A Case Study of a 

National Key University in Beijing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udies 

17 201521010092 王明明 德治礼序与中国大学治理 新华文摘 

18 201521010186 陆奥帆 

Investiga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Mobile 

Learning Accept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UTAUT 

Proceedings-2016 

International 

Computer 

Symposium 

19 201521010211 张  琰 

The Research of ICT in Education of Asian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ISA 2012 

Assessment 

Proceedings-2016 

International 

Computer 

Symposium 

20 201531010003 黄晓磊 
学校活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德尔菲法的

调查分析 
教育学报 

21 201531010019 于  超 合“自然”与“当然”为一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 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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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531010019 于  超 《诗》的教化价值及其实现探索 教育学报 

23 201531010024 胡昳昀 墨西哥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聘用制改革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 

24 201531010030 胡恒波 
加拿大学前儿童坚韧性品质家庭培养及启示——

以安大略省为例 
比较教育研究 

25 201531010038 朱玉成 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的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 高等教育研究 

26 201531010040 祝成林 高职院校教师的身份及其文化建构 教师教育研究 

27 201531010042 周  丹 美国融合教育教师素养构成及启示 比较教育研究 

28 201531010050 杜  静 

Modeling the process of ICT in K-12 

Schools by Analyzing Typical Exemplars in 

Global Context 

Proceedings-IEEE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Learning 

Technologies 

29 201531010054 王  坤 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教师教育研究 

30 201531010060 高  杭 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教育行政柔性执法问题探析 高等教育研究 

31 201531010060 高  杭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32 201531010060 高  杭 
教育行政执法协同性:模式、问题与推进路径—

—基于当前改革实践的案例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科版) 

33 201621010067 段世飞 
教育市场化能否让美国教育更公正与卓越？——

新任“商人”总统特朗普教育政策主张述评 
比较教育研究 

5.8.7 研究生学位论文获奖情况 

表 147 第六届全国优秀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获奖名单 

序 作者 指导老师 专业领域 论文题目 

1 吴进丹 肖  非 特殊教育 
《图片交换沟通系统对无语言智障儿童沟

通能力的干预研究》 

表 148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名单 

序 学生姓名 专业 导师 论文题目 

1 林成华 洪成文 高等教育学 
《财富与使命——美国一流大学“大宗筹

款运动”研究》 

2 李  虔 周海涛 高等教育学 
《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政策的可接受性研

究》 

表 149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名单 

序 姓名 导师 专业 论文题目 

1 夏欢欢 钟秉林 高等教育学 
《认识论信念视角下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研

究》 

2 林成华 洪成文 高等教育学 
《财富与使命——美国一流大学“大宗筹

款运动”研究》 

3 高宏钰 霍力岩 学前教育学 
《幼儿园教师观察能力结构模型与评价标

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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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 其他获奖情况 

学部选派 3 名学生参加第二届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小学教育专业教学技能大赛，2 名同学

（田菲菲、杨素南）获得三等奖，1 名同学获得优胜奖（车佳仪）。 

全国第五届教育博士论坛由东北师范大学承办，会议针对所收到的论文进行了优秀论文评

选，我校 2012 级教育博士研究生陈东红提交的论文《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英语校本课程体系的

构建》获得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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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学研究工作 

6.1 科学研究工作 

6.1.1 编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建设方案 

根据教育部和学校的“双一流”的工作部署，组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建设方案编制工

作，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学科的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和预期成效，制定了 6 大核心任务、30 项关

键措施和 77 项任务清单，经过专家论证、材料修改以及教育部专家审查等程序，顺利完成北京

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建设方案编制工作。 

6.1.2 做好各类课题的申报和管理工作 

积极做好省部级及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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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科综合专项科研项目申报评审工作，支持青年教师跨学科团队建设项目、科研

培育项目和科研成果后期资助项目共 16 项，总经费 100.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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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持续推进外文论文发表 

继续实施外文论文发表助推计划，共完成中译英科研论文 8 篇、124612 字，完成外文润色

15 篇、93786 字，专家指导论文 9 篇，继续更新教育及相关领域 353 种 SSCI/SCI 期刊发表投稿

指南。与 SSCI期刊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期刊开展合作，确定了 2017 年在该

杂志发表 5 篇与中国教育相关的文章，为教师发表外文论文提供途径。 

6.1.4 支持优秀著作出版 

加强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组织《外国教育史》《中国教育改革开放 40 年丛书》等

丛书编著工作。支持教师著作出版，继续做好外文著作支持计划，持续提升学部的国际学术影

响，今年 Lecture Notes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丛书被 Scoups 数据库收录，彰显了学部

教师的科研国际化水平。 

6.1.5 做好科研成果的整理与推广 

不断完善科研成果定期整理、发布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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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动教育学部与中国教育报刊社、光明日报的广泛深

入的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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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有效推进科研平台建设 

协助推进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和高精

尖创新中心的等各类型科研平台建设，协助做好小学教育研究中心、高中教育研究中心的建设

工作。 

根据学校的要求，对学部现有的 35 个校级和 19 个学部级非实体性机构进行了检查，截止

到目前，撤销 6 个校级非建制性和 3 个学部级非实体科研机构。出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内部机构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学部内部机构管理，完善教育学部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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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支持第三届明远奖的评选 

本届明远奖进一步增加了奖励的名额和奖励的力度，经过严格的评审，教育研究类评选出

5 项优秀成果奖、教育实践类评选出 10 名优秀实践工作者和一个团队、海外贡献奖评选出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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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加强教育学部期刊中心建设 

学部现有 3 本中文期刊和 2 本外文期刊均能严格遵守期刊编辑出版工作流程，坚持学术质

量为核心，保时报质保量完成全年编辑出版任务，不断扩大和增强在领域中的影响力，今年 

Journal of Computers in Education 被 ESCI 数据库收录，期刊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6.1.9 推动科研社会服务 

与首都师范大学签署《北师大-首师大共建世界一流教育学科协议》，助力两校教育学科成

为区域教育协同发展的领头羊。与宁夏师范学院、四川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签署合作框

架协议，利用自身优势，推动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深入开展与通州区、门头沟区的合作，积极探

索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国家实验区。深度参与全国大中小学教材体系建设，全面参与各级各类教

材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修订等，推动形成更具中国特色的课程教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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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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学部到账科研经费共计 6436.46 万元。其中纵向项目到账 1948.25 万，横向项目

到账 4371.10 万，国际合作项目到账 117.11 万。 

表 150 2017 年教育学部科研经费到账（单位：万元） 

经费类型 社科处到账 科技处到账 合计 

纵向 1610.68 337.57 1948.25 

国际合作 117.11 0 117.11 

横向 2645.65 1725.45 4371.10 

总计 4373.44 2063.02 6436.46 

2017 年，教育学部教师共获得 49 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其中国家级课题 20 项，省部级课题

29 项。国家级课题中，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 项、后期资助项目 2 项、教育学一般

和教育学青年课题 1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省部级课题中，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5 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其他省部级课题 23 项。学

部承担国家重大重点课题的能力稳步提升。 

表 151 2017 年度教育学部省部级项目 

项目类别 项目数 

省部级项目 29 

国家级项目 20 

合计 49 

表 152 2017 年度教育学部省部级以上项目 

序号 主持人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项目类别 

1 洪秀敏 
全面二孩政策下城市地区 0-3 岁

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研究 
国家级重大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 肖  非 中国特殊教育通史 国家级重大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3 周慧梅 
国家塑造与社会变革：1895-

1949 年社会教育研究 
国家级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4 滕  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话语演变

与分析（1945-2015） 
国家级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5 毛亚庆 
中国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学

校管理综合变革研究 
国家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6 钟秉林 
“全面二孩”政策下基础教育资

源配置风险预警研究 
国家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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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余清臣 
基于实践立场的教育理论实践应

用机制研究 
国家级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8 杨明全 
主要国家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政策

取向与实践路径比较研究 
国家级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9 李敏谊 

幼儿园师资队伍的核心素养和能

力建设研究——基于亚太四国的

实证研究 

国家级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10 李艳燕 
基于大数据的在线协作学习分析

评价与干预策略的实证研究 
国家级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11 和  震 
面向新工业革命的高等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研究 
国家级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12 檀传宝 
基于学段特性的教师专业伦理学

研究 
国家级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13 周秀平 
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选择的社

会分层与政策影响 
国家级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14 胡定荣 学校课程治理现代化研究 国家级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15 刘永林 
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董事会独立性

保障机制研究 
国家级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16 洪成文 
高等教育强国视角下的大学筹融

资研究 
国家级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17 乔锦忠 
高层次人才流动问题及其对策研

究 
国家级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18 梁文艳 

乡村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与提升

机制研究：理论、实证和政策启

示 

国家级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青年课题 

19 景安磊 
民办高校分类管理风险评估和防

范对策研究 
国家级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青年课题 

20 张  伟 
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非终身制教

师聘用制度研究 
国家级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青年课题 

21 江丰光 
STEM 项目学生评价工具开发与有

效性验证 
省部级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教育部重点课题 

22 王本陆 中国教师教育课程质量研究 省部级重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3 周  钧 
中国教师教育质量保障的制度研

究 
省部级重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4 孙  进 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战略研究 省部级重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5 王英杰 扩大来华留学政策研究 省部级重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6 顾明远 
“一带一路”不同类型国家教育

制度与政策研究 
省部级重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7 马健生 
国际大都市基础教育质量比较研

究 
省部级重大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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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余雅风 校园欺凌现象治理研究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9 宋  萑 
多重熏陶理论下家庭学校社区关

怀型教育共同体的创建 
省部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

般项目 

30 施克灿 中国教师资格的历史沿革研究 省部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

般项目 

31 杜育红 教育投入研究 省部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委

托项目 

32 刘宝存 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研究 省部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委

托项目 

33 石中英 新时期教育方针研究 省部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委

托项目 

34 苏君阳 教育管理方式研究 省部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委

托项目 

35 姚  云 普及化高等教育研究 省部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委

托项目 

36 周海涛 
全球教育发展趋势及各国政府主

要政策研究 
省部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委

托项目 

37 刘宝存 
当代大学发展形态及大学观的国

际比较研究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优先关注课

题 

38 杨明全 
北京市中小学课程改革与综合化

实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优先关注课

题 

39 钟秉林 
北京市高考综合改革试点跟踪与

评价研究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优先关注课

题 

40 毛亚庆 
北京市学生社会情绪能力发展策

略研究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优先关注课

题 

41 李廷洲 新形势下乡村教育整体改革研究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优先关注课

题 

42 乔锦忠 
高校各种人才工程项目对大学科

研、教学的影响研究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优先关注课

题 

43 薛二勇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北京市职业教

育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优先关注课

题 

44 张进宝 
国内外应用信息技术提高教学质

量的成功实践案例研究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优先关注课

题 

45 霍力岩 
幼儿园教师专业胜任力的诊断标

准与发展模型研究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46 杨玉春 
新高考改革下北京高中高校协同

发展研究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47 金志峰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北京市乡村教

师补充政策研究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48 余雅风 
北京市中小学生欺凌与暴力防治

机制研究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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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冯婉桢 
北京市幼儿园师幼关系质量评估

与改进方案研究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6.2.2 科研获奖 

2017 年，教育学部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3 项。 

表 153 2017 年教育学部省部级以上科研获奖列表 

获奖者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获奖等级 获奖名称 

顾明远 等 
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1921-

2012） 
著作 二等奖 

第十四届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刘  焱 等 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保障研究 著作 二等奖 
第十四届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胡咏梅 等 
“后 4%时代”的教育经费应该投向 

何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论文 二等奖 

第十四届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6.2.3 论文情况 

2017 年学部教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共发表 SSCI 论文 23 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共

发表了 CSSCI 论文 265 篇；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民政协

报等报纸发表文章 60 余篇。 

表 154 教育学部 2017 年教师发表 SSCI 文章情况（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序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发表刊次 发表刊物名称 学术机构 

1 

Educational equality 

in China: analysing 

educational policies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Beijing 

刘水云 刘水云 
2017

（02） 

 EDUCATIONAL 

STUDIES 

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

院 

2 

Online education as 

'vanguard' higher 

education: exploring 

masculinities, 

ideologies, and 

gerontology 

Misiasze

k, LI 

(Misiasz

ek, 

Lauren 

Ila) 

Misiaszek, 

LI 

(Misiaszek, 

Lauren Ila) 

2017

（06） 

GENDER AND 

EDUCATION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3 

Comparison as an 

approach to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Turner, 

DA 

(Turner, 

David 

A.) 

Turner, DA 

(Turner, 

David A.) 

2017

（03） 

COMPARE-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4 

A context-adaptive 

teacher training model 

in a ubiquit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Chen, M 

(Chen, 

Min) 

余胜泉 
2017

（01）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教育技术

学院 

5 

 A dynamic ubiquitous 

learning resource 

model with context and 

Chen, M 

(Chen, 

Min) 

余胜泉 
2017

（01）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教育技术

学院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4EpVxHHIvJppS8acHWU&author_name=Turner,%20DA&dais_id=19181052&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4EpVxHHIvJppS8acHWU&author_name=Turner,%20DA&dais_id=19181052&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4EpVxHHIvJppS8acHWU&author_name=Turner,%20DA&dais_id=19181052&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4EpVxHHIvJppS8acHWU&author_name=Turner,%20DA&dais_id=19181052&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4EpVxHHIvJppS8acHWU&author_name=Turner,%20DA&dais_id=19181052&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4EpVxHHIvJppS8acHWU&author_name=Turner,%20DA&dais_id=19181052&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4EpVxHHIvJppS8acHWU&author_name=Turner,%20DA&dais_id=19181052&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4EpVxHHIvJppS8acHWU&author_name=Turner,%20DA&dais_id=19181052&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277 

its effects on 

ubiquitous learning 

6 

Can Students Identify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Solve a 

Problem? 

Zhang, 

LS 

(Zhang, 

Lishan) 

余胜泉 
2017

（04）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教育技术

学院 

7 

Applications of 

augmented reality-

based natural 

interactive learning 

in magnetic field 

instruction 

蔡  苏 蔡  苏 
2017

（06）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教育技术

学院 

8 

Informal learning in 

science museum: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mobile 

exhibit label system 

with iBeacon 

technology 

陈  桄 Chen, NS 
2017

（03） 

 ETR&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教育技术

学院 

9 

Using the Community of 

Inquiry Framework to 

Scaffold Online 

Tutoring 

冯晓英 冯晓英 
2017

（02）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RIBUTED 

LEARNING 

教育技术

学院 

10 

Modified Flipped 

Classroom 

Instructional Model in 

“Learning Sciences” 

Course for Graduate 

Students 

江丰光 江丰光 

2017

（01-

02） 

The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教育技术

学院 

11 

Effects of Hands-on 

Inquiry-Based Learning 

Using LEGO (R) 

Materials on the 

Learning of Eighth-

Grade Physics Students 

江丰光 江丰光 
2017

（0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教育技术

学院 

12 

 Rethinking Distance 

Tutoring in e-Learning 

Environments: A Study 

of the Priority of 

Roles and Competencies 

of Open University 

Tutors in China 

李  爽 李  爽 
2017

（02）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RIBUTED 

LEARNING 

教育技术

学院 

http://link.springer.com/journal/40299
http://link.springer.com/journal/40299
http://link.springer.com/journal/40299
http://link.springer.com/journal/4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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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he Effect of 

Socially Shared 

Regulation Approach on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郑兰琴 郑兰琴 
2017

（04）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教育技术

学院 

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Online Homework 

Guidance and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bout 

Educational Use of Web 

周  颖 周  颖 
2017

（05）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教育技术

学院 

15 

The impact of boarding 

on campus on the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western China 

Wang, ST 

(Wang, 

Shutao) 

毛亚庆 
2017

（03）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教育管理

学院 

16 

What aspects should be 

evaluated when 

evaluating graduate 

curriculum: Analysis 

based on student 

interview 

赵德成 Ma, XR 
2017

（54）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教育管理

学院 

17 

Analysis of policies 

to develop the 

teaching force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薛二勇 薛二勇 
2017

（02） 

 KEDI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8 

Parenting styles of 

Chinese families and 

children's social-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outcomes 

李晓巍 李晓巍 
2017

（04） 

EUROPE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学前教育

研究所 

19 

Adaptable scripting to 

foster regulation 

processes and skills 

in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王兴华 王兴华 
2017

（0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学前教育

研究所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4FKVIdMEkuOXoXlWYxj&field=AU&value=Wang,%20XH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olName=WOS&SID=4FKVIdMEkuOXoXlWYxj&field=AU&value=Wang,%20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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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Building resilience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China: 

The role of inclusive 

education teachers 

Mu, 

Guanglun 

Michael 

王  雁 
2017

（67）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1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interference 

on cognitive control: 

A meta-analysis of 

neuroimaging studies 

using the emotional 

Stroop task 

Song, SS 

(Song, 

Sensen) 

Zou, ZL 

(Zou, 

Zhiling) 程  

黎 

2017

（07） 

 SCIENTIFIC 

REPORTS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2 

The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a questionnaire of 

inclusive teachers' 

competency for meeting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in regular 

classrooms in China 

邓  猛 邓  猛 
2017

（0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EDUCATION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3 

Chinese inclusive 

education teachers' 

agency within 

temporal-relational 

contexts 

王  雁 

Mu, 

Guanglun 

Michael 

2017

（61）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特殊教育

研究所 

表 155 教育学部 2017 年教师发表 CSSCI 论文收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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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青少年政治社会化需要关

注的三大议题——来自微观政

治的教育启示 

班建武 
中国青年

研究 

2017 年 04

期 

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

院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十九大后中国教育体制机制改

革专题研讨会专家笔谈 

陈子季 童世骏 高书国 

范国睿 尹后庆 杨东平 

王  烽 孙绵涛 陈玉琨 

朱益明 石中英 奚洁人 

李政涛 汪  明 郅庭瑾 

殷德生 张  珏 王  蓉 

丁晓东 沈  健 任友群 

孙  勇 包丹妮 

中国高教

研究 

2017 年 12

期 

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

院 

3 
警惕“做中学”：杜威参与理

论辩正 
丁道勇 

全球教育

展望 

2017 年 08

期 

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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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5%99%e8%82%b2%e5%ad%a6%e9%83%a8%e6%95%99%e8%82%b2%e5%9f%ba%e6%9c%ac%e7%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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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5%99%e8%82%b2%e5%ad%a6%e9%83%a8%e6%95%99%e8%82%b2%e5%9f%ba%e6%9c%ac%e7%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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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5%99%e8%82%b2%e5%ad%a6%e9%83%a8%e6%95%99%e8%82%b2%e5%9f%ba%e6%9c%ac%e7%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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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学生就业结果的影响因素研

究——人力资本、SCCT 职业发

展理论的视角 

刘复兴 朱俊华 

西南大学

学报(社

会科学

版) 

2017 年 05

期 

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

院 

5 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质量调查 刘水云 
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 

2017 年 08

期 

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

院 

6 
作为一种教育哲学研究方法的

“论辩” 
石中英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 

2017 年 05

期  

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

院 

7 
关于贯彻落实教育方针问题的

几点思考 
石中英 

中国教育

学刊 

2017 年 10

期  

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

院 

8 杜威教育哲学论述的方法 石中英 教育学报 
2017 年 01

期  

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

院 

9 

从“补工资”到“补机制”：

“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政策

的实施效果 

宋婷娜 郑新蓉 
北京大学

教育评论 

2017 年 02

期 

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

院 

10 
重塑社会活力：性别图景中的

乡村教师和学校 
郑新蓉 姚  岩 武晓伟 

妇女研究

论丛 

2017 年 01

期  

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

院 

11 

图像解码与儿童生活经验——

中国西部乡村儿童绘本阅读的

文化符号分析 

郑新蓉 张  越 

西北师大

学报(社

会科学

版) 

2017 年 02

期 

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

院 

12 
我国校园欺凌治理的制度缺失

与完善 
尹  力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 

2017 年 04

期 

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

院 

13 
培育对教育实践的高位目光与

普遍视野 
余清臣 

南京社会

科学 

2017 年 02

期 

教育基本

理论研究

院 

14 
加拿大社会科课程四大范式及

其规范化 
高益民 郑  璐 

比较教育

研究 

2017 年 05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15 
加拿大社会科课程的本土化演

进 
高益民 郑  璐 教育学报 

2017 年 04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16 

知识分子肩负着更大的历史责

任和使命——学习习近平关于

知识分子重要思想 

顾明远 
中国高校

社会科学 

2017 年 06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17 
实现教育现代化必须把农村教

育办好 
顾明远 

中国教育

学刊 

2017 年 09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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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 
顾明远 教育研究 

2017 年 11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19 浅谈中西大学价值观之异同 顾明远 
高等教育

研究 

2017 年 03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20 
马克思论个人的全面发展——

纪念《资本论》发表 150 周年 
顾明远 教育研究 

2017 年 08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21 互联网时代的未来教育 顾明远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 

2017 年 06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22 
传承学术薪火促进民族教育研

究发展 
顾明远 

民族教育

研究 

2017 年 03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23 《教师课程观研究》评介 顾明远 教育研究 
2017 年 06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24 
大学可持续性的评测与排名：

绿色指数大学排名评析 
黄  宇 

大学教育

科学 

2017 年 03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25 
全球化时代我国国际理解教育

的理论体系建构 
姜英敏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 

2017 年 01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26 
学校的责任：美国校园欺凌的

诉讼与判例 
林  杰 

比较教育

研究 

2017 年 06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27 
美国公立学校反校园欺凌政策

分析 
林  杰 晁亚群 

云南师范

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

版) 

2017 年 03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28 
美国实践自由教育的新理论与

新模式 
刘  敏 章  欢 王  晨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 

2017 年 06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29 
东盟学分转换系统的发展历

程、运行现状与前景展望 
刘  强 荆晓丽 

比较教育

研究 

2017 年 09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30 
论教学即领导：一种教学本质

的新解 
马健生 饶舒琪 教育学报 

2017 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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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au&skey=%e9%a1%be%e6%98%8e%e8%bf%9c&code=27492489;0597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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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特征—

—基于高等教育经济属性和文

化属性的分析 

马健生 田  京 
比较教育

研究 

2017 年 05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32 论教学是一门领导的艺术 马健生 邹  维 

北京师范

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2017 年 01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33 
比较教育的学科定位——中国

比较教育学科成员的看法 
孙  进 

外国教育

研究 

2017 年 10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34 

讲中国故事：学校在变革中发

展——《中国学校研究》中英

文图书研讨会综述 

滕  珺 鲁春秀 
比较教育

研究 

2017 年 07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35 

《釜山宣言》框架下多边教育

合作的中国式探索——基于

CFIT 项目的分析 

滕  珺 陈  柳 
比较教育

研究 

2017 年 09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36 
民族国家、全球化与比较教育

学：问题、冲突与挑战 
王英杰 

比较教育

研究 

2017 年 12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37 
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守正与

创新 
王英杰 

探索与争

鸣 

2017 年 08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38 

21 世纪以来美国英才教育的发

展与趋势——基于对 NCLB 以及

ESSA 的分析 

肖  甦 韩云霞 
外国教育

研究 

2017 年 06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39 
以人文促教化：我国传统儒学

课程考辨 
杨明全 

课程.教

材.教法 

2017 年 06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40 
比较教育研究的文化范式及其

实践意义 
杨明全 教育研究 

2017 年 01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41 
比较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回

归问题意识与文化精神 
杨明全 

比较教育

研究 

2017 年 03

期 

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

究院 

42 教育史有什么用? 陈露茜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 

2017 年 01

期  

教育历史

与文化研

究院 

43 
近年来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进

展 
陈露茜 张斌贤 石佳丽 

高等教育

研究 

2017 年 08

期 

教育历史

与文化研

究院 

44 学校演进的逻辑及发展趋势 郭法奇 郑  坚 吴  婵 教育研究 
2017 年 02

期 

教育历史

与文化研

究院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8&CurRec=2&recid=&FileName=BJJY201703014&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pr=&URLID=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8&CurRec=2&recid=&FileName=BJJY201703014&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pr=&URLID=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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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BJJY&UnitCode=&NaviLink=%e6%af%94%e8%be%83%e6%95%99%e8%82%b2%e7%a0%94%e7%a9%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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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艰难的历程：弗吉尼亚大学的

建校史(1803～1819) 
李子江 姜玉杰 

大学教育

科学 

2017 年 06

期 

教育历史

与文化研

究院 

46 
美国实践自由教育的新理论与

新模式 
刘  敏 章  欢 王  晨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 

2017 年 06

期 

教育历史

与文化研

究院 

47 教师荣誉制度的历史渊源 施克灿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4

期 

教育历史

与文化研

究院 

48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教育

发展路径的探索——以中国社

会教育社为中心的考察 

施克灿 李  媛 教育学报 
2017 年 04

期 

教育历史

与文化研

究院 

49 
日伪政权统治下北京师范大学

的奴化教育论析 
孙邦华 

北京社会

科学 

2017 年 08

期 

教育历史

与文化研

究院 

50 

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经

费管理——以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UCLA)为例 

孙  益 张婷姝 高教探索 
2017 年 09

期 

教育历史

与文化研

究院 

51 
结构、义理与修辞——柏拉图

《理想国》教育理解引论 
王  晨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 

2017 年 01

期  

教育历史

与文化研

究院 

52 
为什么说“人性本善”——刘

咸炘对传统性善论的现代总结 
于述胜 周卫勇 教育学报 

2017 年 03

期  

教育历史

与文化研

究院 

53 

追寻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原

初形态及其发展轨迹——评

《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英

美基础教育政策演进研究》 

张斌贤 教育学报 
2017 年 02

期 

教育历史

与文化研

究院 

54 

从“体系时代”转向“问题时

代”：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振

兴的路径 

张斌贤 

云南师范

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

版) 

2017 年 06

期 

教育历史

与文化研

究院 

55 
社会运动与 19 世纪末、20 世

纪前期美国公共教育变革 
张斌贤 高  玲 钱晓菲 教育研究 

2017 年 02

期 

教育历史

与文化研

究院 

56 
职前教师 TPCLK 调查与多元化

培养策略 

 董  艳 陈丽竹 胡秋萍 

王宏丽 

现代远程

教育研究 

2017 年 04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57 
国内开放教育资源平台建设的

现状与发展 

 董  艳 杜  国 徐  唱 

郑娅峰 胡秋萍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1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58 
联通主义视域下成人在线自主

学习导学策略研究 
 刘智明 武法提 

电化教育

研究 

2017 年 1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3&CurRec=1&recid=&FileName=GJTA201709013&DbName=CJFDTEMP&DbCode=CJFQ&yx=&pr=&URLID=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3&CurRec=1&recid=&FileName=GJTA201709013&DbName=CJFDTEMP&DbCode=CJFQ&yx=&pr=&URLID=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3&CurRec=1&recid=&FileName=GJTA201709013&DbName=CJFDTEMP&DbCode=CJFQ&yx=&pr=&URLID=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7%8e%8b%e6%99%a8&code=0636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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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基于教育数据的学习分析工具

的功能探究 
 牟智佳 武法提 

现代教育

技术 

2017 年 1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60 
学术共同体建设与学术期刊的

发展 
 余胜泉 

中国远程

教育 

2017 年 10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61 
基于学习元的双螺旋深度学习

模型 
 余胜泉 段金菊 崔京菁 

现代远程

教育研究 

2017 年 06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62 
基于眼动的刺激回忆法对认知

分层的影响研究 

翟雪松 董  艳 胡秋萍 

吴  笑 

电化教育

研究 

2017 年 12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63 弹幕视频中的学习交互分析  张婧婧 杨业宏 安  欣 
中国远程

教育 

2017 年 1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64 
中国 MOOCs 建设与发展研究：

现状与反思 
 赵  宏 郑勤华 陈  丽 

中国远程

教育 

2017 年 1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65 
知识逻辑结构图的绘制及在复

习课中的应用 
 周  颖 马  超 李葆萍 

电化教育

研究 

2018 年 0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66 
增强现实(AR)在教学中的应用

案例评述 

蔡  苏 张  晗 薛晓茹  

王  涛 王沛文 张  泽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3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67 
“互联网+”环境中学术期刊的

改革路径 
陈  丽 

中国远程

教育 

2017 年 08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68 
“互联网+时代”教育技术学的

学科定位与人才培养方向反思 
陈  丽 王志军 郑勤华 

电化教育

研究 

2017 年 10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69 
中国 MOOCs 的回归与高等学校

教学服务模式变革方向 

陈  丽 王怀波 孙洪涛  

刘春萱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8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70 
“互联网+”时代我国基础教育

信息化的新趋势和新方向 

陈  丽 李  波 郭玉娟 

彭  棣 

电化教育

研究 

2017 年 15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71 
“互联网+”时代中国开放大学

的机遇与挑战 
陈  丽 郑勤华 林世员 

开放教育

研究 

2017 年 0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72 

个性化教育公共服务模式的新

探索——“双师服务”实施路

径探究 

陈  玲 余胜泉 杨  丹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7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73 
家校合作的微信支持模式及家

长认同度研究 
董  艳 王  飞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2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74 
开放大学教师专业发展需求模

型——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冯晓英 冯立国 于  晶 

开放教育

研究 

2017 年 02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75 

国际远程教育领域内容分析法

应用图景——基于国际远程教

育核心期刊的质性元分析 

冯晓英 解晶晶 刘  月 
现代远程

教育研究 

2017 年 0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76 
从创新实践到人格培养——创

客教育目标发展综述 
傅  骞 

电化教育

研究 

2017 年 06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77 

《2017 新媒体联盟中国高等教

育技术展望：地平线项目区域

报告》解读与启示 

高  媛 黄荣怀 
电化教育

研究 

2017 年 04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78 
智慧学习环境中的认知负荷问

题 

高  媛 黄真真 李冀红  

黄荣怀 

开放教育

研究 

2017 年 0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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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新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重要趋

势：利用交互界面与交互空间

支持学习——对美国《教育传

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四版)

的学习与思考之五 

何克抗 
开放教育

研究 

2017 年 04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80 
如何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

的“深度融合” 
何克抗 教育研究 

2017 年 10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81 

灵活学习环境与学习能力发展

——对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

研究手册》(第四版)的学习与

思考之二 

何克抗 
开放教育

研究 

2017 年 0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82 

教学支架的含义、类型、设计

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美国

《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

四版)》让我们深受启发的亮点

之一 

何克抗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4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83 

教学代理与自适应学习技术的

新发展——对美国《教育传播

与技术研究手册(第四版)》的

学习与思考之六 

何克抗 
开放教育

研究 

2017 年 05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84 

基于建模的全新教学方式及其

重要意义与作用——对美国

《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

四版)》的学习与思考之四 

何克抗 
开放教育

研究 

2017 年 03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85 

关于形成性评估与隐形性评估

——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研

究手册(第四版)》让我们深受

启发的亮点之三 

何克抗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6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86 

对反馈内涵的深层认知和有效

反馈的规划设计——美国《教

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四

版)》让我们深受启发的亮点之

二 

何克抗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5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87 

促进个性化学习的理论、技术

与方法——对美国《教育传播

与技术研究手册(第四版)》的

学习与思考之三 

何克抗 
开放教育

研究 

2017 年 02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88 

创立中国特色创客教育体系—

—实现“双创”目标的根本途

径 

何克抗 
中国教育

学刊 

2017 年 02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89 

Web 2.0 应用的理论基础及多

样化实践——《教育传播与技

术研究手册(第四版)》对信息

化教学的启示 

何克抗 
现代远程

教育研究 

2017 年 0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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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

四版)》：主要缺陷与不足——

对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

手册》(第四版)的学习与思考

之七 

何克抗 
开放教育

研究 

2017 年 06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91 
面向新一代学习者的教育教学

创新路径探究 
黄荣怀 杜  静 

中国教育

学刊 

2017 年 09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92 
互联网促进教育变革的基本格

局 

黄荣怀 刘德建 刘晓琳 

徐晶晶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93 教育机器人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黄荣怀 刘德建 徐晶晶 

陈年兴 樊  磊 曾海军 

现代教育

技术 

2017 年 0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94 

连接正式与非正式学习的 STEM

教育——第四届 STEM 国际教育

大会述评 

江丰光 
电化教育

研究 

2017 年 02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95 
国内外 STEM 教育评估设计的内

容分析 
江丰光 蔡瑞衡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6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96 
不同学习空间密度的座位排列

设计对学生主动学习的影响 
江丰光 陈  慧 

现代教育

技术 

2017 年 1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97 
STEM 教师教学反思日志分析研

究 
江丰光 吕倩如 

开放教育

研究 

2017 年 03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98 
创客教育教师接受度影响因素

实证分析 

江丰光 田  浩 李心怡 

任杉杉 张丽峰 

现代远程

教育研究 

2017 年 06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99 
未来教室环境中学生核心技能

评估研究 
李葆萍 陈  晨 万海鹏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7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00 

自带设备环境中的学习行为与

学习效果研究——以“程序设

计”课程为例 

李葆萍 淮瑞英 
现代教育

技术 

2017 年 07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01 

“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变革—

—2017 年第 21 届全球华人计

算机教育应用大会综述 

李葆萍 余胜泉 孙璐璐 

张丽峰 张秋杰 

现代教育

技术 

2017 年 1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02 
问“乔布斯之问”：以什么衡

量教育信息化作用 
李  芒 孔维宏 李子运 

现代远程

教育研究 

2017 年 03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03 
论高校教师十大互联网思维方

式 
李  芒 李子运 

电化教育

研究 

2017 年 08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04 
交互式媒体教学应用策略的发

展研究 
李  芒 乔  侨 李  营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5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05 
国内外交互式媒体教学应用的

比较研究 
李  芒 乔  侨 李  营 

电化教育

研究 

2017 年 04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06 
“互联网+”时代高校卓越教师

的核心特征 

李  芒 郑春萍 李子运 

唐  轶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07 
“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的教

学新理念 
李  芒 周溪亭 李子运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2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08 
教师效能感对教师 TOPLC 行为

投入的影响作用研究 
李  爽 张艳霞 喻  忱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3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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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基于行为序列分析对在线学习

参与模式的探索 

李  爽 钟  瑶 喻  忱 

程  罡 魏顺平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3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10 

中学生网络学习活动设计流程

及分析框架的研究——基于

“视像中国”的初中生网络课

程实践 

李玉顺 杨  莹 吴美琴 

陈圣日 许  波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5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11 
人际交往领域教育目标——教

育目标分类理论的新发展 

刘美凤 李  璐 刘  希 

吕巾娇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12 
教育游戏评价指标的设计与开

发 

刘文辉 王艺亭 赵  敏 

胡贺宁 江丰光 

开放教育

研究 

2017 年 02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13 
以协同知识建构为核心的教师

混合式研训模型研究 
马  宁 吴焕庆 崔京菁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3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14 
教学设计方案与实施过程一致

性的实证研究 

田  爽 郑兰琴 杨开城 

许  易 

电化教育

研究 

2017 年 03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15 
远程学习中学习资源的交互性

分析 

王志军 陈  丽 陈  敏 

李彤彤 

中国远程

教育 

2017 年 02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16 
基于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

的学习活动设计 
王志军 赵  宏 陈  丽 

中国远程

教育 

2017 年 04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17 

中国高等教育技术未来五年的

发展分析——《2017 新媒体联

盟中国高等教育技术展望：地

平线项目区域报告》解读 

魏雪峰 高  媛 黄荣怀 
现代教育

技术 

2017 年 05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18 
远程教学目标的差异化设计方

法与可行性验证 
武法提 李彤彤 

现代远程

教育研究 

2017 年 05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19 
理科教师对探究教学适应性评

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谢绍平 刘美凤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20 
教学过程机制图：一种理解教

学的重要中介 
杨开城 何文涛 张慧慧 

电化教育

研究 

2017 年 0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21 
在线教育众筹的技术机制与学

习神经元 

杨开城 李通德 惠治儒 

田  浩 

现代远程

教育研究 

2017 年 0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22 
基于大数据的区域教育质量分

析与改进研究 
余胜泉  李晓庆 

电化教育

研究 

2017 年 07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23 
“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供给转

型与变革 
余胜泉 汪晓凤 

开放教育

研究 

2017 年 01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24 

形塑学习(Solid Learning)教

学环境下大学生创新能力影响

机制研究 

翟雪松 董  艳 詹巧巧 
远程教育

杂志 

2017 年 03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25 

多学科视域下教育密集型研究

的机遇与挑战——基于美国

《数据密集型教育研究》的解

读 

张婧婧 封  晨 
复旦教育

论坛 

2017 年 05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26 
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在开放大

学转型创新发展中的作用 
张伟远 

中国远程

教育 

2017 年 09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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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国际视野中开放大学的最新发

展和关注热点 
张伟远 谢青松 王晓霞 

远程教育

杂志 

2017 年 04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28 
东盟终身教育资历参照框架和

质量保证系统的构建及启示 
张伟远 谢青松 王晓霞 

现代远程

教育研究 

2017 年 05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29 资历框架的级别和标准研究 张伟远 谢青松 
开放教育

研究 

2017 年 02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30 中国 MOOCs 学习评价调查研究 
赵  宏 张亨国 郑勤华  

陈  丽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9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31 中国 MOOCs 学习支持状况调查 
赵  宏 孙洪涛 郑勤华 

张馨邈 陈  丽 

现代远距

离教育 

2017 年 15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32 
调节性学习的发展：模型、支

持工具及培养策略 
郑兰琴 李  欣 

现代远程

教育研究 

2017 年 02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33 
网络学习空间中同伴互助焦点

和手段的研究 

郑兰琴 李  欣 黄荣怀 

陈凤英 

中国电化

教育 

2017 年 03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34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分析模

型及可视化研究 
郑娅峰 徐  唱 李艳燕 

电化教育

研究 

2017 年 04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35 
混合学习模式下学习者主体意

识发展研究 
衷克定 岳超群 

现代远程

教育研究 

2017 年 06

期 

教育技术

学院 

136 
提升学校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鲍传友 

教育发展

研究 

2017 年 20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37 
农村薄弱学校的信心缺失与信

任重建 
鲍传友 

中国教育

学刊 

2017 年 03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38 
中小学教师教学专长的构成成

分与领域特征研究 
蔡永红 孟静怡 龚  婧 

教育研究

与实验 

2017 年 05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39 

中小学校长道德领导对教师工

作投入的影响研究：工作价值

观的调节作用 

楚红丽 方晓乐 教育学报 
2017 年 06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40 
西部农村处境不利儿童的就读

经验现状及政策建议 
毛亚庆 王树涛 教育学报 

2017 年 03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41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如何理

解？怎样行动？ 
苏君阳 

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

学报 

2017 年 03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42 肥胖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唐建丽 姚计海 
学前教育

研究 

2017 年 09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43 

父母数学价值观对青少年数学

学习影响的跨文化研究——以

韩国、德国和中国香港

PISA2012 数据为例 

滕  媛 程凤春 教育研究 
2017 年 05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44 
西方价值观教育评价的研究范

式与研究方法 
王  熙 教育学报 

2017 年 04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45 

价值观教育与社会阶层问题研

究——基于文化社会学的理论

探讨 

王  熙 

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

学报 

2017 年 02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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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教师视域中的“学校活力”--

基于教师访谈资料的文本分析 
王  熙 王怀秀 教育学报 

2017 年 01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47 

21 世纪西方道德教育、品格教

育和价值观教育研究的领域之

辨——基于 2001-2016 年文献

的共被引分析 

王  熙 王怀秀 高  洁 
全球教育

展望 

2017 年 08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48 

西部农村小学生友谊关系对社

会情感能力的影响：班级社会

网络密度的调节作用 

杨传利 毛亚庆 刘  婕 
中国特殊

教育 

2017 年 01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49 

东西部农村地区小学生社会情

感能力差异研究——教师与家

长教育行为的中介效应 

杨传利 毛亚庆 张  森 

西南大学

学报(社

会科学

版) 

2017 年 04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50 
教育实证研究方法的范式问题

与反思 
姚计海 

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

(教育科

学版) 

2017 年 03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51 
“文献法”是研究方法吗——

兼谈研究整合法 
姚计海 

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

学报 

2017 年 07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52 

第三方教育评估权威性和专业

性的来源及其形成——来自

美、英、法、日四国的经验 

余  凯 杨  烁 
中国教育

学刊 

2017 年 04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53 
西方文化分类逻辑对中国学校

文化研究的启示 
张东娇 

比较教育

研究 

2017 年 08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54 

看见与听见：学校文化的意会

与言传——兼论波兰尼的默会

知识观及其启示 

张东娇 教育研究 
2017 年 09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55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现

况、问题与理路选择 
张新平 张  冉 

教育发展

研究 

2017 年 18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56 

中国四省(市)15 岁在校生科学

素养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基

于 PISA2015 数据的分析 

赵德成 郭亚歌 焦丽亚 教育研究 
2017 年 06

期 

教育管理

学院 

157 
对“互联网+”时代下数字化学

习的审视与思考 
曾  琦 秦怡萌 

课程.教

材.教法 

2017 年 05

期 

课程与教

学研究院 

158 

我国幼儿园科学教育内容的问

题与改进——基于对美国《下

一代科学教育标准》借鉴的思

考 

高潇怡 
教育研究

与实验 

2017 年 01

期  

课程与教

学研究院 

159 
“教与学永远统一”再认识—

—教学认识论的视角 
郭  华 

四川师范

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2017 年 01

期  

课程与教

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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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发展观及

其教学变革 
胡定荣 

课程.教

材.教法 

2017 年 10

期 

课程与教

学研究院 

161 
高中课程自主发展的体制机制

分析 
胡定荣 教育研究 

2017 年 05

期  

课程与教

学研究院 

162 
简议教学伦理研究中的学生主

体问题 
王本陆 教育学报 

2017 年 05

期 

课程与教

学研究院 

163 
中国当代小学绘本教学的创新

与思考 
姚  颖 

课程.教

材.教法 

2017 年 10

期 

课程与教

学研究院 

164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

在数学学科中的应用 
张春莉 马晓丹 

课程.教

材.教法 

2017 年 01

期  

课程与教

学研究院 

165 
论“实践-引导-反思”取向的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路径 
 石君齐 叶菊艳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6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66 
中国教育脱贫的政策设计与制

度创新 
 薛二勇 周秀平 教育研究 

2017 年 12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67 
中国教育脱贫的政策设计与制

度创新 
 薛二勇 周秀平 教育研究 

2017 年 12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68 助力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周海涛 景安磊 刘永林 教育研究 
2017 年 12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69 
晚清我国中小学教师的教学研

究机构及其活动 
胡  艳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3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70 
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

四维向度 
景安磊  周海涛 

高等教育

研究 

2017 年 08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71 
新阶段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

展评估研究 
李  玲 黄  宸 薛二勇 教育研究 

2017 年 03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72 
教师韧性的核心特征：对小学

教师质性研究的发现 
李  琼 吴丹丹 张媛媛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4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73 
何以坚守：乡村小学教师韧性

特征研究 
李  琼 曾  丽 教育学报 

2017 年 01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74 
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政

策研究 
刘爱玲 薛二勇 

北京师范

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2017 年 03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75 

全科教师本土化定向培养——

乡村小学教师补充的现实路径

探析 

庞丽娟 金志峰 吕  武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6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76 
新时期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

研究 
庞丽娟 金志峰 杨小敏 

中国行政

管理 

2017 年 05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77 
教师作为学习者：教师学习研

究的进展与趋势 
桑国元 

首都师范

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2017 年 01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78 
澳大利亚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21 世纪初的挑战与变革 

桑国元 王文娟 约翰·拉

夫兰 

比较教育

研究 

2017 年 02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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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论教师培训的需求评价要素：

模型建构 
宋  萑 朱旭东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1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80 
学校里的“陌生人”：交流轮

岗教师身份建构的类型学分析 
王夫艳 叶菊艳 孙丽娜 教育学报 

2017 年 05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81 
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和发展的政

策分析 
薛二勇 

中国高教

研究 

2017 年 02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82 
习近平教育思想：中国教育改

革的旗帜与方向 
薛二勇 刘爱玲 

中国教育

学刊 

2017 年 05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83 

教育督导的制度创新与实施路

径——山东省潍坊市教育政策

执行过程研究 

薛二勇 徐友礼 
中国教育

学刊 

2017 年 04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84 
“15 年免费教育”的地方性实

践探索与理性研判 
杨小敏 

中国教育

学刊 

2017 年 04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85 

我国师范学院的机构转型与教

师培养——对三所师范学院的

个案考察 

赵  萍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1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86 

从对经验的理性反思到基于核

心品质的反思——评科萨根反

思观的转变 

周  钧 张正慈 
比较教育

研究 

2017 年 11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87 

在职场中生长教师的生命自觉

——兼及陶行知“以教人者教

己”的思想与实践 

朱小蔓 王  平 

南京师大

学报(社

会科学

版) 

2017 年 03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88 

情感教育视阈下的“情感-交

往”型课堂：一种着眼于全局

的新人文主义探索 

朱小蔓 王  平 
全球教育

展望 

2017 年 01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89 
民族-国家共同语教育政策与实

施：历史、现状和经验 
朱旭东 

比较教育

研究 

2017 年 01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90 论教师的全专业属性 朱旭东 
教育发展

研究 

2017 年 10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91 基于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界定 朱旭东 
教育发展

研究 

2017 年 04

期 

教师教育

研究所 

192 
北京市“十二五”教育经费投

入回顾与分析 
成  刚 徐文俊 教育学报 

2017 年 01

期  

教育经济

研究所 

193 
民族地区教育资源配置规模与

结构研究 
成  刚 袁  梨 清周涛 民族研究 

2017 年 06

期 

教育经济

研究所 

194 
高等学校资源配置的逻辑与内

涵发展 
杜育红 袁玉芝 

教育与经

济 

2017 年 03

期  

教育经济

研究所 

195 
农业户籍对成人基本技能的经

济回报率有影响吗？ 
胡咏梅 张平平 方晨晨 

教育与经

济 

2017 年 06

期 

教育经济

研究所 

196 
不同文化背景下师生关系对中

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差异——
李佳丽 胡咏梅 

河南社会

科学 

2017 年 08

期 

教育经济

研究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c%b1%e6%97%ad%e4%b8%9c&code=0637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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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ISA2012 中国上海和美国

学生数据的经验研究 

197 

教育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机制研究——来自 2011 年

CLHLS 的证据 

叶晓梅 梁文艳 
教育与经

济 

2017 年 03

期 

教育经济

研究所 

198 

国际学前教育教师研究中的热

点与前沿进展——基于 2005-

2015 年 SSCI 数据库文献共被

引网络图谱分析 

冯婉桢 陈凯鑫 
比较教育

研究 

2017 年 05

期  

学前教育

研究所 

199 

区域幼儿园教师队伍配置进展

与优化路径研究——基于北京

市 2010-2015 年的实证分析 

冯婉桢 田彭彭 蒋杭珂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3

期 

学前教育

研究所 

200 
澳大利亚学前保教财政资助体

系改革的动因、进展与特色 
洪秀敏 马  群 

外国教育

研究 

2017 年 01

期 

学前教育

研究所 

201 
“全面二孩”政策与北京市学

前教育资源需求 
洪秀敏 马  群 

北京师范

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2017 年 01

期 

学前教育

研究所 

202 

“全面二孩”背景下学前教育

资源配置的供需变化与挑战--

以北京市为例 

洪秀敏 马  群 教育学报 
2017 年 01

期 

学前教育

研究所 

203 

二孩时代生还是不生？--独生

父母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

因素探析 

洪秀敏 朱文婷 
北京社会

科学 
2017/5/4 

学前教育

研究所 

204 
低生育率时代中日两国父母育

儿压力与社会支持的比较分析 

李敏谊 七木田敦 张  倩 

王路曦 管亚男 

学前教育

研究 

2017 年 03

期  

学前教育

研究所 

205 
幼儿园组织气氛的测量及与教

师教学效能感的关系 
李晓巍 王萍萍 魏晓宇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4

期 

学前教育

研究所 

206 

父亲参与的现状及其与幼儿社

会能力的关系——母亲教养效

能的中介作用 

李晓巍 魏晓宇 

北京师范

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2017 年 05

期 

学前教育

研究所 

207 
父母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

式与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 
李晓巍 杨青青 邹  泓 

心理发展

与教育 

2017 年 04

期 

学前教育

研究所 

208 
流动与城市超常儿童创造力发

展的比较研究 
程  黎 

中国特殊

教育 

2017 年 11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09 
中小学创造性课堂环境评估量

表(教师版)编制和施测 
程  黎 郑  昊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4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10 
社会建构论视阈下残疾污名的

形成及消解 
邓  猛 

中国特殊

教育 

2017 年 10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11 

特殊教育领域循证实践的批判

性反思——以自闭症教育干预

领域为例 

邓  猛 颜廷睿 
中国特殊

教育 

2017 年 04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BJSK&UnitCode=&NaviLink=%e5%8c%97%e4%ba%ac%e7%a4%be%e4%bc%9a%e7%a7%91%e5%ad%a6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BJSK&UnitCode=&NaviLink=%e5%8c%97%e4%ba%ac%e7%a4%be%e4%bc%9a%e7%a7%91%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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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抓住教师这一关键，实施有

效、优质的特殊教育 
顾定倩 

中国特殊

教育 

2017 年 08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13 
川渝地区中学聋生学校阅读环

境调查分析 
江小英 邓  猛 杨赛男 

中国特殊

教育 

2017 年 03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14 

特教教师职业适应现状及与心

理弹性关系的实证研究——基

于 S 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调查 

雷  雳 王  雁 
中国特殊

教育 

2017 年 03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15 

融合环境下自闭症谱系障碍儿

童社会交往同伴介入干预研究

元分析 

连福鑫 王  雁 教育学报 
2017 年 03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16 
美国孤独症干预循证实践研究

报告的解读 
刘艳虹 霍文瑶 胡晓毅 

中国特殊

教育 

2017 年 02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17 
北京市同班就读学生发展质量

研究 

牛爽爽 邓  猛 关文军 

赵勇帅 孙  颖 

中国特殊

教育 

2017 年 05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18 
日本特别支援教育教师资格认

证制度的分析与启示 
谢  燕 傅王倩 肖  非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1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19 
融合教育教师课程执行力的内

涵、结构及发展策略分析 
颜廷睿 侯雨佳 邓  猛 

中国特殊

教育 

2017 年 07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20 

《每个学生都成功法》对美国

特殊教育发展的影响及其对我

国的启示 

岳孝龙 胡晓毅 
中国特殊

教育 

2017 年 04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21 
中国 1～4 年级小学生视知觉发

展研究 

张树东 谢立培 冯  译 

赵  晖 
心理科学 

2017 年 01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22 
高校教师对高等全纳教育的态

度研究 
张悦歆 栗敬姗 钱志亮 教育学报 

2017 年 03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23 
随班就读巡回指导教师制度研

究进展和建议 
张悦歆 王蒙蒙 

中国特殊

教育 

2017 年 11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24 
美国融合教育教师素养构成及

启示 
周  丹 王  雁 

比较教育

研究 

2017 年 03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25 

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融合教育

教师研究热点——基于科学知

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周  丹 王  雁 胡玉君 
中国特殊

教育 

2017 年 12

期 

特殊教育

研究所 

226 
职业教育视角下的专长与校企

合作重构 
和  震 柯梦琳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 

2017 年 04

期 

职业与成

人教育研

究所 

227 
公平正义：教育扶贫的价值追

求 
李兴洲 教育研究 

2017 年 03

期  

职业与成

人教育研

究所 

228 

从生存到可持续发展：终身学

习理念嬗变研究——基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 

李兴洲 耿  悦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 

2017 年 01

期  

职业与成

人教育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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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论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主

要矛盾 
俞启定 

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

学报 

2017 年 08

期 

职业与成

人教育研

究所 

230 

理想目标与现实制约──略论

儒家教育理念与古代传统教育

制度的矛盾 

俞启定 教育学报 
2017 年 04

期 

职业与成

人教育研

究所 

231 

西方职业教育研究的路径与方

向——劳耐尔《职业教育研究

手册》读后 

赵志群 
北京大学

教育评论 

2017 年 02

期 

职业与成

人教育研

究所 

232 

家庭资本、代际传承与教育选

择——以一个乡村教师世家

“考中师”为考察中心 

周慧梅 汪冰冰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6

期 

职业与成

人教育研

究所 

233 
城市典型场域学习环境的发展

特征分析 

庄榕霞 方海光 张  颖 

谢春荣 黄荣怀 

电化教育

研究 

2017 年 02

期 

职业与成

人教育研

究所 

234 
大学生能力模型建构：概念、

坐标与原则 
杜瑞军 周廷勇 周作宇 教育研究 

2017 年 06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35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之考析 方  芳 
中国高等

教育 

2017 年 Z1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36 

政府“为何”和“如何”资助

民办高等教育？——来自美国

的经验与启示 

方  芳 

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

学报 

2017 年 03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37 
普通高校经费收入结构对生均

经费的影响 
方  芳 刘泽云 

高等教育

研究 

2017 年 03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38 
在建设一流学科的进程中着力

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  
方  芳 钟秉林 江苏高教 

2017 年 01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39 
从符号到信念：大学文化建设

的概念框架 
李  奇 

高等教育

研究 

2017 年 06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40 
大学生校园住宿环境满意度的

实证研究 
李湘萍 

复旦教育

论坛 

2017 年 05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41 
中小学绩效工资的实践反差与

理性突围 
乔锦忠 陈  剑 

中国教育

学刊 

2017 年 02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42 
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养成的影响

因素及培养策略研究 
夏欢欢 钟秉林 教育研究 

2017 年 05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43 
中国博士后资助体系 30 年及顶

层设计重构 
姚  云 曹昭乐 

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

(教育科

学版) 

2017 年 02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44 
中国博士后制度 30 年发展与未

来改革 
姚  云 曹昭乐 唐艺卿 教育研究 

2017 年 09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45 民办教育发展步入新阶段 钟秉林 
中国教育

学刊 

2017 年 03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46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推进高校内

涵发展 
钟秉林 

探索与争

鸣 

2017 年 08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7&CurRec=1&recid=&FileName=JSGJ201701004&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pr=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7&CurRec=1&recid=&FileName=JSGJ201701004&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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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创新引领 服务支撑 推进学会

事业再上新台阶——在中国教

育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上

的工作报告 

钟秉林 
中国教育

学刊 

2017 年 08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48 

我国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变迁

与理性选择——基于 40 年高考

招生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钟秉林 王新凤 教育研究 
2017 年 10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49 
通识教育的内涵及其本土化实

践路径探析 
钟秉林 王新凤 

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

学报 

2017 年 05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50 
推进高校综合改革的难点和对

策 
周海涛 

探索与争

鸣 

2017 年 08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51 
清除民办教育参与公平竞争的

阻碍 
周海涛 

中国高等

教育 

2017 年 05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52 
国际私立教育发展动向和我国

民办教育应有作为 
周海涛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 

2017 年 03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53 
民办教育将获得多重正效——

聚焦新《民办教育促进法》 
周海涛 景安磊 

中国教育

学刊 

2017 年 03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54 
民办学校教师人事代理与流动

制度初探 
周海涛 刘永林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4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55 
教育学学术型研究生课程建设

浅析 
周海涛 史少杰 

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 

2017 年 02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56 高水平民办大学人才强校策略 周海涛 张墨涵 

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

学报 

2017 年 02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57 
微观政治：大学治理中的一个

特殊场域 
周作宇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 

2017 年 02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58 
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等教育国

际合作的价值坐标 
周作宇 马佳妮 教育研究 

2017 年 12

期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59 

父母陪伴与儿童自我价值感的

关系：城市与流动儿童的对比

研究 

邓林园 李蓓蕾 靳佩佩 

许  睿 
教育学报 

2017 年 05

期 

教育心理

与学校咨

询研究所 

260 
父母冲突、亲子三角关系与青

少年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 
邓林园 许  睿 方晓义 

北京师范

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2017 年 01

期 

教育心理

与学校咨

询研究所 

261 
教师复原力对触发性转向攻击

行为的影响 
傅  纳 赵敬雯 

教师教育

研究 

2017 年 03

期 

教育心理

与学校咨

询研究所 

262 

初中生班级环境与学业压力的

关系——北京市重点、普通及

打工子弟三类初中校的多群组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李蓓蕾 邓林园 陈珏君 

倪  虹 
教育学报 

2017 年 03

期 

教育心理

与学校咨

询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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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教育戏剧促进学前流动儿童发

展的习式与效果分析 
舒  曾 马利文 

学前教育

研究 

2017 年 02

期 

教育心理

与学校咨

询研究所 

264 
中小学校长课程领导：文化与

实现机制 
鲍东明 教育研究 

2017 年 10

期 
其他 

265 

教育信息化领导力促进教育资

源共享探析——分布式领导的

视角 

吴  娱 
中国远程

教育 

2017 年 04

期 
其他 

表 156 教育学部 2017 年教师在重要媒体发表的部分文章情况（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序 论文名称 作者 报刊名称 时间 所属学术机构 

1 
家庭教育亟待重新定

义 
陈建翔 中国教育报 2017/4/27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 未来学校的一种样态 石中英 中国教育报 2017/8/30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3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石中英 中国教育报 2017/8/15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4 
活力，新时期办学的

核心追求 
石中英 中国教育报 2017/1/11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5 
推进立法完善保证教

育惩戒合法合理 

余雅风 

吴会会 
中国教育报 2017/4/25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6 
普通高中资源配置期

待调整优化 
袁桂林 中国教育报 2017/6/15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7 
语文课本中不能没有

鲁迅 
顾明远 中国教育报 2017/9/20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8 

习近平教育思想指引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

前进方向——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教育

思想(一) 

顾明远 中国教育报 2017/7/26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9 
亟须抑制抢生源的恶

性竞争 
顾明远 中国教育报 2017/1/5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10 

国际交流合作 经济

全球化时代大学的新

使命 

刘宝存 

张  伟 
中国教育报 2017/4/27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11 
法国面临“能力危

机”挑战 
刘  敏 中国教育报 2017/12/1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12 
数据背后的德国课外

辅导班 
孙  进 中国教育报 2017/1/6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13 
德国父母帮助孩子写

作业吗？ 
孙  进 中国教育报 2017/5/12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14 
提升教育自信 贡献

中国智慧 
滕  珺 中国教育报 2017/11/21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15 
教育初心的回归与超

越 
滕  珺 中国教育报 2017/8/14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FJD&sfield=au&skey=%e8%a2%81%e6%a1%82%e6%9e%97&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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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法国这样引导青年思

想方向 
王晓辉 中国教育报 2017/3/10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17 曾被遗忘的教育家 王晓辉 中国教育报 2017/4/20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18 
教育平等：历史演进

及观念变革 
郭法奇 

中国社会科

学报 
2017/3/23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19 中国文化的尊师传统 徐  梓 人民政协报 2017/9/11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20 
让每个人都参与“我

们的节日” 
徐  梓 人民政协报 2017/2/15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21 蒙学与传统文化 徐  梓 人民政协报 2017/2/20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22 
传统家训的发展、类

型与特征 
徐  梓 

中国社会科

学报 
2017/10/30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23 仅有爱是不够的 杜  霞 中国教育报 2017/3/17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24 
无字书怎么讲给孩子

听 
姚  颖 中国教育报 2017/11/13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25 
防治校园欺凌要从家

庭教育抓起 
周逸先 中国教育报 2017/12/20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26 
科学建设网站群 提

升网络安全 

刘  臻 

张  旭 
中国教育报 2017/11/11 教育技术学院 

27 
在义务教育改革与发

展新起点上 
鲍传友 中国教育报 2017/1/11 教育管理学院 

28 
打好转型期名校建设

攻坚战 
楚江亭 中国教育报 2017/5/31 教育管理学院 

29 
以整体构建力推专业

发展 
毛亚庆 中国教育报 2017/1/25 教育管理学院 

30 新的认识 新的实践 毛亚庆 中国教育报 2017/1/4 教育管理学院 

31 
信息化丰富和拓展教

育现代化 
苏君阳 中国教育报 2017/5/13 教育管理学院 

32 
职教协同发展需政策

措施跟进 

薛二勇 

刘爱玲 
中国教育报 2017/12/19 教师教育研究所 

33 
政策创新：教育协同

的关键 

薛二勇 

刘爱玲 
中国教育报 2017/10/26 教师教育研究所 

34 
中职精准扶贫当关注

三类群体 
庞丽娟 人民政协报 2017/3/14 教师教育研究所 

35 
发挥中职在精准脱贫

中的作用 
庞丽娟 人民日报 2017/3/16 教师教育研究所 

36 
教育经费精准使用助

力教育公平 
薛二勇 中国教育报 2017/12/26 教师教育研究所 

37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助力乡村振兴 
薛二勇 人民政协报 2017/11/8 教师教育研究所 

38 
职称评审权放到底 

还须接得住 
杨小敏 光明日报 2017/11/22 教师教育研究所 

39 
幼师不妨化迎评压力

为自律动力 
冯婉桢 中国教育报 2017/4/9 学前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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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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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9%93%e8%be%89&code=06373902;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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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e9%9c%9e&code=0636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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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孩子“没兴趣了”怎

么办 
冯婉桢 中国教育报 2017/10/8 学前教育研究所 

41 幼儿该不该学篮球 
冯婉桢 

陈凯鑫 
中国教育报 2017/6/18 学前教育研究所 

42 
幼儿该不该学英语要

看条件 

冯婉桢 

洪潇楠 
中国教育报 2017/7/23 学前教育研究所 

43 
正确看待幼儿参加竞

技体育活动 

冯婉桢 

武晓月 
中国教育报 2017/8/13 学前教育研究所 

44 

二孩时代：鼓励

“生”更要解决

“育” 

洪秀敏 中国教育报 2017/12/3 学前教育研究所 

45 
二孩来了，学前资源

先“测”后“调” 
洪秀敏 中国教育报 2017/5/14 学前教育研究所 

46 
孩子“闹独立”其实

是好事 

李晓巍 

徐  璐 
中国教育报 2017/1/15 学前教育研究所 

47 
让孩子“好入园 入

好园” 
刘  焱 人民政协报 2017/10/25 学前教育研究所 

48 
缓解入园难未必要将

学前纳入义务教育 

刘  焱 

杨三喜 
中国教育报 2017/3/6 学前教育研究所 

49 
抓住教师这一关键提

供优质特殊教育 
顾定倩 中国教育报 2017/7/29 特殊教育研究所 

50 
孤独症儿童的游戏需

“另眼相待” 
胡晓毅 中国教育报 2017/6/25 特殊教育研究所 

51 
特殊儿童需要“特殊

游戏” 
钱志亮 中国教育报 2017/7/9 特殊教育研究所 

52 
保持中职稳定，生源

即将触底回升 

和  震 

谢良才 
中国教育报 2017/4/25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53 
职教质量保障体系构

建要迈好这几步 
赵志群 中国教育报 2017/3/7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54 
课外辅导机构，仅仅

规范还不够 
钟秉林 中国教育报 2017/3/13 高等教育研究所 

55 

科学认识招生计划管

理 正确看待区域教

育公平 

钟秉林 中国教育报 2017/5/11 高等教育研究所 

56 
互联网教育带来的新

挑战 
钟秉林 人民政协报 2017/7/26 高等教育研究所 

57 
呼吁多举措激发民办

教育新动能 
钟秉林 人民政协报 2017/3/29 高等教育研究所 

58 
STEAM 教育如何本土

化 
钟秉林 人民政协报 2017/4/5 高等教育研究所 

59 
修法配套政策需疏通

堵点、消除痛点 
周海涛 人民政协报 2017/1/11 高等教育研究所 

60 
国际领导力建设是党

建新使命 
周作宇 中国教育报 2017/4/27 高等教育研究所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59&CurRec=4&recid=&FileName=CJYB201703070091&DbName=CCNDLAST2017&DbCode=CCND&yx=&pr=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59&CurRec=4&recid=&FileName=CJYB201703070091&DbName=CCNDLAST2017&DbCode=CCND&yx=&pr=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CND&BaseID=CJYB&UnitCode=&NaviLink=%e4%b8%ad%e5%9b%bd%e6%95%99%e8%82%b2%e6%8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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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

领高等教育国际合作 

周作宇 

马佳妮 
中国教育报 2017/11/9 高等教育研究所 

6.2.4 著作情况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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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余部，其中中文专著 15 部，外文著作 4 部。 

表 157 教育学部 2017 年部分专著情况 

序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 所属机构 

1 中国学校研究 顾明远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2 

A Theory of Creative Thinking-

Construc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Model 

何克抗 Springer 教育技术学院 

3 信息化时代教师的专业发展 马秀麟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教育技术学院 

4 教师教育中的视频教学策略 张志桢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育技术学院 

5 

Knowledge Building and 

Regulation in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郑兰琴 Springer 教育技术学院 

6 扶犁深耕：播撒心灵的种子 阚  维 上海教育出版社 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7 
社会变迁中的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发

展研究 
李  琼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教师教育研究所 

8 21 世纪教师的核心素养 桑国元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教师教育研究所 

9 教师身份构建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叶菊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教师教育研究所 

10 美国教师知识合法化进程研究 赵  萍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教师教育研究所 

11 教师教育思想流派研究 朱旭东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教师教育研究所 

12 教师学习模式研究：中国的经验 朱旭东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教师教育研究所 

13 
Quality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朱旭东 Springer 教师教育研究所 

14 
Evaluating Research Efficiency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胡咏梅 Springer 教育经济研究所 

15 
中小学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

素研究——基于增值性模型的分析 
梁文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教育经济研究所 

16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李敏谊 Springer 学前教育研究所 

17 学龄孤独症儿童教育评估指南 胡晓毅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集团 
特殊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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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追根溯源教语文：文本的背景分析 赵希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 

19 大学生主体性发展 邱化民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其他 

6.2.5 研究报告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学部教师以第一作者共提交并受采纳政策咨询报告 9 份。 
表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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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被动建构”是如何完成

的——香港新高中通识教育现

状调查报告 

檀传宝 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教育基本理论

研究院 

2 
我国干部教育培训课程评估调

研报告 
周海涛 中国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 

教师教育研究

所 

3 
以更大力度激发地方高校办学

活力 
周海涛 国务院研究室 

教师教育研究

所 

4 
地方高校自主办学反映突出的

十个问题 
周海涛 国务院研究室 

教师教育研究

所 

5 
民办教育“新政”落地需打通

最后一公里（下） 
周海涛 国务院研究室 

教师教育研究

所 

6 
民办教育“新政”落地需打通

最后一公里（上） 
周海涛 国务院研究室 

教师教育研究

所 

7 
提高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素质研

究 
和  震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职业与成人教

育研究院 

8 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工作规程 刘  馨 计划生育委家庭发展司 
学前教育研究

所 

9 
创新体制机制 从农民工大国走

向技工大国的建议 
薛二勇 教育部 

教师教育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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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学术动态 

6.3.1 教育部副部长李晓红同志出席我校举办的民办教育改革发展研讨会 

2017 年 1 月 20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中国教

育政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民办教育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重点

研讨新民办教育促进法、“30 条”及配套文件实施中的关键问题，以及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实施

策略及政策建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李晓红院士出席会议并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周作宇教授，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王紫贵、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民办教育管理处处长韩劲红，重

庆市、广东省教育厅主管部门领导，民办教育集团董事长、民办高校校长和相关专家，以及北

京师范大学师生等 5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主持。 

又悉，1 月 20 日上午，还召开了由教育学部周海涛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

大课题攻关项目“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政策实施跟踪与评估研究”开题会，以及周海涛教授、钟

秉林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报告 2015》发布会。 

6.3.2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北京城市副中心教育发展——“‘互联网+’助力通州区教育全
面深化综合改革项目”阶段总结会成功召开 

在北京市教委、通州区教委与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的共同努力下，“‘互

联网+’助力通州区教育全面深化综合改革项目”于 2016 年在通州启动，项目通过互联网整合

全市骨干教师、北京师范大学九大学科团队及教育技术学科的优质资源，运用“教育大数据”

为通州区教育注入“精准教育资源供给”的力量，促进通州教学质量在整体范围内向前大步迈

进，真正实现供给侧改革转型和升级。 

2017 年 3 月 4 日，通州区教委、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在通州区教师研修

中心开展“‘互联网+’助力通州区教育全面深化综合改革项目”阶段总结会。会议由通州区教

委中教科张晓航科长主持，通州区教委王秀东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执行主任余胜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融合应用实验室主任陈玲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王磊教授、郑国民教授、曹一鸣教授等学科专家及学科团队、通州区初中学校校

长、教学副校长、教学主任、学科教师代表等 50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分为总结大会和学科分会场总结会，下午，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 10 个学科专家团队在

分会场进行学科总结和指导。 

6.3.3 “新高考与学校课程教学变革论坛”在珠海举行 

2017 年 3 月 25 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主办、北师大珠海分校协办的新高

考与学校课程教学变革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举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涂清云

教授致欢迎辞。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教授，浙江省教育厅原厅长刘

希平同志，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虞立红副校长，珠海市教育研究中心余宪泽主任，以及来自

全国各地 320 多名代表参加本次论坛。论坛开幕式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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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学部副部长毛亚庆教授主持。 

6.3.4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首发式与《外国教育通史》启动会成功举办 

2017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 点，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首发式与《外国教育通史》启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 352 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庆祝《外国教育思想通史》修订版的出版，充分讨论《外国教育通史》的

撰写计划。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饶涛、北京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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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外国教育史学者吴式颖先生、福建师范大学外国教育史学者李明德先生，以及来自全国各

地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由朱旭东部长主持。  

6.3.5 《学龄孤独症儿童教育评估系统》发布会隆重举行 

2017 年 4 月 25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历时三年的研究成果

《学龄孤独症儿童教育评估系统》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第六会议室隆重举行。发布

会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刘艳虹副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胡晓毅副教授介绍了《学龄孤独症儿童教育评估系统》。出席本次

发布会的嘉宾有：中国大陆高等特殊教育创始人、北京师范大学朴永馨教授，教育部高等特殊

教育师资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特

教系王雁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助理邓猛教授，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研究所易莉研

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康复系主任刘巧云教授，西南大学特殊教育系主任赵斌教授。同时，

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视台、网易新闻、新浪、

现代教育、中青网、法晚等媒体朋友，参与了本次发布会并做了相关报道。 

6.3.6 第 21 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GCCCE2017）中小学教师论坛——暨第
十四届全国“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研究”年会圆满结束 

为了促进先进的教育技术的发展、提升我国基础教育质量，为了推进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

公平，为 K-12 教育各阶段的教育执行者、广大中小学教师搭建交流的平台，第十四届全国“基

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研究”年会暨第 21 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GCCCE2017）

中小学教师论坛于 2017 年 6 月 2 日和 3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  此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

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和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联合主办，“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

合实验室承办，旨在共享新技术在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引领信息化教育的新方向。会议吸引来

自全国 300 余名教育工作者参与，其中包括来自 16 个省市试验区的教师、港澳台的老师、其他

高校学者、同仁及北京师范大学跨越式课题组全体成员。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何

克抗教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装备与信息化处张权处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李雪莲副书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院长武法提教授，北京

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院长郭绍青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董艳教授、吴娟副教授、马宁副教授、傅骞副教授、江丰光副教授等参加了此

次年会。会议主要包含：专题/主题报告；现场课；优秀案例研析；优秀作品评比与表彰；中小

学教师论坛；工作坊六个部分。  

6.3.7 信息时代的教育技术学科创新与发展——暨何克抗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隆重召开 

为推动知识经济背景下教育技术学科的深入发展，加速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进程，总结

何克抗教授的学术思想及研究实践，“信息时代的教育技术学科创新与发展——暨何克抗教授

学术思想研讨会”于 2017 年 6 月 4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和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联合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

精尖创新中心、“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承办，旨在集中讨论知识经济背景下

教育技术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搭建高端交流平台。研讨会吸引了来世界各地

的华人学者、中小学工作者等 400 余人，他们来自 120 多所高校专家，50 多所企事业单位。北

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教授、中央电教馆馆长王珠珠女士、中国

教育技术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丁新先生、教育部高等学校教育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秘书

长杨九民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李克东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祝智庭教授、台湾中央大学陈德怀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黄

荣怀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芒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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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胜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院长武法提教授等出席了此次会议。 

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教授宣布第一届“南

国农信息化教育奖”个人成就奖获得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认为何克抗教授及其团队

体现了对“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自主创新。 

“信息时代的教育技术学科创新与发展——暨何克抗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以何克抗教授

学术思想为主线，回顾了我国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历史，同时展望了未来。相信

大家定会秉持何克抗教授潜心钻研、恒毅自觉的学术精神，坚持深入实践、开放创新，共同促

进教育技术学科的持续发展。 

6.3.8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隆重举办卢乐山先生百年华诞庆典 

2017 年 6 月 10 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成立 65 周年暨卢乐山先生百年华诞庆

典在我校英东学术会堂隆重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冲击、回应与变革：中国特色学前教育

学科建设与事业发展”。 

庆典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常委、民

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主席葛剑平，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全国妇联家庭与儿童工作部

副部长向阳，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徐锡安，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虞永平，中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学前教育联谊会会长李启民，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教授顾明远先生，四川成都市第三幼儿园（原树基幼儿园）园长曾琴出席了庆典。民盟

北师大支部代表，卢乐山先生的亲属、朋友和同事，来自全国兄弟院校的专家学者，来自学前

教育一线的园长和教师代表，来自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学前教育杂志社、北师大出版社、奕

阳教育研究院等媒体参加了庆典。 

6.3.9 我校“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通过验收 

2017 年 6 月 17 日，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委托我校科技处组织专家对依托我校建设的“数字

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进行了验

收，验收会在英东教育楼举行。验收专家组组长由中央电教馆馆长王珠珠教授担任，专家组成

员包括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许骏、北京大学教授贾积有、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徐明伟、中国科

学院软件所研究员张常有、国家开放大学教授张少刚、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顾小清、华中师范大

学教授刘清堂、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王志军等 9 位专家。教育学部副部长余胜泉教授出席会议并

致欢迎词。会议由我校科技处戴杰副处长主持。中心负责人、技术骨干等参加会议。  

验收专家组认为中心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各项建设任务，一致同意中心通过验收，

并对工程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6.3.10 北京师范大学一流教育学科建设方案专家论证会召开 

2017 年 7 月 9 日，北京师范大学一流教育学科建设方案专家论证会在英东楼 352 召开。顾

明远教授担任专家组组长，专家组成员包括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孟繁华教授，教育部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银付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王英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石中英教授，北京师

范大学黄荣怀教授。教育学部班子成员、学科教育教师代表、教育学部各行政办公室负责人等

参加会议。会议由教育学部朱旭东部长主持。 

6.3.11 教育学部召开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科研基金捐赠仪式 

2017 年 10 月 18 日，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捐赠教育学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科研基

金捐赠仪式在英东楼 352 会议室举行。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友权先生、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基金会樊哲副秘书长、教育学部学科建设办公室刘洋主任、区域合作与社会筹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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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以及教育学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胡晓毅副教授、副主任刘艳虹出席了仪式。仪

式由中心主任胡晓毅主持。 

仪式上，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友权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樊

哲共同签署了捐赠协议，由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向教育学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捐赠 50

万元，用于设立研究中心科研基金，主要资助孤独症方向研究生的奖助学金以及支持中心开展

关于学龄孤独症儿童教学环境的创设和教具开发。胡晓毅主任详细介绍了项目的总体情况、主

要内容、资金投向、预期成效以及教育学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的宗旨定位和发展方向。

教育学部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刘洋代表学部向捐赠方表达感谢，希望双方各取所长、共同努力，

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 

6.3.12 【跨学科学术沙龙】陈露茜：语境中的托马斯·杰斐逊 

2017 年 11 月 1 日，教育学部跨学科学术沙龙活动在英东楼 464 教室举行，此次活动邀请

了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陈露茜副教授担任主讲，陈老师与大家分享了主题为语境中的托马

斯·杰斐逊的沙龙。教育学部教育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等专业师生参与了本次讲座。此次活

动由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孙益副教授主持。陈老师缜密的思维与激情洋溢的讲述激发了大家

的热烈讨论，在对历史学家如何想象、如何研究、如何解释历史等热烈的讨论中，此次沙龙完

满结束。 

6.3.13 《中国教育改革开放 40 年丛书》启动会顺利召开 

2017 年 11 月 8 日上午 9 点，《中国教育改革开放 40 年丛书》启动会在英东楼 352 会议室

召开，教育学部朱旭东教授、施克灿教授、王本陆教授、周海涛教授、余雅风教授、曾晓东教

授、和震教授等丛书编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副总编辑饶涛、首席策划编辑郭兴举、策划

编辑陈红艳以及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学部学科办负责老师参加，会议由社科处周晓旭

副处长主持。 

此套丛书分为 12 卷，分别为：学前教育卷、义务教育卷、高中教育卷、高等教育卷、终身

教育卷、教师教育卷、课程与教学卷、政策与法律卷、关键数据与国际比较卷、教育技术卷、职

业教育卷、民办教育卷，计划在 2018 年 8 月出版。 

6.3.14 2017 年全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研讨会隆重召开 

2017 年 11 月 24 日上午，全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此次研讨

会以“教育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为主题，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承办。会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所、杂志社及相关机构的 400 多

位学者及学生代表参加，教育史学科的前辈、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吴式颖先生，中国教育学

会教育史分会名誉理事长、浙江大学资深教授田正平先生，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

北京师范大学长江学者张斌贤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杜成宪

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中国教育学会

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肖朗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宁波大学贺国庆

教授等教育史学界知名学者出席会议。 

6.3.15 第三届“明远教育奖”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2017 年 11 月 24 日下午，第三届”明远教育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师范大学敬文讲堂隆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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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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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余名专家、学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出席本次颁奖典礼。 

本届“明远教育奖”进一步增加了奖励的名额和奖励的力度，经过严格的评审，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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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评选出 5 项优秀研究成果，教育实践类评选出 10 名优秀实践工作者和一个团队，海外贡献奖

评选出 2 名中国教育研究杰出贡献奖得主。 

6.3.16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师范教育分会 2017 年学术年会暨换届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召
开 

为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交流各校在师范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的经验，推动面向实践和未

来的师范教育创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师范教育分会 2017 年学术年会暨换届会议于 12 月 2 日

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召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张大良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师范

教育分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常务副书记任友群

教授，西南大学副校长陈时见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怀兴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夏

立新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办公室王雪涛主任出席会议，来自全国部属师范大学、师范大学、

地方师范学院以及承担教师教育的综合性院校的领导、专家学者八十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

议开幕式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师范教育分会第七届理事会秘书长石中英教授主持，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张大良副会长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师范教育分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校

长董奇教授致辞。 

此次会议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开创中国师范教育新时代”为主题，主要涉及五个议

题，一是新时代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战略；二是新时代我国师范教育体制与机制创新；三是新

时代我国师范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四是新时代我国师范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五是新时

代我国师范教育改革与创新典型案例。  

当天下午，在石中英秘书长的主持下，举行了换届选举。换届选举工作紧张有序，郑重严

肃，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地完成了换届任务。 

6.3.17 2017 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顺利召开 

2017 年 12 月 8 日至 10 日，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主办，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承办的“2017 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在广州大学顺

利举行。来自全国 25 个省市、96 所高校及科研机构从事教育经济理论和教育经济实践改革的

专家学者与研究生 350 余人参加了本次年会。 

本次年会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教育改革发展”为主要议题，共收到有效论文 223 篇，

最终确定 61 位学者做论文发言。2017 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的顺利召开为国内教育经济

学学界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本学科研究人员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深度研究

与学术探讨，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创新提供智力支持与政策建议。 

6.3.18 郭齐家先生教育学术思想研讨会暨《教育立命之道与中华文化复兴》首发式隆重
举行 

2017 年 12 月 17 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承办，《教育史研究》编辑部协办的“郭齐家先生教育学术思想研讨会

暨《教育立命之道与中华文化复兴》首发式”在京师大厦隆重举办。 

出席本次会议的嘉宾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理事长郭戈先

生，人民教育出版社文化教育室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立德研究

员，《求是》杂志社原科教部主任苗作斌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中国教

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长江学者张斌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分党委副书记楚江亭

教授以及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

央民族大学、《光明日报》社、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出版社、报社、研究机构的教师、研究人

员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郭齐家先生的弟子们 60 余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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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9 “一带一路”开放教育学习周圆满结束 

为了积极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于开放教育资源的理念和号召，由北师大智

慧学习研究院（“一带一路”开放教育资源国际联盟）发起了“一带一路”开放教育学习周。活

动持续 5 天（2017 年 12 月 18-22 日），来自全球 14 个国家的 23 名开放教育领域的知名专家

学者、教育机构及企业的主管领导，与听众就“一带一路”开放教育资源的创新性实践、教师和

学生的角色定位、国际合作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在线研讨，吸引了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线上线下参

会者 300 余人。 

“一带一路”开放教育资源国际联盟是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牵头，由致力于开放

教育资源发展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单位自愿结成的一个非营利性的开放性国际社团组

织。联盟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开放教育资源的理念与行动，藉由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与联盟成员形成良好的联动机制。透过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开放教育资源的经验，协

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规划开放教育资源发展方向，依托共创共享资源平台，实现开放教育资源

的国际协同创建与发展。目前，已经有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加入联盟，包括阿拉伯教科文组织（22

国）及来自巴林、印度、马尔代夫、马来西亚、埃及、塞尔维亚、乌克兰、罗马尼亚与希腊等国

家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出版单位。 

6.3.20 人工智能促进科教融合 助力教育改革创新——人工智能与教育发展研讨会暨互
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为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服务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探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教育融合发展路径及示范应用模式，2017 年 12 月 26 日，人工智能与教育发展研讨会暨互联

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中国工程

院院士邬贺铨和来自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国家自然基金委、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移

动、网龙华渔教育、科大讯飞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郝芳华向大会致辞，并为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实验室主任和副主任颁发了聘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高技术司创新能

力处和教育部科技司高新处的相关负责人对实验室建设提出了要求。邬贺铨院士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政策局局长郑永和作了前瞻性报告。实验室主任黄荣怀教授汇报了国家工程实验室的

建设进展与规划。会上还发布了“基础教育大数据应用平台”和《2017 互联网教育服务产业研

究报告》两项重大成果。国家工程实验室技术委员会专家对实验室的发展提出了咨询建议，实

验室建设单位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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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际交流合作与港澳台工作 

7.1 重要来访 

2 月 23 日下午，台湾师范大学张国恩校长率代表团来访。先在校内做了题为“翻转教育”

讲座，后与董奇校长会谈。教育学部积极配合学校安排，组织了 70 余名学生听讲座，很多教师

也自发参加。刘强部长助理参加了董奇校长主持的会谈，此次会谈主要就加强双方合作交换意

见，参加会谈的还有学部黄荣怀教授。 

3 月 16 日，蒙古国驻华教育参赞来访，重点了解蒙古留学生学习情况，学校国际处艾忻副

处长（留学生办公室主任）与参赞进行了会谈，王晨部长助理、汉语文化学院李炜东副院长参

加了会谈，并分别介绍了蒙古学生的学习情况。 

4 月 21 日，团结香港基金来京交流，校党委程建平书记出席了与香港“团结香港基金会访

问团”的会见活动和教育创新座谈会。此活动学校委托学部协助并具体落实，学部朱旭东部长、

余胜泉副部长、张京彬副部长、邓猛部长助理、刘强部长助理、黄荣怀老师、李琼老师、阚维老

师等参加了会议。 

5 月 15 日，东盟副秘书长穆赫坦博士率团访问我校。董奇校长、周作宇副校长会见了来宾，

学部朱旭东部长参加了会见。董奇校长介绍了我校发展现状、办学特色和学科优势，表示将加

强我校与东盟各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希望今后在合作研究、教师

交流、学生交流等领域继续得到东盟秘书处的关注与支持。穆赫坦博士表示希望在中国“一带

一路”搭建的平台上，寻找更多合作契机，达到共赢。东盟秘书处将继续支持北师大与东盟各

国的学术交流和合作项目，实现共同发展。 

5 月 16 日，周作宇副校长会见了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副校长 Alister Jones 教授一行。教育

学部、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等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见。周作宇副校长向来

宾介绍了我校“双一流”建设及珠海分校转型升级等情况。Alister Jones表示希望拓宽两校合

作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双方就促进学生交流、教师培训、汉语教学、共建实验室、开展合作研

究等进行深入探讨，同意继续深化两校双边和多边的合作与交流。 

5 月 19 日上午，台湾清华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李安明教授带领台湾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六位院

/系主任访问教育学部。教育学部朱旭东部长、刘强部长助理及教育技术学院江丰光副教授、课

程与教学研究院副院长綦春霞教授、教师教育研究所所长李琼教授、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

所副所长傅纳副教授及学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相关同志参加会见。朱旭东部长与李安明院

长分别代表教育学部与台湾清华大学教育学院签署合作意向书。会见结束后，台湾清华大学教

育学院代表团还受邀参观了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 

6 月 27 日，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执行主席博文理（Paul Bell）、中方院长许小颖

（我校文学院派出的教师）来访，学校孔子学院处肖铠处长、学部刘强部长助理、教师教育研究

所袁丽副所长等与来宾进行了会谈，双方就为学部语文教育专业方向教育硕士提供实践项目进

行了讨论，双方一致表示对此项目的支持，并决定逐步推进，保证 2019 年实施。 

7 月 10 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Evans 来访情况，澳方表示希望共同开展为期

一天的学术沙龙，并愿意每年提供一个赴澳攻读博士的全额奖学金名额。 

8 月 22 日，美国休斯敦大学副校长一行来我校进行工作会议并签署了项目协议。会上，双

方校领导充分肯定了两校教育学院为开展此项目所做的巨大努力和大量工作，对该项目的开展

均表示了充分的信心。双方也表示作为北师大第一个正式签署合作办学协议的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此次协议签署只是成功的开端，是一个阶段性成果。 

9 月 14 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研究院院长来访。双方就合作备忘录签署事宜进

行了座谈，充分交流与探讨了合作方式等细节，并签署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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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台湾中正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蔡清田教授来访，朱旭东部长、邓猛部长助理等出

席了会议。双方就在共同关切的学术领域推动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科研与学生、教师的互动

交流，推动共同研究计划，联合举办学术交流会议，通过多种方式切实促进两岸教育学领域的

学术交流等方面进行了洽谈。会上，双方签订了框架性合作协议。27 日蔡清田院长还做了“核

心素养的课程改革”的讲座。 

9 月 27-30 日，新西兰怀卡托大学 Peters教授（Educational Theory and Philosophy 专

刊主编）和夫人新西兰怀卡托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Tina 教授访问学部，就专刊的稿件与学部教

师座谈。王晨、阚维、王熙、李敏谊、周秀平（代表薛二勇）、张悦歆 6 位老师携稿件参加了座

谈，刘强、向蓓莉和 Yochim 三位老师通过邮件方式与 Peters 教授进行了讨论。根据 Peters教

授的建议，学部将组织对教师的投稿进行评审，并提交该刊物发表。Peters 夫妇还就教师教育

大百科的合作事宜与教师教育研究所李琼所长进行了会谈。 

11 月 16 日上午，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代表团一行 5 人在校长 Coaldrake 教授的率领

下访问学校，代表团首先访问了高精尖中心，卢宇博士代表高精尖中心接待了代表团并介绍了

高精尖中心的情况，武海涛主任简单介绍了学部概况和与昆士兰理工大学深厚的交流与合作关

系，蔡苏副教授介绍了 STEM 教育方面两校的合作和成果。之后董奇校长、周作宇副校长会见了

代表团，邓猛部长助理代表学部参加了会见，双方已就学部与该校教育学院之间开展学术型博

士双学位项目进行了磋商，争取在学校代表团访澳期间由双方校领导签署意向性协议。 

11 月 24 日下午，德国伍珀塔尔大学代表团来访，成员有国际处处长 Andrea Bieck、国际

处项目官员 Nina Schleser、教育学院对中国项目协调人 Johannes Backhaus 教授和职教系

Sylvia Rahn教授，邓猛部长助理会见了来宾，双方回顾了 2011 年职教系之间签署协议后的进

展，希望能够在双方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合作的基础上，在学生实习、短期交流等方面扩大合作。 

12 月 15 日，台湾暨南国际大学教育学院杨洲松院长和咨商心理与人力资源发展学系主任

张玉茹教授来访，朱旭东部长会见了来宾，武法提院长、高潇怡教授和马利文副教授代表教育

技术学院、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分别介绍了 3 个学术机构的情况，

双方对开展学生交流项目和在教育技术、教育心理辅导、中小学学科教师培养等方面的合作表

示了积极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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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重要出访 

7.2.1 教育学部师生参加美国 2017 年 AERA 年会并成功举办招待会 

201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1 日期间，教育学部代表团赴美国圣安东尼奥参加了美国教育研

究协会（AERA）2017 年年会，并在会议期间，成功举办招待会。本届年会的主题为“从知识到

行动：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承诺”，会议下设 2562 个报告组，参会人数近 20000 人。教育学部

有 7 位教师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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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与会人员的积极回应和好评。在 AERA 会议期

间，学部联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于 4 月 28 日晚在 Henry B. Gonzalez 会议中心成功举办了招待

会，据不完全统计，有近 300 位各国来宾参加了招待会，是历年来参会人员规模最多的一次。

大会期间，朱旭东部长还会见了 12 批高校教育学院的同行，就开展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广泛的会

谈。 

 
图 129 招待会结束后，学部代表团与香港大学代表团合影 

7.2.2 朱旭东部长率团赴南非参加 INEI 年会 

11 月 11 日至 17 日，国际教育学院网络（INEI）院长年会及学术会议在南非开普敦大学举

办，会议主题是“在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教育学院的责任与使命”。朱旭东部长率领学部代表团

参会，代表团成员有高教所洪成文教授、姚云教授和杜瑞军副教授。INEI成员韩国首尔国立大

学教育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巴西圣保罗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南非开普敦大学教育学院等 8 所大学教

育学院的院长带队参加了本次会议。 

期间，朱旭东部长参加了院长会议，做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

的报告，向 INEI 介绍了教育学部（FOE-BNU）的发展定位以及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并

就 INEI组织发展、准备签署下一期协议和联盟秘书处下一个承办单位进行了讨论。学部代表团

汇报了 2017 年学部举办的国际暑期学校情况和 2018 年国际暑期学校筹备情况。高教所的老师

们参与了学术会议部分做了学术报告。 

 

图 130 INEI 成员单位院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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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教师出境访学 

表 159 教师出境访学 

序 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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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天数 

1 赵  宏 英国 
合作研究 

（访问学者） 
国家公派 英国开放大学 2017-09-01 364 

2 向蓓莉 丹麦 教师（工作） 国家公派 奥尔堡大学 2017-10-07 729 

3 余清臣 美国 
合作研究 

（访问学者） 
国家公派 

印第安纳大学布

鲁明顿分校 
2017-09-10 364 

4 李子江 美国 
合作研究 

（访问学者） 
国家公派 西东大学 2017-09-05 176 

5 袁  丽 加拿大 
合作研究 

（访问学者） 
国家公派 

英属哥伦比亚大

学 
2017-12-31 359 

6 冯婉桢 美国 
合作研究 

（访问学者） 
国家公派 

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 
2017-09-01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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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在京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情况 

2017 年，教育学部举办了 8 次高水平的国际会议，也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总参会国内外人

员近 1000 人次，境外参会人员 100 多人次。学部在国际会议的主导作用显著增强，首先自主品

牌国际会议影响力不断扩大，学部 2017 年举办了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和第三届全球教师教

育峰会，在国际学术界形成影响。 

表 160 2017 年教育学部举办自主品牌国际会议情况 

序 中文会名 英文会名 会议时间 中方人数 外方人数 

1 
第六届世界 

比较教育论坛 

The Sixth Worldwide Forum  

for Comparative Education 

9 月 23 日 

-24 日 
212 33 

2 
第三届教师 

教育峰会 

The 3rd Global  

Teacher Education Summit 

10 月 13 日-

16 日 
551 45 

其次，合作国际会议影响力逐渐提高，我们有一批高层次伙伴固定合作举办高水平国际学

术会议，包括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悉尼大学教育学院、多伦多大学教育

学院、新加坡国立教育研究院、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院、韩国高丽大学，日本早稻

田大学等。2017 年，学部举办了第六届北京师范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教育国际研讨

会和第 21 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表 161 2017 年教育学部举办合作国际会议情况 

序 中文会名 英文会名 会议时间 中方人数 外方人数 

1 

第六届北京师范大学-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

学院教育国际研讨会  

BNU-UCL IOE 

International Confer-

ence in Education 

5 月 12 日

-13 日 
 108 28 

2 
第 21 届全球华人计算

机教育应用大会 
GCCCE2017 

6 月 3 日-

6 日 
293 24 

再次，区域国际会议影响力显著增强，2017 年，学部举办中日韩“异己”共生对话课程研

讨会、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教育史研究论坛以及第七届中日教师教育研讨会。 

表 162 2017 年教育学部举办区域国际会议情况 

序 中文会名 会议时间 中方人数 外方人数 

1 中日韩“异己”共生对话课程研讨会 2 月 17 日-18 日 17 6 

2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教育史 

研究论坛 
11 月 26 日-27 日 150  

3 第七届中日教师教育研讨会 12 月 2 日-4 日 25 40 

此外在各种学术会议坚持吸收学生参与，还有一批专门面向学生的会议，例如与澳大利亚

昆士兰科技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广岛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合

作举办的博士生论坛。与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合作举办的师生论坛等。学生可以从

中直接受益。 

表 163 2017 年教育学部合作举办博士生论坛情况 

序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1 2017 年 3 月 20 日 我校 与日本广岛大学博士生论坛 

2 2017 年 9 月-12 月 我校 香港教育大学特选交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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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7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5 日 澳大利亚 第 3 届 BNU－UCalgary－QUT 博士生论坛 

4 2017 年 11 月 4 日-6 日 我校 中日韩三国教育师生论坛 

5 2017 年 11 月 17 日-19 日 我校 北师大-京都大学博士生论坛 

同时学部积极参与教育领域的重要国际活动，与多所世界知名教育学院建立合作关系。教

育学部与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育研究院、丹麦奥尔胡斯大学教育学院、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研究院、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教育学院、南非开普敦大学教育学院、巴西圣

保罗大学教育学院等顶尖教育学院开展国际联盟活动，2017 年出席在南非开普敦大学举办的国

际教育学院网络（INEI）年会，年会上决定 2018 年 INEI 秘书处将迁至北师大教育学部。2017

年 4 月，教育学部在美国 AERA年会上举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招待会”，获得了很好的反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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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境外学者讲学授课情况 

7.5.1 2017 年度引智项目——国家级项目·“一带一路”教科文卫引智计划 

表 164 2017 年度引智项目—国家级项目·“一带一路”教科文卫引智计划 

序 专家姓名 国外单位 项目简介 来访时间 邀请人 

1 Paryono 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 

主题内容包括东盟职业资格

参考框架、新加坡职业教育

与培训、泰国的职业教育与

培训等 

2017 年 9

月、12 月 
白  滨 

7.5.2 2017 年度引智项目——国家级项目·海外名师项目 

表 165 2017 年度引智项目—国家级项目·海外名师项目 

序 专家姓名 国外单位 项目简介 来访时间 邀请人 

1 

Teichler 

Ulrich 

Christian 

德国卡塞尔大学高等

教育研究中心 

主题内容涉及欧洲及东亚大

学的变革、高等教育与工作

世界等等 

2017 年 4 月-

6 月 
刘宝存 

7.5.3 2017 年度引智项目——国家级项目·高端外国专家项目 

表 166 2017 年度引智项目—国家级项目·高端外国专家项目 

序 专家姓名 国外单位 项目简介 来访时间 邀请人 

1 

Romuald 

Jean-

Francois 

Normand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开设了“教育宏观决策比较

研究”等系列课程、举办专

题讲座，并发表了出版物 

2017 年 12 月 刘  敏 

2 Wang Ting 堪培拉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中澳可持续教

育领导力和教育管理研究项

目 

2017 年 5 月-

9 月 
余  凯 

3 

Kinshuk 北德克萨斯大学 

智慧学习理论研究（教学实

验基地、一带一路 OER、教

育机器人、智慧学习引擎、

VR 资源中心、地平线报告等 

2017 年 3 月 

黄荣怀 

Looi Chee 

Kit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2017 年 3

月、6 月 

Jonathan 

Michael 

Spector 

北德克萨斯大学 

2016 年 12 月 

2017 年 1

月、3 月、9

月 

Chen Nian-

Shing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

学 

2017 年 3

月、6 月、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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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2017 年度引智项目——校级重点·学术大师项目 

表 167 2017 年度引智项目—校级重点·学术大师项目 

序 专家姓名 国外单位 项目简介 来访时间 邀请人 

1 
Marcia C. 

Linn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LINN 教授参与了基于 WISE

的科学探究学习”相关研讨

会 

2017 年 10 月 赵国庆 

7.5.5 2017 年度引智项目——校级重点·团队项目 

表 16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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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uald 

Normand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中法教育创新中心政策研究

专家讲学项目 

5.1-5.12 

国际与比较

教育研究   

（刘  敏） 

Chantal 

Dardelet 
法国 ESSEC 商学院 5.1-5.5 

Helene 

Michel 

法国斯特拉斯堡政治学

院 
9.11-9.21 

2 

Mc Beath 

Gerald Alan 
阿拉斯加大学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

生系列课程 

7.9-7.15 

课程与教学

研究院 

（田  青） 

Tschapka 

Johannes 

Maximilian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 
2016.11.19-

12.1 

Lee Soyoung 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 7.4-7.9 

Morimo 

Takeo 
日本中央大学教育学部 6.7-6.11 

Chang,Tzu-

Chau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环境

教育研究所 
4.28-5.2 

Hart Earl 

Paul 

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教育

学部 
7.1-7.8 

7.5.6 2017 年度引智项目——单位重点及单位常规项目 

表 169 2017 年度引智项目—单位重点及单位常规项目 

序

号 
专家姓名 国外单位 讲学题目 来访时间 邀请人 

1 
Kenneth Jay 

Gergen 

斯沃斯摩尔学院

(Swarthmore 

College)心理学系 

社会建构主义、关系理论与

教育变革 
10.15-10.10 毛亚庆 

2 

Martha 

Fields 

Cleveland-

Innes 

阿萨巴斯卡大学 在线教学的理论与研究 9.16-9.27 冯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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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Paul 

Baggaley 

阿萨巴斯卡大学 5.10-5.24 

Naidu 

Somaiya 
莫纳什大学 6.4-6.17 

3 Liu，Shu-Wen 台北市立大学 
绘本及阅读教学研究的理论

与前沿思考等 
10.18-10.28 姚  颖 

4 
Anthony 

Clarke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关于实践的神话和现实：一

些来自加拿大人的观点 等 
11.9-11.17 宋  萑 

5 Au Yiman 中国香港 教育戏剧在中小学的应用 6.24-6.27 马利文 

6 
Larry Peter 

Nucci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教育研究院 

德育大师经典理论新探——

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6.5-6.17 檀传宝 

7 
Osler, 

Audrey Helen 

挪威东南大学/英国利

兹大学 

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学会共同

生存 
5.11-5.16 林  可 

8 

Marianne 

Elizabeth 

Krasny 

康奈尔大学自然资源

系 
公民生态学与环境教育 3.18—4.4 黄  宇 

9 Hou,Huei-Tse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应

用科技研究所 

STEM 教育遊戲提高學生科學

與工程素養的合作研究 
.4.14-4.20 江丰光 

10 
Alyson 

Simpson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中澳教师教育比较研究 1.2-1.8 李  琼 

11 
Gloria Eve 

Miller 

美国丹佛大学教育学

院 

游戏治疗课程讲学以及中美

心理健康教育硕士国际实习

研讨 

10.2-10.19 李蓓蕾 

12 
Haeny Susan 

Yoon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

范学院 
中美幼儿园课程的比较研究 10.29-11.3 李敏谊 

7.5.7 顶尖专家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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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0 顶尖专家系列讲座 

序 专家姓名 国外单位 讲座简介 来访时间 邀请人 

1 

François 

Victor 

Tochon 

威斯康辛麦迪逊 
高等教育：学术界对于一种

新选择的呼声等 
2017 年 10 月 学部 

7.6 学生交流活动 

表 171 学生出国参加会议情况 

姓名 
学生

类别 

国别 

（地区） 

会议开始

时间 

会议结束

时间 
会议中文名称 会议英文名称 

侯燕燕 硕士 美国 20170427 20170501 
美国教育研究协会

2017 年年会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2017 Annual Meeting 

李燕丽 博士 美国 20170427 20170501 
美国教育研究协会

2017 年年会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2017 Annual Meeting 

刘  敏 硕士 美国 20170420 20170423 
美国核心文本与课

程第二十三届年会 

The Association for Core 

Texts and Courses (ACTC) 

Twenty-Third  Annual 

Conference  

赵梅菊 博士 美国 20170427 20170428 

勇往直前：继续向

素质教育研究与实

践迈进 

Moving 

forward:Continuing 

towards quality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李文静 硕士 加拿大 20170927 20170930 
第一届国际社会

STEM 教育研讨会 

1st Symposium for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in Education 

吕倩如 本科 加拿大 20170927 20170930 

第一届国际 STEM

教育协会学术报告

会 

2017-ISSE（1nd Symposium 

for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in 

Education） 

刘玉婷 硕士 美国 20171002 20171003 
第七届国际学徒制

会议 

The 7th annual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Innovative 

Apprenticeship (INAP) 

conference 

刘昱辛 硕士 加拿大 20170927 20170930 
第一届 STEM 教育

国际研讨会 

1st Symposium for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in Education 

徐晶晶 博士 英国 20171021 20171023 
第三届教育技术前

沿国际会议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of Education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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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静 博士 英国 20171021 20171023 
第三届教育技术前

沿国际会议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of Education 

Technologies 

朱肖川 博士 英国 20171021 20171023 
第三届教育技术前

沿国际会议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of Education 

Technologies 

许  冰 硕士 新西兰 20171203 20171208 
第二十五届教育计

算机国际会议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芦曼丽 硕士 新西兰 20171203 20171208 
第二十五届教育计

算机国际会议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王  涛 硕士 新西兰 20171203 20171208 
第二十五届教育计

算机国际会议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张秋杰 硕士 新西兰 20171203 20171208 
第二十五届教育计

算机国际会议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田  浩 硕士 日本 20171207 20171209 
第六届技术促进教

育变革国际大会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EITT 

2017) 

冯  超 博士 香港 20171130 20171202 

世界教育研究学会

会议暨香港教育研

究学会国际研讨会

2017 

WERA Focal Meeting & 

HKER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7 

王  泰 硕士 日本 20171126 20171203 

2017 年北京师范

大学·高丽大

学·UCLIOE·早稻

田大学学术交流项

目 

BNU,KU.UCLIOE&WU 

Academic Exchange 

Program2017 

何  芳 博士 日本 20171126 20171203 

2017 年北京师范

大学·高丽大

学·UCLIOE·早稻

田大学学术交流项

目 

BNU,KU.UCLIOE&WU 

Academic Exchange 

Program2017 

范云霞 博士 日本 20171126 20171203 

2017 年北京师范

大学·高丽大

学·UCLIOE·早稻

田大学学术交流项

目 

BNU,KU.UCLIOE&WU 

Academic Exchange 

Progra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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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奇 硕士 日本 20171126 20171203 

2017 年北京师范

大学·高丽大

学·UCLIOE·早稻

田大学学术交流项

目 

BNU,KU.UCLIOE&WU 

Academic Exchange 

Program2017 

范文静 博士 香港 20171130 20171202 

世界教育研究学会

会议暨香港教育研

究学会国际研讨会

2017 

WERA Focal Meeting & 

HKER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7 

姜  臻 博士 新加坡 20180108 20180112 
国际学校效能与改

进大会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Improvement 

马思腾 博士 新加坡 20180108 20180112 
国际学校效能与改

进大会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Improvement 

张  森 博士 美国 20170427 20170501 
美国教育研究协会

2017 年年会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2017 Annual Meeting 

徐  鹏 博士 西班牙 20170703 20170707 
第 18 届国际教师

教育研究会 

18th Biennial ISATT 

Conference 2017 

靳佩佩 硕士 英国 20170719 2017722 
第 39 届国际学校

心理学联合会年会 

39th International 

School Psychology 

Association Conference 

许婧怡 硕士 克罗地亚 20170619 20170624 
第 69 届世界学前

教育大会 

the 69th World OMEP 

Assembly and Conference 

李青颖 硕士 克罗地亚 20170619 20170624 
第 69 届世界学前

教育大会 

the 69th World OMEP 

Assembly and Conference 

杨智君 硕士 克罗地亚 20170619 20170624 
第 69 届世界学前

教育大会 

the 69th World OMEP 

Assembly and Conference 

汪昱君 本科 加拿大 20170709 20170714 国际人机交互会议 HCL International 2017 

宋  琼 硕士 韩国 20170623 20170625 
2017 年亚洲学生

研讨与圆桌会议 

Asian Students' Seminar 

and Round Table 2017 

张  玄 博士 韩国 20170623 20170625 
2017 年亚洲学生

研讨与圆桌会议 

Asian Students' Seminar 

and Round Table 2017 

钟  瑶 硕士 韩国 20170623 20170625 
2017 年亚洲学生

研讨与圆桌会议 

Asian Students' Seminar 

and Round Table 2017 

张亨国 硕士 韩国 20170623 20170625 
2017 年亚洲学生

研讨与圆桌会议 

Asian Students' Seminar 

and Round Table 2017 

朱俊华 硕士 美国 20170719 20170721 
第 24 届教育国际

会议 

The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刘智明 博士 香港 20170627 20170629 教育技术国际论坛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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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敏生 博士 香港 20170627 20170629 
2017 年国际混合

学习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lended Learning 2017 

刘  铭 博士 香港 20170627 20170629 教育技术国际论坛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赵  霞 硕士 香港 20171130 2017122 

世界教育研究学会

会议暨香港教育研

究学会国际研讨会 

WERAL Focal Meeting & 

HKER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田  瑾 硕士 美国 20180413 20180417 
美国教育研究协会

2018 年年会 

the 2018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AERA)Annual 

meeting 

表 172 学部层面组织的学生交流活动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3 月 20 日 我校 北京师范大学--广岛大学 2017 年博士生论坛 

3 月-5 月 台湾 赴大荣中学实习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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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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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12 月 香港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教育学院(BNU-HKIED)特选交换

课程项目 

11 月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第三届 QUT 博士生论坛 

11 月 18 日 我校 京都论坛 

11 月 6 日-11 月 9 日 我校 BeSeTo 中日韩教育论坛 

7.6.1 北京师范大学--广岛大学 2017 年博士生论坛 

3 月 20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广岛大学教育学部联合举办的两校博士生论坛在英

东楼 318 成功举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助理刘强、教育学部教授张莉莉、广岛大学附

属学校前任校长古贺一博、广岛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丸山恭司及教授山田浩之出席本届论坛，

并对学生们的精彩报告给予点评。 

在论坛开幕式中，部长助理刘强副教授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教育学部在过去几年中取得的优

秀成果，在最新 QS学科排名中教育学部的国际影响力大为提升，在此基础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愿意积极推动与全球知名大学的合作交流。广岛大学附属学校前任校长、广岛大学教育学

部教授古贺一搏代表广岛大学对两校之间的长期交流表示肯定，并且对本届论坛的召开表示祝

贺。 

本届博士生论坛吸引了来自日本、韩国、越南、中国、美国的 17 位博士研究生，博士生们

各自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就自身研究主题进行了学术发言，并在最后的提问环节进行了精彩的

互动，特别是教育学部张莉莉教授的点评，为发言者的学术报告给予诸多建设性意见及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博士生论坛还吸引了教育学部其它博士研究生前来旁听，也体现了本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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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的学术吸引力及学生们对国际交流项目的关注与支持。 

会后，三位日方教授与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育社会学团队就深化合作进行了会谈。商定

开展短期学生交流项目。丸山教授还与石中英教授进行了学术会谈。 

7.6.2 赴台湾大荣中学实习实践 

2017 年 3 月 11 日至 5 月 6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邱化民老师带领教育学部 8 名学生

赴台湾高雄大荣中学实习实践，与大荣中学各位领导与老师进行了友好交流，加深了两岸彼此

的理解，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与台湾大荣中学两校友谊。 

 

图 131 学生赴台湾大荣中学实习实践始业典礼 

此次实习分成两批进行。2015 级教育技术专业研究生孙璐璐和吴美琴两位同学于 3 月 11 日

率先到达大荣中学高职部，展开为期八周的实习。两位同学在大荣老师们的带领下积极参与了

大荣中学四年一次的教育评鉴活动，并做出了突出贡献，使活动圆满成功。 

4 月 8 日，6 名学生赴台实习。其中，2015 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生姜晓慧、2015 级教

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刘婕以及 2013 级教育学专业本科生徐如霖三人在大荣幼稚园开展教

育实习工作；2015 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生倪文锦、张天裕，2015 级外国教育史专业研究生

江丹三人则赴大荣国小部开始为期四周的英语教学实习。 

7.6.3 北海道项目 

2017 年 7 月暑假期间，我校同学与 5 个国家 6 所大学的本科生们一起，以各国学生混编的

小组学习的组织形式，主要从社会历史与文化维度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体验性学习。该课程

将位于北海道的日本唯一的少数民族爱奴人的生活环境作为该项目的学习与实践基地。在北海

道大学的 10 天期间，通过探访爱奴族乡镇、参观爱奴人的住所和风俗习惯、听爱奴领袖的报告、

寻访爱奴人曾经走过的乡间小路、学习制作和品尝爱奴人的风味饮食，并在爱奴族乡间与爱奴

猎人一起烧烤和居住，我校同学深入地体验和了解到爱奴人本土知识中环境友善的价值观与传

统文化及其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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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参加项目的同学正在与各国同学进行交流 

此次项目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选拔 4 名本科生和 4 名研究生，于每年暑期 7 月底，先

去北海道大学，参加为期 10 天的英文可持续发展教育课程；随后北海道大学 4 名本科生来北师

大教育学部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为期 10 天的英文环境教育课程。教育学部为赴日本北海道大学

的学部本科生和研究生资助往返国际机票。 

7.6.4 北京师范大学-京都大学博士生论坛 

2017 年 11 月 18 日，北师大-京都大学博士生论坛在我校成功举办。11 月 18 日论坛开幕，

朱旭东部长代表学部致辞。全天进行了学术报告。由南部广孝老师率队的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

硕博研究生，与学部的研究生同学围绕论坛主题，就教育相关话题进行了学术探讨。京都大学

的南部广孝副教授在全部报告后进行了总结和点评。 

北师大-京都大学博士生论坛是基于学部与日本京都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科协议所举办的学

生论坛。由两校校逐年轮流举办。今年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主题是“教师教育与贫困落

后地区发展”。 

此次论坛我校派出 4 位研究生，京都大学派出了 5 位研究生共 9 位学生参加论坛，做了 8

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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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论坛当天的合影 

国际交流合作办武海涛主任和南部广孝副教授就明年两机构的交流安排进行了讨论。2018

年将由京都大学承办博士生论坛并派遣一位教授来学部讲学。 

7.6.5 中日韩师生教育论坛 

2017 年 11 月 7 日到 8 日，中日韩教育论坛（BeSeTo Symposium）在我校成功举办。 

中日韩教育论坛（BeSeTo Symposium）是基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韩国

高丽大学三国三校协议所举办的师生共同参与的学生论坛。由三校逐年轮流举办。今年论坛在

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主题是“教育与贫困落后地区发展”。 

我校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各派出 2 二位教师和 2 位研究生，韩国高丽大学派出了 2 位教师和

4 位研究生共 14 位师生参加论坛，做了 13 个报告。 

11 月 7 日论坛开幕，邓猛部长助理代表学部致辞并宣布论坛开幕。全天进行了学术报告。

张莉莉教授在全部报告后进行了总结和点评。 

11 月 8 日日本和韩国师生在张莉莉教授的带领下，访问了楼梓庄小学和赵全营中学。楼梓

庄小学举办了“习作教育”国际联谊活动，包括听课、文化交流和学术研讨。在赵全营中学，日

韩师生听了课并和教师座谈。各方师生均表示活动很有意义和收获。 

论坛之余，学部请日韩两校考虑开展亚洲校园项目，两校代表表示会认真思考该项目的的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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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孔子学院和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2017 年 8 月，完成丹麦奥尔堡大学创新学习孔子学院院长推荐工作，学部选拔向蓓丽副教

授接替王懿颖教授，继续担任丹麦奥尔堡大学创新学习孔子学院院长。 

2017 年 9 月 13 日上午，来自丹麦奥尔堡大学学习与哲学系的代表 Annette Lorentsen、

Eva Irene Brooks、Lone Stoustrup、Ole Hansen四人一行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进行访问。

部长朱旭东、部长助理邓猛、奥尔堡大学孔子学院院长王懿颖教授、教育管理学院向蓓莉副教

授及学部武海涛主任等参与了会议。双方聚焦于校长论坛、海外实习基地等内容，就可能的合

作形式做了探讨。Annette Lorentsen表示，教育学部是他们在北师大的第一个、也是非常重要

的一个朋友，希望双方的合作关系能长久的持续下去。 

 

图 134 2017 年 9 月奥尔堡大学一行参访 

2017 年 11 月，在向学部学生征集 2018 年上半年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后，学部推荐一名同

学参选，并成功通过孔子学院的志愿者选拔。但由于个人时间安排上的冲突，该名同学后选择

放弃此次外派志愿者活动。 

2017 年 12 月 14 日，北京师范大学孔子学院举行工作研讨会，来自旧金山州立大学、曼彻

斯特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奥尔堡大学、马切拉塔大学、威廉玛丽大学、塔夫茨大学及魁北克

孔院共八所机构的孔子学院代表齐聚一堂，进行联合发言，并对孔子学院相关工作进行了讨论。 

 
图 135 2017 年 12 月 14 日北京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工作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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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合作交流项目和协议 

表 173 合作交流项目和协议 

序 日期 境外合作方 协议内容 有效期 

1 5 月 19 日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 合作备忘录 3 年 

2 6 月 5 日 
加州长滩州立大学继续与

职业教育学院 

赴美国参加暑期学生领导力

项目 

整个培训课程的

期限 

3 7 月 19 日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

学院 
学生互访交流项目 5 年 

4 7 月 
赫尔辛基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 
研究生交换项目 5 年 

5 8 月 22 日 美国休斯顿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博士学位

项目 
10 年 

6 9 月 11 日 新加坡国立教育研究院 院级交换生实习协议 5 年 

7 9 月 28 日 台湾中正大学教育学院 合作备忘录 5 年 

8 9 月 28 日 
香港教育大学特殊学习需

要与融合教育中心 

“京港两地融合教育交流”

项目 

签署起至项目结

束 

9 9 月 30 日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

教育与人文科学系 
“校园精神健康”实习 

整个实习项目完

成时期 

10 11 月 5 日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育学

院 

国际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研

修项目 

整个项目执行期

间 

11 11 月 6 日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合作备忘录 3 年 

12 11 月 27 日 加拿大威罗布鲁克幼儿园 
2017 年加拿大幼儿教育实习

项目 

签署起至项目结

束 

13 12 月 22 日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

分校教育学院 
暑期教育工作坊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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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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共发布正式公文 30 个。在学部 2017

年度工作计划要点（学部发[2017]01 号）所列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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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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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工作要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十三

五”发展规划纲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及所属机构印章管理办法》、教育学学术型博士

生国际研习管理规定（试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网站集群信息发布暂行管理办法（修

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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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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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学部培训学院工作 

2017 年在教育学部各级领导和全体教师的关心与支持下，培训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同心协力、

迎难而上，各项工作顺利推进。作为职后国家级人才培养和培训的重要基地，学院重点推进国

家级培训项目，广泛开展多层次、多类型区域合作培训，共举办 171 个培训班次，培训 11700 余

人次（其中，教育部国培 14 个班次，700 余人；地方委托 157 个班次，11000 余人次）。进一

步打造国家级校长培养培训品牌，突出亮点与特色：第一期全国小学党组织书记高级研修班积

极构建课程模块探索培训模式；边远贫困地区农村校长助力工程扎实开展阶段性培训、有效促

进精准帮扶；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加强党性教育、强化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小学优秀

校长高级研究班以游学促教育研究与实践、促项目联动与帮扶。积极承接地方合作项目，2017

年共完成湖北、重庆、贵州、安徽、成都等省市的 15 个项目中标。拓展香港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举办香港小学副校长领导研习班、香港小学校长领导研习班；开启澳门校长、教师培训新征程，

承接澳门澳门浸信中学行政及骨干教师访京团、澳门化地玛圣母女子学校交流团；举办第九届

两岸中小学校长高峰论坛暨第九期台湾中小学校长高级研修班，近 100 位台湾中小学校长参加

了论坛活动。积极响应国家重大决策部署，举办首届雄安新区中小学校长领导提升高级研修项

目，举办河北省贫困地区中学校长高级研修项目，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承办全国小学

校长培训工作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举办“四季校长论坛”，扩大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推进国

际化进程，举办第二期校长领导力提升暑期国际工作坊等。完善组织架构和学院制度建设，平

稳推进学院各项工作。积极打造专业化培训团队，走向培训专业化。加强信息化建设，助推培

训宣传和质量提升。党建工作整体水平提高，工会活动丰富关注员工身心健康。2017 年学院在

专业化、国际化、信息化等方面等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学部乃至北师大和中国基础教育做出

应有的努力，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增长。  

8.2.1 教育部第 86 期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顺利结业 

受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委托，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于 2017 年 5 月 8 日至 6 月 6 日举办了

“教育部第 86 期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并圆满完成研修目标。来自全国 31 个省、

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60 余名小学骨干校长参加了此次培训。本次培训学习分为四

大研修内容，分别是理论学习、实践分享、现场教学和自主学习。主要涵盖教育基本理论及教

育形势与政策、学校发展规划与学校管理、课程、课堂教学与评价、教师学生发展与学校德育、

素质拓展与人文素养提升、专题研讨、交流分享、体验课程、学校观摩及课程分享与点评和研

修反思等多模块的系统学习。 

8.2.2 教育部第 87、88 期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 

2017 年 6 月 13 日上午，受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委托，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承办的“教育

部第 87、88 期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开学典礼在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举行。教育

部教师工作司教师发展处调研员黄贵珍处长、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毛亚庆教授、教育

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鲍传友副教授和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及新疆兵团的近 130

名小学校长出席了开学典礼。 

8.2.3 安徽宿州逸夫师范学校学前教师高级研修班 

2017 年 6 月 19 日上午，“安徽宿州逸夫师范学校学前教师高级研修班”开学典礼在京师

大厦多功能厅顺利举行。学院张鼎权副院长、宿州逸夫师范学校副校长何光明、宿州逸夫师范

学校总务科长王玉林等领导出席了典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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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广州教育家培养工程顺利启动 

6 月 29 日下午，广州教育家培养工程启动仪式暨首批培养对象开班典礼在广州大厦举行。

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毛亚庆、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代蕊华；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教授、北京明远书院院长石中英、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李烈等 13 位国内顶

尖教育专家；市、区教育局领导以及 36 名入选的首批培养对象共 100 余人出席了会议。 

 

图 136 广州教育家培养工程启动仪式暨首批培养对象开班典礼 

8.2.5 2017 年重庆新村幼教集团中层干部、骨干教师专业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顺利结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培训学院于 2017 年 7 月 3 日至 7 月 9 日举办了“重庆新村幼教集团

中层干部、骨干教师专业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全体学员圆满完成了此次培训的研修目标，

并对课程安排与管理组织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8.2.6 第九期台湾中小学校长高级研修班暨两岸中小学校长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为搭建两岸基础教育交流平台，助力两岸中小学建立姐妹学校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

训学院受教育部港澳台办公室委托，在我校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的领导下，在重庆市教委和成都

市锦江区教委的大力支持下，成功举办了“第九期台湾中小学校长高级研修班暨 2017 年两岸中

小学校长高峰论坛”。7 月 8 日至 10 日，全体台湾教育同仁参访了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小学和

重庆市天地人和街小学。7 月 11 日至 15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开展论坛和学校参访活动。 

8.2.7 培训学院与成都市教育局即将开展深入培训合作 

7 月 13 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院长、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毛亚庆教授，与成都市教育局机关党委书记唐萍、成都市教育局师资培

训处调研员彭刚、成都市教科院副院长谭文丽等在成都市教育局进行了友好而充分的交流。双

方围绕成都市教育培训及教育发展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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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 毛亚庆教授与唐萍书记互赠纪念品 

8.2.8 培训学院举办“北京师范大学 2017 年校长领导力提升暑期国际工作坊” 

为拓展中小学校长国际视野，全面提升校长领导力国际化水平，2017 年 7 月 16-20 日教育

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在京举办 “北京师范大学 2017 年校长领导

力提升暑期国际工作坊”。工作坊由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教育领导力系教授、名誉主任 Jukka 

Alava、加拿大安大略省校长协会和国际学校领导力学院教授 Bob Jackson主持。全国首期名校

长领航班学员、领航班学员工作室成员以及北师大教育学部培训学院部分学员参加了培训 

8.2.9 2017 年全国中小学校长夏季论坛暨“核心素养下的学校变革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7 月 20 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和哈尔滨市教育局主办，哈尔滨市阿城区教

育局承办的全国中小学校长夏季论坛暨“核心素养下的学校变革高峰论坛”在哈尔滨市阿城区

举行。哈尔滨市阿城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申海涛致欢迎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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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讲话，讲话中强调，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我国教

育科学、教师教育的排头兵，对于中国教育变革有着义不容辞的历史担当和使命担当，而北京

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作为教育培训的引领者，通过培训形式的转变，尝试以四季论坛的形式，

推动基础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图 138 2017 年全国中小学校长夏季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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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0 “校长国培计划”——2017 年边远贫困地区农村校长助力工程“学校规划与学校
文化建设”培训班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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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精准扶贫方

略，加大教育扶贫力度，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校长国培计划”—2017 年示范性培训项目实

施工作的通知》（教师司函〔2017〕3 号）的统一部署，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于 2017 年 9

月 6 日至 11 月 19 日举办“校长国培计划——2017 年边远贫困地区农村校长助力工程教育部小

学校长培训中心‘学校规划与学校文化建设’专题培训班”。 

8.2.11 “国培计划（2017）”—重庆市幼儿园教师访名校高级研修班成功举办 

金秋十月，“国培计划（2017）”—重庆市幼儿园教师访名校高级研修班在北京师范大学校

长培训学院顺利举办，来自重庆市各区县的 50 位幼儿园教师参加了此次培训。 

8.2.12 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组织“校长国培”——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学
员集中收看“十九大”开幕会直播 

10 月 18 日上午，在我校校长培训楼，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组织在校参加 2017 年“校

长国培计划”第 89、90 期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的学员 130 余人，集中收看了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直播。 

8.2.13 “澳门化地玛圣母女子学校访京交流团”欢迎仪式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上午，“澳门化地玛圣母女子学校访京交流团”欢迎仪式在北京师范大

学校长培训楼第三教室顺利举行。学院李霆鸣副院长、澳门化地玛圣母女子学校校长刘丽妹、

北京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处长刘涛等领导嘉宾出席了欢迎仪式。 

8.2.14 “校长国培计划”—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基地学员第十四次集中及系列活动
报道 

2017 年 11 月 11 日，“校长国培计划”—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律动教育思想研讨会

暨 2017 巴蜀峰会在重庆市巴蜀小学举行。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毛亚庆主任出席并作发言。

此次研讨会是马宏校长参加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培训以来，团队和课程管理的展示和检阅，

是对巴蜀小学办学经验的讨论与再出发。研讨会上，马宏校长以“一张照片、一个模型、一组

现场、一些思考”等四个“一” 视角，同与会人员分享了近年来在律动思想指导下，巴蜀行动

研究的心路历程和实践体会，得到大家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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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 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律动教育思想研讨会 

8.2.15 江西省吉安市教育管理者培训班成功举办 

为进一步推进江西省吉安市教育改革与创新，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了解新高考改革动

向，全面提升教育局局长领导力、执行力和综合素质，江西省吉安市教育管理者培训班于 2017

年 11 月 13-18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培训学院成功举办。 

8.2.16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项目组赴河北省雄安新区教育培训深度调研工作顺
利完成 

应河北省教育厅的要求，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服务雄安新区的基本构想，北京师范大学将在

中小学校长培训、学校中层管理干部培训、学科骨干教师培训等方面，为雄安新区提供基础教

育智力支持和教育服务保障。为了确保培训项目顺利实施，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于 2017

年 10 月 25-28 日派出调研小组，进行系统调研雄安新区基础教育发展状况，深入了解中小学校

长、学校管理干部以及教师的发展需求，为切实制定有针对性的项目实施方案做准备。 

 

图 140 雄安新区基础教育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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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7 教育部第 89 期、90 期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顺利结业 

受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委托，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4 日举

办了“第 89 期、90 期全国小学校长高级研修班”，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 128 名小学校长参加了此次培训。研修班围绕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着力提升

小学校长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组织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以造就一批政治坚定、

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高水平、专业化小学校长队伍。 

8.2.18 第二期田家炳小学管理团队高级研修班 

在田家炳基金会的资助下，为切实提高田家炳小学管理团队的整体素质和办学（教学）管

理能力，提升规划学校发展、凝练学校文化的能力，促进学校改进、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

践田家炳先生“中国的希望在教育”的理念，2017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7 日，第二期田家炳小

学管理团队高级研修班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顺利举办。 

 

图 141 和谐一家联谊晚会 

8.2.19 “‘校长国培计划’ 2017 年边远贫困地区农村校长助力工程项目” 返岗实践云
南现场指导活动纪实 

11 月 9-11 日，“校长国培计划”——2017 年边远贫困地区农村校长助力工程项目第三阶

段返岗实践活动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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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副部长毛亚庆教授，带领北京市名校长和教师工作队伍，

深入鹤庆县云鹤镇、草海镇、西邑镇的三所乡村小学，组织云南、贵州、甘肃等九个西部省区的

农村小学校长学员近 40 人开展返岗实践现场指导活动。活动得到了当地县人民政府和教育局的

大力支持，吸引了全县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 70 余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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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2017 年边远贫困地区农村校长助力工程项目 

8.2.20 2017 年全国中小学校长秋季论坛暨“智慧校园——人工智能时代的学校教育”高
峰论坛成功举办 

11 月 24 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和深圳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 2017 年“智慧

校园——人工智能时代的学校教育”高峰论坛在深圳市隆重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

长余胜泉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钟绍春教授、深圳市教工委副书记范坤同志、深圳市龙华区委常

委马里同志等领导及来自全国各地教育部门领导、中小学校长、教师及广大教育同仁约 800 余

人出席开幕式。  

 

图 143 “智慧校园——人工智能时代的学校教育”高峰论坛 

8.2.21 河北省贫困地区中学校长高级研修班顺利开班 

2017 年 12 月 3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承办的“河北省贫困地区中学校长高级

研修班”开班典礼在校长培训楼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河北省教育厅副巡视员董

友、河北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程启学以及来自河北省 10 个深度贫困县及雄安新区的 75 位中学

校长出席开班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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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2 “山西省教育信息化专业能力高级研修班”开班典礼顺利举行 

2017 年 12 月 4 日上午，“山西省教育信息化专业能力高级研修班”开班典礼在北师大校长

培训楼第三教室顺利举行。学院毛亚庆院长、马宁副院长、山西省电化教育馆馆长赵晋华、山

西省电化教育馆副馆长何芸等领导出席了典礼活动。 

8.2.23 北京师范大学第一期创客教育专题高级研修班成功举办 

2017 年 12 月 10-16 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一期创客教育专题高级研修班在校长培训楼第三

教室成功举办。本次培训旨在加大信息技术在创客教育中的支撑作用，通过技术支持转变学习

方式，丰富完善中小学现有课程体系。 

8.2.24 河北雄安新区中小学校长领导力提升高级研修项目顺利启动 

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雄安新区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创新，2017 年 12 月 12 日，

受河北省教育厅委托，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实施的“雄安新区中小学校长领导提升高

级研修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隆重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

光巨，河北省教育厅副厅长李胜利，河北省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局长崔惠欣，河北省教育厅人

事处副处长张恩永，河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刘殿波，河北省教育厅宣传中心宣传部主

任赵敏，北京师范大学国内合作办公室主任助理李东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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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张行涛等相关领导、

嘉宾出席了启动仪式。仪式由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常

务副院长鲍传友主持，来自河北雄安新区的 100 名中小学校长参加了启动仪式，并将开启首次

集中研修。 

 

图 144 雄安新区中小学校长领导力提升高级研修项目启动仪式 

8.2.25 第十二、十三期全国小学中层管理干部及骨干教师专业发展高级研修班成功举办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中层管理干部及骨干教师管理及业务水平，为已参训的教育部国培计划

校长提供后续支持和服务，在前期连续举办 11 期中层班基础上，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分

别于 2017 年 7 月 22-28 日和 7 月 31 日-8 月 7 日成功举办了“第十二、十三期全国小学中层管

理干部及骨干教师专业发展高级研修班”。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共计 204

位小学中层干部及骨干教师参加了培训。部分国培校长代表出席并寄语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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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6 2017 年长沙职业技术学院特殊教育专题培训班成功举办 

2017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6 日，2017 年长沙职业技术学院特殊教育专题培训班在北京师范

大学英东教育楼举办。来自长沙职业技术学院特殊教育系的老师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

教育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以及北京西城区培智学校的特殊教育专业同行相互切

磋、共同探讨，了解国内外特殊教育最新成果、学习先进理论、分享教学经验。此次培训以特殊

教育为主题，围绕视障、听障、孤独症等特殊群体研究成果，结合全新发布的国家第二期特殊

教育提升计划背景介绍及政策解读，配合心理健康及情绪管理等讲座开展。 

8.2.27 合市包河区中小学教导主任高级研修班 

为进一步提升中小学教导主任教学常规管理水平和课程实施能力,拓宽管理视野，2017 年 

8 月 7-13 日，受包河区教体局委托，根据《合肥市包河区中小学中层干部培养系列方案》，保

持项目的可持续性，按照学校中层干部发展路径，“合肥市包河区中小学教导主任高级研修班”

作为中级培训班之一，首先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顺利举办。包河区区属各中小学教导

处、教科室的 51 位主任、副主任参加培训。 

8.2.28 2017 年合肥市小学数学骨干教师研修班 

2017 年 8 月 8-13 日，北京全品优师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合肥市小学

数学骨干教师研修班。开学典礼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第六教室举行，合肥市教师事务

管理中心石宣艳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张行涛副院长、全品优师苏衍勇总经理等出席了典礼。一

百四十多位来自合肥市的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在各方领导的殷切关怀下，带着浓烈的热情和求知

心开启了为期一周的学习旅程。 

8.2.29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兼职教授聘任仪式暨教育培训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7 年 9 月 8 日上午，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楼第三教室举行兼职教授聘任仪式暨教育

培训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教育学部副部长、校长培训学院院长毛

亚庆教授和来自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特教领域的知名校长、园长四十余名出席了兼职教授

聘任仪式，学院副院长鲍传友主持本次聘任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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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学部公用财经费数据 

 

图 145 学部公用财经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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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社会筹资工作 

8.4.1 社会筹资总体情况 

8.4.1.1 搭建筹资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框架，支撑学部捐赠项目的管理和服务 

依据学校和教育基金会相关规定和制度，经学部部务会审议通过后，发布了《关于教育学

部捐赠款项项目经费发放方案申报的管理办法》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接受社会捐赠管理

办法（试行）》，成为了我校第一个正式制定捐赠项目管理办法的单位，办法为学部筹资工作提

供保障和支持，工作有章可循，提高了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通过学部部务会审议通过 6 个项目的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规范了学部承接捐赠项目的经费

管理工作，分别是：百度集善特殊教育学校培训项目、衣恋集善融合教育项目、教师情感表达

与师生关系构建项目、美吉姆早期教育基金项目、阳光电源捐赠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项目、

大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基金项目。 

8.4.1.2 对筹资项目实行备案制，保存资料、建立学部捐赠项目台账 

对 2017 年立项的捐赠项目建立档案 14 个，保存筹资过程协议、方案、会议纪要等相关资

料，做到有据可查、积累数据信息，为今后筹资工作提供必要的资料信息。 

8.4.1.3 扎实推进筹资工作，共获得捐赠项目 8 个，金额总计 1466.44 万元 

（1）北京师范大学国华教育基金项目，合同金额 800 万，到款金额 200 万； 

（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际交流项目，合同金额 250 万，到款金额 50 万； 

（3）大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基金项目，合同金额 68 万，到款金额 68 万； 

（4）阳光电源捐赠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中心项目，合同金额 50 万，到款金额 50 万； 

（5）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年度研究报告项目，合同金额 100 万，到款金额 100 万； 

（6）田家炳青年访问学人项目，合同金额 13.24 万元； 

（7）田家炳滇西教师教育精准帮扶项目，合同金额 114.2 万元；  

（8）明远基金会，共筹款 71 万元。  

8.4.1.4 其他工作 

组织召开大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基金捐赠仪式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际交流项目 2

场，组织、参与捐赠项目洽谈、座谈会议等活动 55 次，提交策划方案 16 个，提供法律文件撰

写和文件修订不少于 2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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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党建工作 

9.1 党务工作 

9.1.1 教育学部分党委基本情况 

截止 2017 年年底，教育学部共有党员 1012 名，其中在职教师党员 217 名，离退休党员 107

名，学生党员 688 名。共有党支部 53 个，其中在职教师党支部 18 个，离退休党支部 6 个，学

生党支部 29 个。 

9.1.2 分党委工作会议 

9.1.2.1 教育学部分党委召开春季学期工作会议 

3 月 22 日上午，教育学部分党委在英东楼 352 会议室召开 2016-2017 下学期工作会议。会

议特别邀请了学校组织部于亚梅副部长参会，并且做了基层党建工作知识的讲解和工作实际的

培训。随后，李雪莲副书记传达了中央和学校党委的相关文件精神，通报了中央第十二巡视组

专项巡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工作动员会议上程建平书记就配合做好巡视工作对全校党员干部和

师生员工提出的要求。此外，会议还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家试点学院）思想政治工作

全员育人方案》进行了意见征询，楚江亭副书记就《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的意见》的精神做了阐述，并听取了与会支部书记的意见。 

 
图 146 分党委春季学期工作会议 

9.1.2.2 教育学部分党委及各教工党支部召开警示教育专题会议 

4 月 19 日，教育学部分党委在英东楼 352 会议室召开警示教育专题会议。首先，李雪莲副

书记通报了学校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11 起违纪违规问题，要求各支部引以为戒。同

时，李雪莲副书记传达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程建平书记在 4 月 15 日学校警示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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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并且要求各党支部书记认真学习学校警示教育大会的精神，要将会议精神传达到支部每

一位党员和全体教职工，要求各支部要对通报的问题进行专题讨论，要求在 11 起违纪处理中所

涉及的党支部要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加强内部制度建设。会后，各教工党支部分别召开警示

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传达了学校警示教育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 

 
图 147 分党委警示教育专题会议 

9.1.2.3 教育学部分党委理论中心组成立及并开展系列学习活动 

根据学校相关文件精神，2017 年 5 月 15 日，教育学部分党委成立了分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随后组织开展了系列学习活动。 

6 月 5 日，分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了第一次学习活动，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做了主题

为《习近平论教师》的讲座。讲座内容围绕着“充分认识教师在培养人才中的重要作用”、“准

确理解四有好老师的特质”、“充分把握教师思想提出的时代意义”以及“充分发挥教师作用和

构建培养好老师的路径”四个方面展开。随后，理论中心组成员围绕对人才培养工作、教学科

研工作的指导意义展开了讨论。 

7 月 3 日，分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了第二次集体学习活动，教育学部分党委组织委员

王晨做了主题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讲座。首先，王晨教授带领中心组成员回顾该思想

产生的国内背景和国际背景。随后，王晨教授解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主要

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备的重大意义以及如何贯彻落实。最后，王晨教授就“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如何在教育工作和党务工作中落实和践行的问题表达了个人见解。理论中心组成

员围绕讲座内容展开一定程度的讨论。 

9 月 11 日，分党委理论中心组开展第三次集体学习，分党委副书记楚江亭教授做了题为《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学习习近平同志 7.26

重要讲话的体会》的讲座，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做了详细解读和分析，深化了对讲话重

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的认识，更加明确了方向，并以此指导和推动各项工作。理论

中心组成员围绕 7.26 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感到收获很大。 

9 月 25 日，分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了第四次集体学习活动，分党委纪检委员阚维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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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做了主题为《以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的讲座。首先，阚维同志带领分党委委员回顾了 2017

年 9 月 8 日王岐山同志在北京出席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表彰大会上讲话的核心内容。其次，阚维

同志细致地为分党委委员们解读了王岐山同志讲话的内容，用“一个判断”、“两个基础”、

“三个转变”、“四个意识”、“五点要求”、“六项任务”来高度概括并进行阐述。理论中心

组成员们通过讨论对讲话精神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学习效果非常好。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开幕式结束后，分党委理论中心

组再第一时间组织中心组成员集体学习了十九大报告。 

10 月 30 日，分党委理论中心组开展了第五次集体学习活动，教育学部副部长毛亚庆做了

主题为《新常态与基础教育变革》的讲座。 

11 月 21 日，分党委理论中心组开展第六次集体学习活动，教育学部副部长张京彬做了题为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的讲座。 

12 月 11 日，分党委理论中心组开展第六次集体学习活动，分党委统战委员李葆萍老师做了

主题为《党的“统一战线”学习体会》的分享。 

 
图 148 分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活动 

9.1.2.4 教育学部 2016 年度党建课题结题会成功召开 

6 月 23 日，教育学部 2016 年度党建课题结题会在英东楼 822 会议室召开。教育学部分党

委委员王晨、李葆萍，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党支部书记杜亮、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党支部书

记孙益、教育技术学院党支部书记马宁五位教师组成评委会。首先，课题负责人分别就课题研

究成果进行了汇报。随后，针对各位课题负责人的汇报，评委针对课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此外，评委还针对党建活动的开展展开了讨论，提出了建立活动数据库等想法。最后，王晨老

师进行了总结，经过评委会的评议，同意四个党建课题如期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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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9 分党委党建课题结题会 

9.1.2.5 教育学部召开处级领导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7 月 10 日，教育学部处级领导班子成员在英东楼 352 召开了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首

先，李雪莲副书记通报了《关于召开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的精神，与会成员围绕

文件精神分别发言。随后，朱旭东部长指出要高度重视巡视整改工作和“双一流”建设方案的

编制。接着，楚江亭副书记汇报了上周学校研工部、学生处、辅导员基地等到学部的调研结果。

同时，张京彬副部长提出本学期参与的整改工作。 

9.1.2.6 教育学部分党委召开秋季学期工作会议 

9 月 1 日上午教育学部分党委在英东楼 552 会议室召开分党委委员及支部书记会议，部署

秋季学期党建工作，共 24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李雪莲副书记主持。会议主要内容包括：布置

了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选举与第十三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推荐

提名工作；对 9 月底 10 月初北京市委教工委入校全面检查 2013 年以来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

作做了再次强调；布置学校组织的 2017 年教工党支部书记集中轮训工作；重点传达《中共北京

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专项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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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0 分党委秋季学期工作会议 

9.1.2.7 教育学部二级党校召开 2017 秋季学期工作会议 

9 月 7 日上午 9 点在英东楼 352 会议室召开了教育学部二级党校 2017 年秋季学期工作会

议，教育学部分党委副书记李雪莲、图书馆分党委书记李晓娟、地理科学学部分党委副书记张

红、体育与运动学院分党委副书记林小群、分析测试中心直属党支部书记刘媛参加了会议。会

议内容为讨论二级党校工作计划，主要讨论了如何借助二级党校的平台开展党员的教育培训工

作。 

 

图 151 教育学部二级党校秋季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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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8 教育学部分党委召开 2017-2018 年度党建课题开题会 

11 月 29 日上午，教育学部分党委在英东楼 352 召开了 2017-2018 年度党建课题开题会。

会议由李雪莲老师主持。本次各支部共申报课题 5 项，分别是：高精尖党支部《流动性增强的

党员群体管理初探—以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为例》、学前教育研究所党支部的《探索高校

师生党支部共建模式，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学前教育研究所党支部为例》、培训学院

党支部的《加强“国培计划”校长培训班党组织建设的意义与路径研究》、教育技术学院党支

部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教师党员工作坊建设机制研究》、行政二支部的《新时期高校教师

党支部建设研究》。在每个党支部进行完课题汇报后，与会评委分别就各课题进行了针对性的

点评。一致肯定了每个课题的选题都具有各自的特色，都与学部的党建工作实际有着密切的联

系，同时与会评委也分别围绕课题的研究内容、研究设计、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对各课

题提出了修改意见。 

9.1.3 组织工作 

9.1.3.1 教育学部分党委组织党员干部、师生党员学习十九大报告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9:0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教育学部分党

委理论中心组在晚上 6:00-8:00 第一时间组织中心组成员集体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理论中心

组成员围绕十九大报告分别发表了自己的感想、感受和体会。中心组成员一致谈到在聆听了十

九大报告后都倍感振奋，报告彰显了大国的实力和自信，内心深受鼓舞，深深感受到了中华民

族的崛起和复兴，内心不由得升腾起对于祖国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中心组成员交流了报告中令

人印象深刻的内容，谈到报告厚实的内容和丰富的内涵、深刻的意义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后

续都会继续研读，继续思考和学习。 

 
图 152 分党委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十九大报告 

2017 年 10 月 18 日，教育学部分党委组织师生党员集体收看了十九大开幕会直播，认真聆

听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所作报告精神。同时还接受了学校宣传部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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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们表达了自己听取报告后的感受。特别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感受深刻，这个问题在教育领

域同样存在，如何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大家有了更大的

动力投身工作，大家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作为教育工作者，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把对党的爱、对国的情融入到工作的实践中去，办好党和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建设教育强国、

推动民族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图 153 分党委及各支部组织师生党员观看十九大开幕式 

9.1.3.2 教育学部分党委离退休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根据学校党委下发的《关于在离退休党员中开展“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主题党日活动的

通知》精神，教育学部离退休支部在教育学部分党委的指导下，分别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 

6 月 26 日，教育管理学院离退休党支部召开支部会议。会上，每名参会党员围绕主题进行

了发言，纷纷表示作为离退休党员应该从实际出发，发挥党员作用，发挥正能量，努力化解周

边负面矛盾； 

6 月 27 日，原教育系离退休党支部召开党日主题支部会议。首先，支部活动从翻看党章开

始。朴永新教授展示精心收藏的七大、八大、九大、十大直至十八大的党章和党的决议文本，带

领大家重温自己的党员生命历程。随后，与会人员讨论了当前党中央从严治党的举措，并且围

绕“为人民服务”宗旨对党生存的重大意义这一话题进行了探讨； 

6 月 30 日，比较教育研究院退休支部召开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党日活动。会上，

老党员们首先回忆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大家纷纷表示，虽然现已退休，但不会忘

记自己的党员身份，要在日常生活中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 

7 月 10 日，教育技术退休支部召开支部大会，支部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回顾自身的成长历

程，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此外，党员还对微信里海量信息的甄别分析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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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一致同意不传谣、不转发违规信息或不明来路的信息，在各微信群作正向引导。 

7 月 13 日，教育学部退休一支部召开支部会议落实学校文件的精神，与会党员纷纷发言畅

谈体会。 

9.1.3.3 教育学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 

根据学校党委下发的《关于开展 2017 年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的通知》，教育学部

积极响应，召开分党委委员会议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宣传工作。具体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如下：

一是组织各支部开展学习活动。教育学部组织支部党员通过人民网阅读学习《习近平关于全面

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并号召党员撰写理论学习文章；二是组织号召学部师生党员参加第六届

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暨廉洁教育系列活动。学部将所有作品在三楼宣传栏进行了张贴展

示，并择优向学校推荐提交；三是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注重利用新媒体平台。学部利用“教育学

部红色风采”微信公众号发布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材料。 

 
图 154 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书画作品展 

9.1.3.4 教育学部二级党校组织参观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7 月 13 日上午，教育学部二级党校组织党员教师参观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厅和通州区汉

朝遗址文堪。来自教育学部分党委、地理科学学部分党委、体育与运动学院分党委、后勤分党

委、图书馆分党委、分析测试中心直属党支部等六个基层党组织的近 40 名党员教师参加了活动。

党员教师首先来到了通州区最新考古挖掘地--汉代路县故城城址，随后党员教师来到北京城市

副中心规划展厅，观看了副中心规划沙盘和未来规划短片，对于新城建设的空间布局有了更深

一步的了解。通过参观，教师党员深切感受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工程建设正在快速推进，通

州环境和样貌在一点一点地发生着改变。本次参观不仅促进了大家对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工程建

设的了解，让大家对于国家城市规划建设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也让大家对今后的生活充满期待。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345 

 

图 155 教育学部二级党校组织参观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9.1.4 社会实践 

9.1.4.1 教育学部暑期支教队赴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支教活动圆满完成 

7 月 15-16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分党委和工会联合组织的暑期支教活动在甘肃省肃

南裕固族自治县如期举行。教育学部工会主席曾琦教授带队，教育管理学院余凯教授、国际与

比较教育研究院高益民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卢立涛副教授、教育技术学院蔡苏老师等 7 位

学部教师及行政人员前往，在肃南一中报告厅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暑期教师支教活动。此次支教

老师们分别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就高效课堂建设、教师专业发展、信息技术应用等系列问

题进行了交流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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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6 教育学部暑期支教队赴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支教活动 

9.1.4.2 教育学部暑期支教队赴广西桂林灌阳县支教活动圆满完成 

7 月 14-17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联合开展暑期支教活动。

北师大教育学部分党委书记李家永教授带队，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肖甦教授、王璐教授、高

等教育研究所方芳副教授 4位学部老师及行政人员前往灌阳县进行了为期 4天的暑期支教活动。

此次支教活动中老师们从各自的领域出发就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新高考、中小学领导力核心素

养等问题做了分享与交流。 

图 157 教育学部暑期支教队赴广西桂林灌阳县支教活动 

9.1.4.3 教育学部暑期支教队赴福建省龙岩市支教活动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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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15 日，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教师党支部支教团队在支部书记王雁老师的

带领下赴福建省龙岩市开展支教活动。参加此次支教活动的还有刘艳虹、张树东、程黎和张悦

歆四位老师。参加此次培训的龙岩市各区县特教教师达 120 余人。本次支教活动以“充分发挥

高校党员教师先锋作用，助力特殊教育地区均衡发展和质量提升”为主题,初步搭建了北京师范

大学特教党支部与闽西龙岩地区特教教师专业发展之间的平台。 

 

图 158 教育学部暑期支教队赴福建省龙岩市支教活动 

9.1.5 援疆、援滇及挂职锻炼活动 

9.1.5.1 李家永书记作为中央第 17 批博士服务团成员赴广西师范大学挂职，为期一年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第十七批博士服务团服务锻炼工作的通知》

要求，李家永书记被学校选派挂职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 1 年，自 2016 年 12 月 22 日开始，2017

年 12 月 22 日挂职结束返回学部工作。 

9.1.5.2 桑国元教授赴云南丽江市挂职，为期一年 

在教育部启动的对口帮扶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工作中，教育学部桑国元教授被选派为第五批

挂职干部，赴云南盛挂职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省长，挂职时间自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 

9.1.5.3 刘强副教授赴新疆教育学院参加援疆工作 

根据《关于做好教育部第九批援疆干部人才选拨工作的通知》精神，教育学部刘强副教授

主动提出援疆工作申请，自 2017 年 7 月赴新疆教育学院参加援疆工作。 

9.1.6 各类表彰 

9.1.6.1 教育学部分党委开展 2017 年“七一”表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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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学部分党委评优办法》，教育学部分党委在 2017 年“七一”前夕对优秀党支部

和优秀个人进行了评选。经各党支部自荐推荐、分党委评审小组投票评审，共评选出曹良亮、

李涛、杨玉春、檀传宝、赵娜、张春莉、张悦歆等优秀共产党员 8 人，陈青、杨明全、张树东、

桑国元、阚维等优秀党务工作者 6 人，国际与比较研究院党支部、特殊教育研究所党支部、行

政二支部等先进党支部 3 个、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党支部和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党支部的

“创建教师党支部实践共同体”优秀党建创新成果 1 项。 

此外，在学校“七一”表彰中学部分党委也获得了多项荣誉。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研究所（系）

党支部获评教工党支部示范点，教育学部 2015 级硕士生第五党支部获评学生党支部示范点，教

育学部 2016 级博士生党支部“学科研，做优秀党员”博士生学术沙龙系列活动获评优秀党日活

动。 

9.1.6.2 教育学部获评 2016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7 月 12 日，学校在京师学堂京师厅召开北京师范大学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教育学部再次荣

获“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教育学部在学校新闻中心、

校报上发稿 60 余篇；教育学部教师在《中国教育报》、《人民日报》等报纸媒体上投稿 50 余

篇，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网》、《新华社》等报纸及网络媒体上介绍教育

学部事迹、教师事迹约近 20 篇；教育学部在学部官网上发稿 120 余篇对学部党建活动、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等工作进行宣传报道。同时，学部党建活动同步在“教育学部红色风

采”微信平台上进行报道，教育学部企业号同步发布学部重要工作报道。通过宣传工作的积极

开展，为学部内部、学部与学校、学部与外界的沟通搭建了畅通的渠道，推动着学部的各项改

革与发展。 

 
图 159 教育学部获评 2016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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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文化建设 

2017 年，收集 2017 年各办公室负责内容的主要成果，完成对英东楼二层展板的更新，充分

展示了学部各方面工作的成绩和精神风貌，对教育学部需要更换门牌的办公室进行门牌更换，

对英东楼 3-8 层三角区文化墙的设计进行讨论。 

9.3 统战工作 

9.3.1 黄荣怀教授在民盟北师大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总结会上作总结报告 

1 月 9 日，民盟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召开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总结暨第六届委员会成立大会。

我校联系民盟委员会的副校长张凯、民盟北京市常务副主委刘玉芳、民盟市委组织部长严为、

海淀区民盟主委张维佳及 50 余位盟员出席会议。第五届委员会主委教育学部黄荣怀教授做了

2012—2016 年总结报告。 

9.3.2 余清臣主持九三学社北师大委员会 2016 年工作总结会 

1 月 10 日上午 11 点，九三学社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在英东楼 B129 室举办了 2016 年工作

总结暨新年联谊会。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专职副主任方炎，校党委副书记刘利，校党

委统战部副部长邵红英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会议。会议由九三学社北师大副主委、教育学部余清

臣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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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工会工作 

9.4.1 教育学部教代会工作 

9.4.1.1 参加学校六届六次教代会 

2017 年 6 月 24 日，学校第六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隆

重召开。教育学部作为第一代表团在英东楼 352 会议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期间，各位代

表积极为学校的“双一流”建设建言献策。程建平书记认真听取并记录了每位代表的发言，充

分肯定了教育学部在学校改革发展中作出的贡献，结合教育学部各项工作发展现状以及此次会

议中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做了回应。 

 

图 160 第六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图 161 程建平书记认真听取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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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2 教育学部第二届第三次教代会召开 

2017 年 3 月 25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英东

楼 129 成功召开，会议主题为“立德树人全员育人”，教代会代表和嘉宾 50 余人出席会议，朱

旭东部长、楚江亭副书记、张京彬副部长分别做学部工作报告、主题报告和财务报告。代表们

分组审议和讨论了大会的各项工作报告，并针对学部“立德树人全员育人”的理念集思广益。 

 

图 162 第三次教代会代表合影 

9.4.2 教育学部工会关心、维护教职工基本权益 

完成了 31 名部聘工会会员的缴费工作，其中 10 人为 2017 新入会的工会会员；进一步推动

教职工办理京卡互助卡，达到 94%的办卡率；完成了 211 名教职工《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

计划》的参保、续保工作；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人才培养项目中人员经费支出标准》征求

教代会执委会意见。 

9.4.3 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促进教职工健康发展 

9.4.3.1 教育学部代表队参加学校工会三八跳绳比赛获三等奖 

2017 年 3 月 8 日，学部工会积极动员组织学部老师参加校工会组织的 2017 年度跳绳比赛，

并荣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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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 参与老师们合影 

9.4.3.2 教育学部师生方队在校运动会开幕式上荣获“最精彩入场式奖” 

为呼吁广大教职工积极投身到体育运动当中，加快推进健康校园建设，筑牢教职工健康幸

福之基，教育学部于 5 月 5 日积极组织学部老师参加校运动会。组成了 60 余人的师生方队，在

校运动会开幕式上荣获“最精彩入场式奖”。 

 

图 164 入场式照片 

9.4.3.3 教育学部代表队参加校工会教师服饰风采大赛获集体表演二等奖 

5 月 31 日由校工会举办的以“创意源于生活，魅力绽放幸福”为主题的教职工服饰风采大

赛在学生活动中心成功举行。教育学部组织教职工 17 人参与本次服饰风采大赛，经专家评委和

大众评委的共同评定，教育学部代表队获得集体表演二等奖和主题创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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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5 教职工服饰风采大赛 

9.4.3.4 组织教职工参加校外体检 

为确保教职工身体健康，教育学部工会为学部教职工定制了个性化体检套餐，9 月-10 月期

间，陆续组织教职工集体体检活动 4 次，完成约 200 名教工的体检工作。 

9.4.3.5 积极组织教职工参加健康长走活动 

在 2017 年教师节来临之际，校工会与校友会共同携手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广大校友和教

职工组织举办 2017 教职工健康长走活动，学部工会在接到校工会通知后积极组织教师报名，最

终学部动员 16 名学部教师及其家人共同参加健康长走活动。 

9.4.3.6 组织工会会员观影 

为响应十九大会议精神号召，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学部工会组织工会全体会员接受思想教育，选择《烽火芳菲》、《邹碧华》等革命优

秀题材影片组织工会会员观影。 

9.4.3.7 教育学部工会俱乐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为进一步丰富教工业余文化生活，近几年，学部工会陆续成立了声乐、健身、乒乓球、羽毛

球、健身、游泳、瑜伽、摄影长走等各种俱乐部，并坚持开展活动。各俱乐部积极聘请专业教

练，其中摄影俱乐部举办了系列讲座，其他俱乐部也纷纷组织了不同形式的训练，并积极参与

了学校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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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6 教育学部工会俱乐部丰富多彩的活动 

9.4.3.8 组织举办“不忘初心，崇教爱生——2017 年教育学部总结交流会” 

在 2018 年新年来临之际，教育学部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下午在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成功

举办了“不忘初心，崇教爱生——2017 年教育学部总结交流会”。教育学部二级学术机构以及

行政部门、期刊及教学实验中心、培训学院等 19 个机构的 200 多名教职工出席。活动分为“崇

教爱生，好教师”、“奋发有为，展风采”、“不忘初心，向前行”三个版块，现场有诗朗诵、

小合唱、歌曲串烧、相声、舞蹈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回顾了 2017 年的工作

成果，展望更加美好的 2018 新年。 

 

图 167 2017 年总结交流会 

9.4.4 教育学部工会搭建平台助力教职工专业发展 

9.4.4.1 积极组织教师参与学校第六届多媒体教学设计比赛 

根据校工会下发的《关于举办第六届多媒体教学设计比赛的通知》，学部工会联合教学办

积极动员学部中青年教师参赛，并通过学部预赛和经验分享会组织参赛教师在张斌贤、李芒、

刘美凤老师的指导分享下，多次调整完善参赛设计，促进学部参赛教师在学校比赛中取得佳绩，

学部也成为全校唯一一个荣获优秀组织奖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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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8 第六届多媒体教学设计比赛获奖证书 

9.4.4.2 积极组织行政人员参与学校第三届青年管理干部岗位竞赛 

为加强青年管理干部队伍建设，教育学部积极组织教职工参与校工会组织的“北京师范大

学第三届青年管理干部岗位技能竞赛”。学部共有 6 位青年教职工积极参与竞赛，在公文写作、

文件解读、信息技术、情景模拟等多个组别中获得了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多个奖项。 

9.4.4.3 教育学部工会重视对困难教职工群体的关心、支持 

为弘扬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精神，继续开展困难师生帮扶救助工作，学部工会配合分党委、

学工口等部门，确定了需要帮扶救助的在职教职工 1 名、离退休教师 7 名、学生 5 名，累计投

入近 10 万元救助金进行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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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校友工作 

9.5.1 教育学部召开第一届校友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3 月 18 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第一届校友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英东楼 352 会议室

成功召开，理事会成员 30 余人欢聚一堂。教育学部校友理事会秘书长李雪莲老师主持大会。李

家永理事长和朱旭东部长在会上做了相关汇报。会议审议并表决了教育学部校友理事会章程，

通过增补朱旭东教授为教育学部校友会副理事长，增补郝文武、陈实、刘蓉慧为理事人选，审

议通过成立“教育学部厦门市地区校友分会”和“教育学部海南省地区校友分会” 

 

图 169 教育学部第一届校友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合影 

9.5.2 接待校友返校活动 

2017 年，教育学部校友会组织举办了多场校友返校活动，包括 03 级教育学部本科毕业生

毕业十周年返校活动，朱旭东部长出席座谈会，校友们一起重游校园，在昔日学习和生活的地

方合影留念；87 级学前专业三十周年活动，朱旭东部长出席座谈会，校友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

追忆校园往事、共话同学情谊；97 级教育管理专业二十周年毕业返校聚会，王工斌老师、陈强

老师出席座谈会，校友们共同追忆青春的足迹，回味着学生时代求学的乐趣，纷纷表达了对母

校的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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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0 03 级教育学部本科毕业生毕业十周年合影 

9.5.3 筹备成立地方校友分会 

9.5.3.1 教育学部校友会拟成立广州分会 

11 月 2 日，教育学部校友会李雪莲秘书长和李玉纳秘书前往广州探讨关于成立北师大教育

学部广州校友分会的事宜，会议由教育学部校友会刘蓉慧理事主持。李雪莲秘书长代表教育学

部领导班子介绍了教育学部目前的发展情况和成立教育学部校友会所做的工作，并感谢校友的

关心和付出，感谢广州校友对校友会成立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表达了拟成立学部校友会

广州分会的意愿。与会校友表达了愿意为成立广州校友分会尽自己的一份力，并对学部校友会

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图 171 教育学部校友会拟成立广州分会座谈会合影 

9.5.3.2 教育学部校友会拟成立辽宁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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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2 日，教育学部校友会李雪莲秘书长和李玉纳秘书前往沈阳探讨关于成立教育学部

校友会辽宁分会的事宜，会议由沈阳师范大学秦旭芳教授主持。座谈会上，李雪莲秘书长将校

友名录送给与会校友，还赠送了校友纪念品，并表达了拟成立教育学部校友会辽宁分会的意愿，

与会校友纷纷表示对成立辽宁校友分会感到特别欣喜，校友分会给广大辽宁校友提供一个互相

交流沟通的平台，大家说有了“家”的感觉，校友们纷纷表示要积极为成立校友分会出力，回馈

母校的培养。 

 

图 172 教育学部校友会拟成立辽宁分会座谈会合影 

9.5.4 教育学部校友会召开地方分会座谈会 

12 月 12 日，教育学部校友会李雪莲秘书长等前往海南看望海南校友并探讨海南校友分会

拟开展活动的事宜，会议由教育学部校友会海南分会会长杜文君主持。座谈会上，李雪莲秘书

长与教育学部校友会海南分会的校友商讨了今后将以何种形式开展活动以及开展哪些具体活动

的问题，校友们依据实际情况，纷纷集思广益，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校友们也纷纷表示会

加强与学部的合作，实现共赢的局面。 

 

图 173 教育学部校友会海南分会座谈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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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离退休工作 

截止 2017 年底，教育学部共有离退休教职工 163 人。教育学部按照国家"老有所养,老有所

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政策导向，“五一节”、“教师节（国庆节）”、“新年（春

节）”三个节日为离退休教职工发放慰问金、为“逢五”、“逢十”退休教师发放生日补助；设

立“教育学部帮困扶助金”、开展离退休困难教师帮扶救助工作，2017 年共帮扶 6 位离退休教

师，并一一对申请困难帮扶的退休教师进行了探望；为离退休教职工订阅《老年博览》杂志、每

月发放工资条；补充完善教育学部离退休教职工通讯录；鼓励退休支部建立相关微信群、同退

休支部书记建立微信圈，拓宽沟通渠道，增加工作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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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学生工作 

10.1 学生工作 

10.1.1 抓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10.1.1.1 加强思想引领 

组织“融爱于教·育人之始”新生入学教育活动，实施“薪火相传学部情，同心共筑教育

梦”毕业生离校教育活动。 

10.1.1.2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学生党员以 10 分钟微党课、1 分钟微论坛、1 刻钟微视频、1 小时微志愿、1 秒钟微传播的

“五微”行动为抓手，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活动，构筑学生党员先锋

工程。 

10.1.1.3 创设积极奋进的学生社团 

教育学社、行知学社、木铎手语社、四环游戏小组等社团结合专业知识开展志愿服务。诵

经典学社在北师大实验小学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Alaihm 合唱团在母亲节为师生录制了

优美的“感恩乐曲”。 

10.1.2 引导学生提升专业水平 

10.1.2.1 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开展以“教育自信”为主题的第八届学术文化节，举办“锵锵三人行”、研究生学术素养

提升计划、首都高校研究活动。依托学业辅导室，开展“学而名家讲坛”“学而沙龙”等百余

项活动。 

10.1.2.2 推动教育公益实践 

2017 年暑期，以“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为主题派出 26 支实践队、200 余位同学赴新疆、甘

肃等地，开展教育援助、教育调研、教育寻访、教育结对和教育影像行动。 

10.1.2.3 开拓就业创业新路径 

多次组织学部本科、硕士、博士生参观考察“北京创客空间”、“王府学校”、“北京十

一学校”、“空军直属蓝天幼儿园”等机构，举办教育学部求职专场活动，举行“女大学生‘职

场·生活’幸福人生”沙龙，“中小学教师”和“高校辅导员”职业素养专题讲座，提升毕业

生的求职竞争力。2017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99.2%、硕士毕业生就业率 98.33%、博士毕业生就

业率 98.36%。 

10.1.3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0.1.3.1 开展陶冶心灵的活动 

关爱特殊学生群体，开展箱庭工作坊。首创“为你读诗·写诗”、开展师生茶叙，心灵观

影活动。组织软陶、丝网花、“爱的小屋”、折纸成趣等手工坊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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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2 举办丰富的文体活动 

教育学部举行“群新闪耀”“如柒而遇”“冬季恋歌”“后会有柒”文艺晚会，组织师生

羽毛球赛、乒乓球赛、素质拓展。 

10.1.3.3 学术实践竞赛硕果累累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术科技竞赛。教育学部学子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公益创业大赛均有多项斩获。 

10.1.4 全员育人 

10.1.4.1 制定全员育人方案 

为了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教育学部制定了《思想政治工作全员育人

方案》，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教育教学育人、科学研究育人、社会实践育人、国际化育

人、文化传承创新育人六大育人体系，逐步建立“一中心”“二维度”“五主体”的全员育人

格局。 

10.1.4.2 建立个性化帮扶机制 

针对经济困难学生，以需求为导向，实施“个性化”资助。以能力为导向，加强贫困学生

自强自立教育。以责任为导向，设立学部“专项助学金”、激励学生成长成才，实现资助育人。 

10.1.4.3 全力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学部已经形成了“一网、两微、三阵地”网络育人格局。各学生组织均成立了网络宣

传平台，各个班级也都创办公众号，形成特色品牌。奏响立德树人的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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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党建活动 

10.2.1 学部活动 

3 月 10 日，教育学部在英东楼 318 召开 2017 年春季学期第一次学生党建工作会议。任雅

才老师在对 2016 年党建工作的总结基础上，对 2017 年党建工作提出了详细的要求和规划。强

调各支部要进一步规范组织生活，重视开展“两学一做”活动，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加强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好教育学部“三微”特色党建活动，做好志愿服务活动等。各学生党

支部阐述了党建工作规划，党建组织员进行了工作总结及展望。  

4 月 13 日，教育学部、地理科学学部在教九 502 举行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开班仪式暨首场讲

座。地理科学学部分党委书记苏筠、教育学部分党委副书记李雪莲、教育学部分党委副书记楚

江亭、地理科学学部分党委副书记王颖、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刘立及相关负责老师出

席，二百多名入党积极分子参训。为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0 周年，入党积极分子学员代表表

演了诗朗诵《我是卢沟桥》，感情真挚，极具感染力。教育学部楚江亭教授围绕理想信念做了题

为“文化软实力：精制编码塑造”的专场讲座。 

4 月 22 日，教育学部百名入党积极分子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七七事变卢沟桥

遗址，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厚重，激发出“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爱国热

情，更增添了对英勇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和向往之情。 

4 月 27 日，教育学部在英东楼 129 室举办了“研习基本理论，规范党建工作”之教育学部

第三届微党课竞赛活动。学习和贯彻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加强学部在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全面提高教育学部学生的党性修养。 

6 月 14 日，教育学部分党委在英东 614 举办了学生党支部述职和“优秀党员”“先进党支

部”评选表彰活动。为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实施党员先锋工程，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广大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大会邀请教育

学部刘立老师、刘姗姗老师和任雅才老师组成评委团，对教育学部本、硕、博共 28 个学生党支

部的年度工作进行考核评比。 

9 月 20 日，教育学部分党委在教四 306 室举办了“乡村青年教师的教育自信养成”主题讲

座，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为学生党员代表讲党课。朱旭东老师围绕党员必备素养，以向扎

身基层的乡村青年教师学习为例，从多个方面对各位党员提出了具体要求，他强调教育学部学

生党员要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做 2014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师大时提出的

“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四有青年。 

9 月 28 日，教育学部召开秋季学期党支部书记工作会议。教育学部本、硕、全体党支部书

记参加。会上任雅才老师对本学期的党建工作进行部署，对各个支部的工作提出了希冀，各位

支书也针对支部情况对本学期的工作计划进行汇报，最后党建组织员王辉、王秋蕴对党建基金

等事宜做具体说明。 

10.2.2 开展党性教育实践活动 

表 174 教育学部 2017 年发展党员情况一览表 

序号 时间 支部 发展对象 

1 3 月 18 日 2016 硕第一党支部 刘红伟、季  楠等 5 名同志 

2 6 月 9 日 2015 硕第六党支部 葛俏丽、杨舒涵、王涵义 

3 11 月 22 日 2016 硕第五党支部 赵君博、徐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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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 月 26 日 2016 硕第三党支部 王晓静、张玲玲、刘  晗、张  媛 

5 11 月 26 日 2016 硕第四党支部 王贝贝、付红霞、高  鸽、陶  晴 

6 11 月 27 日 2016 硕第八党支部 付  丽、范奭琛、田  华 

7 11 月 27 日 2016 硕第六党支部 梁晶晶、吴二妮、王海平 

8 11 月 28 日 2016 硕第六党支部 孙成梦雪、王佳明 

9 11 月 29 日 2016 硕第三党支部 李美熙、李亚蒙等 5 名同志 

10 11 月 30 日 2016 硕第二党支部 周  瑶、栾  嵘、田  琳、房  茹 

11 11 月 30 日 2014 本第二党支部 白  卉、李一平等 27 名同志 

表 175 教育学部 2017 年预备党员转正情况一览表 

序号 时间 支部 预备党员转正名单 

1 4 月 27 日 2015 硕第五党支部 黄国琼、吴伊娜 

2 5 月 4 日 2014 硕第六党支部 陈  剑、荆晓丽、邹  旻 

3 5 月 5 日 2015 硕第六党支部 彭玉婷、张  盼 

4 5 月 10 日 2015 硕第四党支部 李  佳、周星灿 

5 11 月 12 日 2017 硕第三党支部 宁方京 

6 11 月 25 日 2017 硕第八党支部 刘  聪 

7 11 月 27 日 2014 本第三党支部 安  欣、王  妤 

8 11 月 28 日 2017 硕第九党支部 刘一诺、吕  欢 

9 11 月 28 日 2015 硕第二党支部 叶铖垒、方博宇等 5 名同志 

10 11 月 29 日 2015 硕第四党支部 倪文锦 

11 11 月 29 日 2015 硕第六党支部 孙  玲、晁亚群、谢燕妮 

12 11 月 29 日 2014 本第三党支部 季子锡、于泳稼 

13 11 月 29 日 2015 硕第八党支部 李文婧、孙林红等 5 名同志 

14 12 月 1 日 2017 硕第七党支部 赵迁兰、张安琦 

15 12 月 1 日 2015 级博士党支部 胡昳昀 

16 12 月 1 日 2017 硕第一党支部 肖  甜 

17 12 月 1 日 2017 硕第二党支部 陈伊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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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支部 预备党员转正名单 

18 12 月 3 日 2014 本第二党支部 原君尧、王新宇等 5 名同志 

19 12 月 4 日 2014 本第一党支部 韩  鹏、席嘉彬 

20 12 月 4 日 2015 硕第五党支部 王艳慧、闫欣媛、乔  平 

21 12 月 8 日 2017 硕第九党支部 张  睿 

22 12 月 10 日 2015 硕第三党支部 乔  侨、张亨国等 5 名同志 

23 12 月 13 日 2017 硕第三党支部 刘  璐 

24 12 月 14 日 2017 博第一党支部 朋  腾、李东宏 

25 12 月 15 日 2017 硕第八党支部 符  洁 

26 12 月 19 日 2015 硕第一党支部 刘舒丹、柴净净等 5 名同志 

27 12 月 21 日 2017 硕第六党支部 陈  囡、于国欢、吴亚丽、徐伟琴 

28 12 月 22 日 2017 硕第五党支部 姜秋璐、聂  宁 

29 12 月 27 日 2017 硕第六党支部 康云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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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开展党员理论学习活动 

3 月 18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八党支部召开党员民主评议大会，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查找和解决突出问题，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强化党的

观念、提高党性修养。 

3 月 18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一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介绍党员民主评议细则并发

放民主测评表。根据各位党员上学期的实际情况进行民主评议测评。 

3 月 20 日，教育学部 2015 级硕士第四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会，带领大

家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党建工作标准》、《北京师范大学关

于进一步规范党支部组织生活的实施办法》等重要文件，进一步强化支部成员党员意识。 

3 月 20 日，教育学部 2015 硕士第五党支部召开了专题组织生活会、党员民主评议会。许多

党员意识到自己党性修养不高、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表示自己今后一定要加强学习和实践，

不断提升自我。 

3 月 21 日，教育学部 2015 硕士第八党支部召开“筑牢基层战斗堡垒”组织生活会。学习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普通高等学校生党建工

作标准》、《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支部组织生活的实施办法》四份文件。 

3 月 23 日，教育学部 2015 硕第六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大会。为大

家敲响了警钟，指出了改进的方向，共同进步。最后，党支部成员表示此次大会的召开收获很

多，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大会将成为党支部的一项常规活动。 

3 月 21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三党支部召开生活会和民主评议会议，大家都抱有踏

实反思、虚心改正的态度。向他人袒露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以寻找解决方案并督促自己改正。

布置“党员上讲堂”、“重走抗战路”、“经典名著诵读”三项活动，意在从活动中帮助党员

丰富党的知识、领悟党的精神。  

3 月 24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四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会与民主评议会。各位党员同

志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本次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和真实，在讨论中的确暴露出了许多的不足

和缺憾，大家纷纷表示要改过自新，做更好的自己，更优秀的党员。 

3 月 26 日，教育学部 2014 级硕士第六党支部召开了专题组织生活会、党员民主评议会。带

领党员学习“四讲四有”的内涵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着力解决理想信念缺失或模糊的问题，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强化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争做

“四讲四有”的合格党员。 

4 月 7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四党支部开展“学习雷锋精神，争做合格党员”活动。

观看《雷锋在 1959》与《人民的名义》两部影片。大家纷纷表示要把雷锋精神铭记在心，争做

当代雷锋。 

4 月 12 日，教育学部 2014 级本科生党支部主办，教育学社承办的“立德树人的逻辑与实

践——谢维和教授主题讲座”。师生通过道德品行的培育，提升自我认识，促进全面发展，把

“人人独善其身”和“人人相善其群”真正地结合，实现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4 月 22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八党支部和清华大学工物系博 16 党支部结合《人民的

名义》就做合格党员大讨论与素质拓展开展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党员对自身以及对如何做一名

合格党员的认识，有助于同学们更加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5 月 18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四党支部开展“学习‘五四’精神，争做合格党员”

的活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青年节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重要讲话。 

5 月 25 日，教育学部 2014 级本科生党支部筹备组织，邀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著

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莅临我校带来“大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主题讲座。进入大学校园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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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要实现从“学好”到“好学”的转变。讲解了“好学”的五个要素，即“好奇”、“好问”、

“好读”、“好思”和“好言”，勉励学生养成“好学”的习惯，获得成长。 

 

图 174 谢维和教授主题讲座 

6 月 13-22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五党支部举办“引领风尚，传播正能量”学习小组

活动，围绕《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讲》学习分享，创编拍摄一分钟传播正能量视

频，创编《追梦赤子心》来表达新一代青年的激情与风险。大家深入学习了“当代中国科学发

展的价值指南”、“社会主义应高扬‘民主、公正、和谐’的价值观”、“‘和谐’价值观是

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凝‘神’聚‘气’：树起引领社会思潮的主心骨”和“强

‘魂’健‘体’：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五个部分。 

6 月 24 日，教育学部 2016 硕士第六党支部举办“学党章、知党史、守党纪——党的知识竞

赛”活动。做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严格遵守者，增强理论武装，知党、爱党、信党，忠于党的

信仰，坚定理想信念，时刻在灵魂深处反躬自省。 

7 月 1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四党支部学习“习总书记关于祝贺香港回归 20 周年致

辞”。活动的主题“香港回归 20 周年”，纷纷发表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以及对祖国和平统一的

美好祝愿。作为社会和国家的一员，作为共产党员，一定要真正做到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了

三个相信，即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 

9 月 24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四党支部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迎接党的十九大”

活动。本次活动创新形式，开展了“保持党员先进性，个人觉悟还是制度建设更重要”主题辩

论，各位党员和积极分子分为两队，进行了精彩的辩论，展现了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四党支

部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对党的热情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10 月 11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五党支部举办“聚焦十九大，永远跟党走”主题教育

活动，教育活动积极围绕专题理论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精神。 

10 月 15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研究生第四党支部与 2017 级硕士研究生第四党支部开

展了新老支部共建活动，学习砥砺奋进的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的治国理政战略思想重要内容，感

触颇深。 

11 月 2 日，教育学部 2017 级硕士第二党支部开展了以“学党规党章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

员”为主题的党员大会，观看了视频《小 Q 看十九大之党章》、学习了《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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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读本（2016 年版）》。 

11 月 8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五党支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活动。

通过观看《辉煌中国》宣传片，了解我国当今创新科技发展成果；结合“两学一做”和十九大报

告的精神畅谈自己感受；并通过知识竞答的方式，学习十九大报告。 

12 月 10 日，教育学部“两学一做，打造一名党员一面旗”主题党建活动如期在教四 106 举

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仅使全体与会成员学习到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等方面的治国理政战略思想重要内容，而且有助于提升支部成员的个人

党性修养，推进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践行对党的忠诚、干净、担当。 

12 月 17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三党支部开展“两学打好基础，参观拓展视野”两学

一做专题活动，通过此次活动，党员们对“两学一做”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十九大、党章

修改、廉政问题等，有了更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并纷纷发表自己的感想，党性觉悟得到了充分

提高。 

10.2.4 开展党性教育实践活动 

3 月 3 日，教育学部 2015 级硕士第五党支部，联合中国矿业大学硕 15-1 党支部举办“贯

彻两会精神——环保之旅”活动。通过身体力行的环保行动、与路人的交流竞赛，学习十二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就如何更好地建设“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全面小康社会，提出一系列的惠民政策。 

3 月 18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博士生党支部举办《学党章，学科研，做合格党员》之学科研

——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主题学习。以“城乡教育哲学之思”为主题，探讨了作为博士生研究

生，如何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城乡教育一体化”，未来如何结合各自的专业开展科学研究与实

践，如何从各自专业出发，为乡村教育出力，探讨城乡教育共谋发展的可能性。 

3 月 25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学前、特教班全体党员与团员举办“雷锋精神，与时代同

行”活动。宣传小组向游客传扬雷锋精神，讲解雷锋英雄事迹。清洁小组负责区域内的白色垃

圾、固体垃圾的清理。进一步学习和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雷锋精神，在班级中形

成“人人学雷锋、天天学雷锋、时时有雷锋”的良好氛围。 

 

图 175 志愿者给游客讲解雷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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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教育学部 2015 级硕士第五党支部联合北京师范大学红会开展了“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党支部成员分为两个小分队，分别去往海军总医院儿童部以及白纸坊宁心园养老

照料中心，为老人与儿童送去温暖与支持。 

4 月 15 日，教育学部 2015 级硕士第一、第四党支部举办“体验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松

堂关怀医院志愿行活动”出生与死亡本就是生命的两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阶段和过程，

正是有了死亡，我们的生命才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因此，应该用积极的态度来拥抱死亡。而松

堂关怀医院的宗旨就是让每位老人更好的迎接死亡。 

 

图 176 体验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松堂关怀医院志愿行 

4 月 15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五党支部前往半截塔村社区活动中心进行志愿服务，

了解流动儿童面临的生活、学习、教育现状，给孩子们开展了一场别样的团体辅导。作为一名

将来要从事教育工作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我们应当深切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踏

踏实实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 

5 月 7 日，教育学部 2015 级硕士第四党支部、第六党支部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太阳村进行志

愿服务，与北京荣耀爱心志愿者服务队一起帮助孩子们改善伙食，美化太阳村内部环境。 

 

图 177 太阳村志愿服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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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三党支部召开“抗战故事留我心，抗战诗歌传我情”主

题党建活动。此次活动以革命诗歌大赛的形式展开，以革命诗歌为主线，在形式多样的诗歌大

赛中领悟了诗歌背后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内涵。 

6 月 10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三党支部，联合教育学部 2015 级硕士第三党支部举办

了“五四运动缅怀活动之辅仁共思寄我情”活动。了解了辅仁校区悠久的历史，也了解了当年

学生运动的种种故事。党员们按照之前划分好的小组进行了爱党爱国诗歌朗诵，包括《歌颂党》

《我是党员请向我看齐》《为人民服务》《相信未来》《做合格党员》等篇目。每一个人都精神

饱满，朗诵中洋溢着热情和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之情。拍摄的爱国故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和信念。 

 

图 178 五四·拍摄爱国故事合影 

6 月 20 日，教育学部 2015 级硕士第五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会暨党支部毕业交流会。总结

回顾、面向未来发展，在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中吸取经验，再将这些经验应用到未来支部发展的

过程中去，在党支部队伍不断壮大的基础上，支部的每一位成员也在不断成长与发展。 

9月8日，教育学部2017级硕士第二党支部为了使支部党员能更快更好的适应研究生生活，

特地组织党员同学们去往每一间班级宿舍，开展“党员送温暖”活动，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入学

情况和学习、生活中的各种困惑。为每名同学的需要和发展服务。 

9 月 9 日，教育学部 2017 级级硕士第二党支部开展了师兄师姐答疑见面会。邀请来自 2016

级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朱俊杰师兄和李佳哲师姐，带着自己两年的研究生学习

和生活经验，给新生们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帮助支部成员尽快地适应新的学习生活。 

9 月 24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八党支部开展了“党小组读报学习活动”，进行读报学

习讨论、心得体会分享。 

9 月 28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八党支部与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党支部开展了“回顾改

革历程，聚焦教育发展” ——迎接十九大胜利召开师生共建主题活动，对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主

要成就及十八大以来教育的发展与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 

10 月 14 日，教育学部 2017 级硕士第九党支部来到天安门广场组织开展了“不忘初心，做

红旗下的接班人系列活动之观看升旗仪式 ”主题活动。 

10 月 17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三党支部召开“回想过去，畅想未来——喜迎十九大”

党建活动，全体党员及预备党员一同观看《将改革进行到底——党的建设》纪录片，一起书写

感想、畅谈感想，共同迎接十九大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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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教育学部 2017 级硕士研究生第五党支部前往圆明园开展了“游访圆明园，坚

定中国梦”主题党建活动。 

 

图 179 硕第五党支部在圆明园门前合影 

10 月 27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六党支部携手前门大江社区开展了重阳节共建活动，

为前门大江社区庆重阳暨第五届庆丰节文艺汇演提供志愿服务，帮助分装活动中要发放的奖品，

迎接行动不便的老人抵达会场。 

 

图 180 李东琦、刘玉婷送小区老人回家 

11 月 1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四党支部召开本学年第一次党支部大会。对《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四党支部制度建设》进行一一解读。确定每月第二周周日为支部的“固定党日”。 

11 月 2 日，教育学部 2017 级硕第二党支部和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 171 党支部进行共建，

举办“不忘初心跟党走—聚焦十九大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识竞赛，以竞赛的方式调动同

学们学习十九大核心知识及领会十九大精神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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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教育学部 2017 级博士生党支部开展“闻歌起舞十九大”主题分享活动，将在

场的各位学生党员分成了 7 个小组，通过分享自己的求学见闻、经历过的时代变化、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祖国繁荣和发展等有关的故事，以口头讲述（闻）、歌颂祖国发展的歌曲传唱（歌）、

起笔画画（起）、结合《建党伟业》、《人民的名义》等主题片段进行即兴舞台情景再现（舞）

等形式，道出每个人心目中的十九大。 

11月12日，教育学部 2016硕第二党支部于前往辅仁校区举办了党章诵读与知识竞答活动，

促进支部的党员同志们对最新修订的党章的了解。 

11 月 12 日，教育学部 2017 级硕士第九党支部来到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展馆

进行参观，体验复兴之路史，着重学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历史。 

 

图 181 国家博物馆前合影 

11 月 13 日，教育学部 2016 级硕士第六党支部组织了《巡视利剑》系列视频学习活动，集

体观看了《巡视利剑》第一集：利剑高悬。通过《巡视利剑》系列视频学习，支部成员了解了从

严治党近几年取得的显著成效，看到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信心。 

11 月 18 日，教育学部 2015 级博士党支部开展了“走进松堂，理解生命”主题活动，前往

北京松堂关怀医院进行志愿服务。 

11 月 27 日，教育学部 2015 级、2016 级硕士第八党支部举行了学习十九大精神，践行“教

师梦”共建活动，对青年为什么要关注党代会进行探讨，并观看“尹蔚民部长答中国日报记者

提问-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视频，教师、学生就此问题进行交流。 

11 月 29 日，教育学部 2015 硕第六党支部举行关于学习十九大精神交流会，我国主要矛盾

的转变进行了深入探讨。 

12 月 14 日，教育学部 2017 级博士党支部第二支部举办了“知识图谱分析法在教育研究中

的应用——以 Citespace 软件为例”主题活动，王怀波同志分别从 Citespace 软件的安装、注

意事项以及具体应用三大方面对全体同学进行了，并积极认真的解答了在场同学的所有疑惑。

活动结束后很多外院甚至外校的同学纷纷和王怀波同志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纷纷表示受益匪

浅。 

12 月 17 日，教育学部 2016 硕第四党支部组织“感受新发展，学习十九大”的党建活动，

活动在北京天文馆正式开展。此次活动让大家充分感受到了天文的魅力以及国家天文航空科技

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党员们为党和国家天文事业的进步发展而欣喜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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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学术活动 

10.3.1 学术文化节 

为丰富广大学部师生的学术思想，扩宽跨学科视野，了解本专业领域、其他专业领域及整

个教育领域的发展脉络与前沿，教育学部研究生会学术部于 2017 年开始多场高水平学术文化讲

座，并开创了以“师说”为名的系列讲座品牌，赢得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3 月 28 日，教育技术专题讲座：《学习过程数据化及学习分析：技术变革教育的关键》在

教二 212 成功举办，主讲嘉宾为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的院长武法提教授。武法提教授从对教

育大数据的特征分析、CloudBag 云教育项目以及实际教学中的案例三个方面进行了关于技术变

革教育的内容讲解。最后武老师就在青岛开设的一些翻转课堂的实验进行细致的介绍。 

4 月 12 日，“立德树人的逻辑与实践——谢维和教授主题讲座”于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

京师厅成功举办。讲座初始，谢维和教授强调了德育对于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性。接着，谢维和

教授从公德和私德方面入手，提出培养学生的自觉性应从私德开始，并逐步推广到公德。他通

过引用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对公德与私德的论述，勉励广大师生要重视私德培养，处理好公德

与私德的关系，通过道德品行的培育，提升自我认识，促进全面发展，把“人人独善其身”和

“人人相善其群”真正地结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4 月 15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育自信”主题座谈——锵锵三人行活动在敬文讲堂

隆重举行。本次学术文化节开幕式邀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名

誉院长顾明远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施克灿老师，中

关村第三小学校长刘可钦老师三位嘉宾。三位嘉宾希望广大心怀教育理想的青年人，要努力兼

备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与西方文化素养，做到学贯中西，在追寻教育理想的路上勇于克服困难，

在漫长的教育实践路上不忘初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教育梦”而不懈努力。 

 
图 182 座谈会现场 

4 月 27 日，教育学部院系所“师说”系列讲座课程与教学研究前沿讲座——“从学记、大

教学论到微教学论”在教二楼 109 室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了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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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荣教授主讲。胡老师首先让同学们根据自己的教学经历和感受反思遇到的问题或困惑，引导

同学们对教学论领域内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刻思考。接着胡老师阐释了自己的“微教学论”思想

和观点。同时，胡老师还结合了薄弱学校的教改实践研究，与同学们分享了其中的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及研究结论。后胡老师提出了自己关于构建有效教学模式的观点。 

5 月 14 日，第八届首都高校教育学研究生学术论坛暨教育学部学术文化节闭幕式在英东楼

318 成功举办。本次论坛中，北京师范大学石中英老师、楚江亭老师和李涛老师，以“在创新中

走向教育现代化”为主题与大家分享了他们的真知灼见，同时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的五位优秀教育学硕、博研究生展示了他们的获奖论文，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

的学术盛宴。 

5 月 20 日，“师说”——学术研究前沿系列讲座暨特殊教育专题讲座成功举办。本次讲座

的主题为“从特殊教育研究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邀请嘉宾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

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雁老师。王老师首先对特殊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的生态分析。

然后，老师对特殊教育研究的进展进行了分析与展望，王老师分析道，近年来我国特殊教育研

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全纳教育、随班就读、特殊教育学校、自闭症等内容成为了我国特殊教

育的研究热点。王老师还提出在之后的特殊教育研究中，应当关注特殊教育法律与政策研究，

推进融合教育的本土化研究，关注特殊教育质量，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多种研究方法综合使

用。 

5 月 25 日，“大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主题讲座在敬文讲堂成功举办，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从我国教育中的“均值”与“方差”问题谈起，分享了对中

国教育问题从“人”与“才”两个维度的思考。钱老师接着围绕自己受到广泛关注的三篇在清华

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学好”与“好学”》和《“人”

重于“才”》，提出大学生应警惕在学习上的短期功利主义。钱老师还分享了他对批判性思维与

创造性思维教育的见解。他认为，大学生思维发展会应经历由盲目的确定，到有知的混乱，再

到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变化过程，大学生应该通过学习和感悟不断提高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这一系列讲座契合学生需求，每场讲座座无虚席，讲座的举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0.3.2 学业辅导 

教育学部学业辅导室与“书院制改革”紧密结合，围绕“创建学术科技平台、培养学生学术

素养”的方针，通过创建辅导团队、协调师资力量等多种方式助力学业发展，为学生顺利完成

学业、全面提高综合素质提供专业化辅导。 

为解决学生学习层面的困惑，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研究能力和学习成绩，利用学业辅导室

开展每周辅导工作，由多位不同专业的辅导员周三、周四穿插接待前来进行咨询的学部学生，

与同学们进行深度交流，是师生交流的良好平台。 

表 176 教育学部 2017 年学业辅导值班表 

序号 日期 教师 地点 

1 3 月 16 日 张悦歆 学六楼 400 

2 3 月 23 日 吴  娟 学六楼 400 

3 3 月 30 日 赵  宏 学六楼 400 

4 4 月 6 日 张亚星 学六楼 400 

5 4 月 13 日 卢立涛 学六楼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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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日期 教师 地点 

6 4 月 20 日 邓林园 学六楼 400 

7 4 月 27 日 梁文艳 学六楼 400 

8 5 月 4 日 蔡  苏 学六楼 400 

9 5 月 11 日 周慧梅 学六楼 400 

10 5 月 18 日 陈  玲 学六楼 400 

11 5 月 25 日 方  芳 学六楼 400 

12 6 月 1 日 王乃弋 学六楼 400 

13 6 月 8 日 马  宁 学六楼 400 

14 9 月 27 日 陈露茜 学六楼 400 

15 10 月 12 日 方  芳 学六楼 400 

16 10 月 18 日 赵国庆 学六楼 400 

17 10 月 26 日 李艳燕 学六楼 400 

18 11 月 1 日 张志祯 学六楼 400 

19 11 月 9 日 周慧梅 学六楼 400 

20 11 月 15 日 张悦歆 学六楼 400 

21 11 月 23 日 吴  娟 学六楼 400 

22 11 月 29 日 陈  玲 学六楼 400 

23 12 月 7 日 王乃弋 学六楼 400 

24 12 月 13 日 李蓓蕾 学六楼 400 

25 12 月 21 日 张亚星 学六楼 400 

26 12 月 28 日 梁文艳 学六楼 400 

定期举办“桌边漫谈”，邀请知名学者教授利用中午午餐时间，与部分自愿报名的同学进

行人生漫谈，对于正处于大学最美好时期、激情澎湃迎接未来的同学们来说，是吸取人生经验、

了解学科前沿的宝贵平台。 

表 177 教育学部 2017 年桌边漫谈活动 

序号 日期 教师 地点 

1 3 月 28 日 蔡  苏 学六楼 300 

2 4 月 26 日 杨开城 学六楼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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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月 11 日 傅  骞 学六楼 300 

4 6 月 16 日 宋  萑 学六楼 300 

5 10 月 19 日 康永久 学六楼 300 

6 10 月 19 日 李亦菲 学六楼 300 

7 11 月 23 日 王乃弋 学六楼 300 

8 11 月 23 日 丁道勇 学六楼 300 

10.3.3 学生学术素养培训 

学术素养培训系列活动从学生的日常能用得到、用得上的软件出发，以 office 软件系列和

学术日常类软件为落脚点，帮助同学们提升学术素养，提高研究效率。教育学部研会学术部和

办公室共同举办了学生素养系列培训。 

5 月 15 日，教育学部学生学术素养培训系列——“Word 长文档排版的方法与技巧”在教九

203 室成功举办。本次培训邀请了 2015 级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解博超担任培训主讲，解博超

同学曾为校内外各单位主讲 Office办公软件应用培训数十场，拥有丰富的培训经验。首先，主

讲人用同学们在使用 Word中常常遇到的几个问题作为开场，讲解了在 Word使用中的一些误区。

接下来，解同学主要为大家讲解并演示论文的结构排版，以自己的课题论文为例，主要从页面

设置、样式的使用、各级标题的制作等方面。之后，解同学又讲解了 Word中图表的处理，分别

从图片和表格的插入与调整进行讲解。 

5 月 17 日，教育学部第八届研会在教九 302 教室举办了“NoteExpress软件培训”的活动。

研会邀请到了教育学部毛芸老师为大家详细讲解如何使用 NoteExpress 去管理文献。从软件下

载、导入文献以及文献管理的相关技巧依次分享。此次培训不仅吸引了很多研究生同学们的参

加，还有很多教育学部本科生的积极参与。 

5 月 19 日，教育学部第九届研会在教九 002 教室举办了“PPT 制作”的培训活动。研会邀

请到了教育学部 2014 级北师大教育学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李鸽同学，为大家详细讲解

PPT 设计和制作的相关技巧。首先，她向大家介绍了 PowerPoint 的用途和功能。然后，她向大

家展示了 PPT 的实用版式，细心地提供了搜索素材的资源网站。为了方便大家掌握，她现场演

示，在此过程中大家学习到了很多 PPT制作的小技巧。 

5 月 22 日，教育学部学生学术素养培训系列——“别说你懂思维导图”在教九 203 室成功

举办。本次培训邀请了 2015 级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陈钱钱担任培训主讲。首先，主讲人为大

家介绍了思维导图的基本信息，包括思维导图的起源、倡导人、基本原则、形式等问题。之后，

主讲人为同学们深入介绍了思维导图的不同优点和用处。此次培训受到到场的同学们一致好评，

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10.3.4 学术新星分享交流会 

教育学部为研究生提供展示与分享自己研究成果的平台，积极组织读书分享会和标兵交流

会，以促进学生之间的分享与交流。 

9 月 22 日，“第一次读书分享交流会”在英东楼 552 室举办。在这场读书分享会上，同学

们以头脑风暴的方式，提出入学半月以来在读书学习上所遇到的问题。这次读书分享会，为大

家适应新的研究生学习生活，畅通读书学习之路，提供了一次分享和交流互助的平台，受到同

学们的喜爱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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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第二次读书分享交流会”在英东楼 552 室举办。在本场读书分享会上，冯建

芳同学分享了课程论文《家庭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为大家展示了量化研究方法的优势。

郭松同学分享了《教育类中文期刊目录分析》和《北师大图书馆教育学分馆中文馆藏分析》，对

大家熟悉教育类期刊和北师大图书馆教育类书籍的馆藏情况，不无裨益。随后，与会同学针对

近期读书学习的问题和收获展开了认真的讨论。 

11 月 2 日，“第三次读书分享交流会”在教二 304 室成功举办。本场读书分享会上郭松同

学读书主题分享《真假马丁——历史学家如何找出真相》，而后大家讨论初次阅读一本书我们

有必要注意的问题，最后莫莎同学读书主题分享与音乐赏析《贝多芬的力量——贝多芬其人及

音乐》。 

11 月 15 日，“标兵交流会”在教二 203 室成功举办。本次标兵交流会邀请到了学识深厚

的段世飞、李洋和于超三位优秀的同学。他们共同为参加交流会的同学们和朋友们奉献一场关

于学术方法和感悟的盛宴，解读和展示了学术论文写作和发表的方方面面，引起了在座同学们

的浓厚的兴趣，交流会结束后，久久不肯离去，跟三位分享者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10.3.5 辩论赛 

11 月 11 日-12 月 10 日，历时一个月，教育学部爱的开始辩论队本科新生辩手利用课余时

间精心设计，辛苦准备，不厌其烦的查资料、再忙也一定来的模辩、反复提建议、不断磨攻防。

12 月 10 日，在决赛中以沉着的立论、深入浅出的解释、快速精准的攻击、感情丰富的总结，给

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和良好的观感，经过北京师范大学“熙言杯”新生辩论赛几场晋级赛、半

决赛和决赛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最终获得冠军。 

11 月 4 日，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二届金声杯研究生辩论赛拉开帷幕，教育学部辩论队在研究

生会学术部的支持及各辩手的努力下，过关斩将，突破难关，闯进北京师范大学四强。12 月 2

日，教育学部 VS法学院的半决赛在敬文讲堂开战，辩题是“当今中国缩减贫富差距更应该注重

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教育学部持正方观点，认为应该更注重机会平等，法学院持反方，

认为更注重结果平等。在本场比赛中，我方四位辩手针对对方辩友提出的观点进行层层剖析，

反复质问，坚持己方观点，不断总结本方的观点。面对法学院的强势攻击，我部辩手们镇定自

若、见招拆招，虽最终惜败法学院，获得季军，但教育学部辩论队却由此建立了勇往直前的信

心！希望教育学部辩论队在今后能够愈战愈勇，展现出更好的风采！ 

10.3.6 期刊论文发表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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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生会承办了一系列高水平学术文化讲座。  

10 月 21 日，“如何写好文献综述”主题讲座在教二 106 举办，本次讲座邀请了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学部阚维副教授，阚老师强调开题报告和文献综述均有各自内在的逻辑，开题报告应

该以研究问题为核心展开，文献综述就是对研究问题所涉及到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整理，

现场气氛活跃。 

10 月 25 日，“量化研究，你可以搞定”主题讲座于教二 312 室正式开讲，主讲嘉宾是教育

学部李琼教授。讲座开始,李老师首先对量化研究的概念以及其和质性研究的区别做了界定。接

着，李老师介绍了量化的整体思路和研究过程。李老师认为，做研究好比盖房子，理论支点好

比是量化研究的房屋基础，实证支点好比量化研究的房屋框架，量化研究这座房子要想盖的好，

这两者是关键。 

10 月 26 日，“质性研究设计漫谈”专题讲座在教二 301 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嘉宾到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卢立涛副教授。卢老师重点为同学们介绍了一个核心

思想：研究问题连续体，即研究是连续的，在做研究时，需要把研究问题前后相关的问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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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即以验证性/理论探讨为主和现象探索为主（不熟悉的事情），同时注意将两者结合起来。 

11 月 8 日，教育学部公众号“学而微语”推送了关于教育学部研究生会主办的学术期刊—

—《教育争鸣》稿件产生流程的稿件。经过征稿、审稿、校稿到出版四个科学公平的筛选流程，

一本《教育争鸣》就此诞生。《教育争鸣》以全国教育学及相关专业学生群体为服务对象，搭建

教育学学生的学术交流平台。期刊的内容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定位，设置学术空间、热点

争鸣、社会实践三个版块，关注教育理论的前沿问题，开展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探讨。 

11 月 22 日，“学术期刊论文选题与撰写技巧” 论文发表主题讲座在英东楼 129 教室成功

举办。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学术论文的发表流程与要求，获取学术期刊论文选题和撰写

的技巧，解决大家学术论文写作上的困惑，讲座邀请到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比较教育研究》的

编辑曾晓洁老师。同学们积极参与，现场座无虚席。 

12 月 20 日，“教育学术论文写作规范与发表要求”主题讲座在生四（多媒体教室 134）举

办，此次讲座为同学们创造一个直接与核心期刊资深编辑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教育学报》编

辑部主任李涛老师通过讲座对教育学术论文的规范、选题、摘要撰写、论证与方法、参考文献、

投稿注意事项等问题的讲解，减少同学们学术论文发表上的困惑，使同学们了解写出优质论文

和准确投稿的方法，提高投稿的命中率。 

为解决教育学部研究生在论文写作和发表中的困惑，期刊部特邀请到《教育学报》、《比较

教育研究》和《教师教育研究》的老师们为有成型论文的学生进行一对一咨询。2017 年 12 月 18

日报名截止后，期刊部将为报名的同学与老师预约时间段进行一对一指导，解决他们论文写作

与发表中的问题，帮助大家提高学术素养。 

10.3.7 出版《教育争鸣》 

2017 年 1 月-12 月，教育学部研究生会顺利出版了 19 期（特刊）、20 期《教育争鸣》，并

即将出版 21 期《教育争鸣》。 

 
图 183 第 20 期《教育争鸣》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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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文体活动 

10.4.1 文艺活动 

5 月 20 日，“夏日恋歌”大型跨校联谊交友活动在教二 301 成功举办。活动受到了来自北

航、北大、清华等高校研究生的积极响应和热烈欢迎。参与到线上一周 cp活动的同学有 66 人。

520 活动当天，到场 60 人。紧扣主题的环节让大家从线下初见，到相互了解，再到欢歌笑语，

最美的一幕幕通过最温暖的方式融化在大家的记忆里。 

 

图 184 “夏日恋歌”全体人员合影 

6 月 11 日，教育学部“壹梦无憾，后会有柒”毕业晚会在学生活动中心举办，为学部 2017

年毕业的本硕博学生在师大和在学部的求学生活划上完美的休止符，为他们送去对未来最真挚

的祝福。晚会主持人均为应届毕业生，节目演员也以毕业生为主，同学们通过这样的方式纪念

过去，迎接未来。 

 

图 185 “壹梦无憾，后会有柒”毕业晚会演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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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留学生·中国学生新老生见面会暨新生晚会”在教二 106 举办。在活动中，

来自五湖四海的教育学部留学生展示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并欢迎中国学生加入。活动

结束后，每一位留学生都找到了相应的中国交流伙伴，中国学生表示非常愿意在之后的学习生

活中对他们给予帮助和支持。 

 

图 186 主持人主持活动 

9 月 30 日，教育学部学生会在学生活动中心举办“新之所向，育梦远航”迎新晚会，欢迎

2017 级本硕博新生加入教育学部大家庭。晚会主持人均为 2017 级本硕新生，节目演员以新生

为主。迎新晚会为同学们开启新生活送上了最美好的祝愿。 

 
图 187 “新之所向，育梦远航”迎新晚会演员合影 

12 月 9 日，教育学部学生会文艺部组织学部本科学生参加了“纪念一二·九 82 周年”合唱

比赛，经过近两个月的刻苦练习，以一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缅怀过去的革命先烈，抒

发深沉的爱国情怀。教育学部最终取得三等奖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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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8 一二·九合唱比赛 

12 月 9 日，“冬日恋歌”大型跨校联谊交友活动在教四 306 成功举办。活动受到了来自国

科大、北航、北大、清华等不同高校研究生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线上打卡人数达到新的巅

峰。线下活动丰富多彩，形式新颖，为“恋歌”系列活动注入了新的生机。 

 
图 189 “冬日恋歌”活动剪影 

10.4.2 体育活动 

3 月 21 日，教育学部足球队迎来了“太阳杯”足球赛，在经过激烈的小组赛后，最终以小

组第二的优异成绩成功晋级四强。在半决赛中，全体队员拼尽全力，仍不敌对手，遗憾止步四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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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0 男足合影 

5 月 5-6 日，北京师范大学于学校东操场举办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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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健儿们热血沸腾，在场观众也是热情似火。经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最终，教育学部本科生组获得本科生甲组第一名和团体表现奖，研究生组荣获团体第四名

的好成绩。 

 
图 191 运动会工作人员与运动员合影 

5 月 18 日，教育学部与地理学部、水科院球队展开篮球季军争夺赛，最终教育学部男篮以

季军的好成绩圆满结束本次校研究生篮球联赛。 

6 月 3 日，教育学部学生会学习部和体育部共同举办了“英汉角——定向越野活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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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锻炼于一身，形式新颖，受到学部同学们的欢迎。 

9 月 16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 2017 新生嘉年华趣味运动中，教育学部的新生们配合默契，最

终获得团体总分亚军的好成绩。 

10 月 15 日，教育学部学生会体育部举行了传统项目之新生素拓，采用地图和游戏相结合

的方式，帮助新生们熟悉校园，加强同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10 月 30 日，11 月 6 日、13 日，第十四届研究生足球比赛在西操场举行，学部研究生足球

队分别对阵经生联队、数化统天联队、社发足球队，最终分别以 3:1、0:0 和 1:1 结束比赛。教

育学部足球队止步八强无缘半决赛。但三场比赛中足球队员们给观众呈现了精彩的视觉盛宴，

在比赛中全身心投入不放弃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1 月 26 日， “谁羽争锋，等你来战”师生羽毛球比赛在邱季端体育馆羽毛球场成功举行。

参加本次比赛的同学来自多个院系，涵盖本硕博三个层次。比赛分为女子单打、男子单打、混

合双打三个项目，初赛采用 31 分制，一局定胜负；决赛采用 21 分制，三局两胜。经过激烈对

决，决出每个项目的前三强。活动充分调动了同学们的积极性，比赛现场气氛热烈。 

12 月 3 日，第三十一届“明月杯”女子篮球赛决赛在邱季端体育馆综合馆正式开赛。教育

学部和物理学系都打出了自己的实力和精神，在经历激烈的比赛之后教育学部战胜物理学系，

再次成功卫冕。 

 
图 192 教育女篮场上风采 

12 月 3 日，啦啦操大赛决赛在邱季端体育馆综合馆成功举办。教育学部啦啦操队经过近两

个月的刻苦训练后，在这次决赛中取得了团体第三名、队长个人第二名和最佳团体奖的优异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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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 教育学部女篮与啦啦操队合影 

10.4.3 其他活动 

4 月 13 日，教育学部第八届研究生会第二次全员大会于教四 104 成功举办，活动促进了教

育学部研会全体成员总结经验、加强了各部门交流。本次会议让研会成员们对各部门工作有了

系统的认识，有利于各部门之间相互学习、相互鼓励、更好的开展新学期工作。 

 
图 194 第八届研会成员合影 

4 月 15 日，教育学部学生会生活权益部举办的“第三届宿舍文化节之装扮温馨家园”评比

活动圆满结束。在活动中，由学生会生活权益部干事和各班生活委员组成的检查小组对同学们

的宿舍进行了评分，此次评比共产生 4 名一等奖，6 名二等奖，9 名三等奖。本次活动帮助同学

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使大家共同维护寝室卫生，齐心协力将宿舍打造成为整洁温馨的小

家。 

5 月 20 日，由学生会生活权益部举办的宿舍文化节之“感恩有你”宿舍美食体验赛在学五

食堂二楼成功举办。活动由本科生工作处、后勤管理处学生宿舍服务中心、后勤管理处餐饮服

务中心主办，教育学部承办，邀请了学五食堂厨师长张凇、学一食堂主食班长周月维、教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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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齐明会、学六楼宿管叶秀清四位嘉宾出席。参与活动的同学们按照分组参与“多少个粽子”

和“挤眉弄眼”两个小游戏，并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学习包粽子，活动最后同学们为后勤的工

作人员们送上可口的粽子，感谢他们的关心和支持。 

9 月 22 日，教育学部学生会学习部承办的新老生交流会于教二 112 教室举行，旨在帮助学

部 2017 级新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此次活动邀请了 2015 级的王新宇、李铭尧、郑逸敏、郭

佳惠、沈子仪五位优秀学生与 2017 级新生就大学生活适应、专业发展、学生工作等方面进行了

诸多交流，干货十足。活动尾声部分，新生们积极提出了关于学习和生活的疑惑，师兄师姐们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宝贵建议。2017 级新生收获颇丰，新老生交流会圆满结束。 

9 月 24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第八次团学研代会于教九楼 502 教室顺利进行。校团委

副书记孙薇薇老师，教育学部分党委副书记楚江亭老师，教育学部学工办主任刘立老师，教育

学部分团委书记刘姗姗老师，教育学部学工办鲁妩媚老师、邱化民老师、赵爽老师及张斐老师，

校学生会副主席王涛利同学，校研究生会副主席于慧同学，各兄弟院系团学研干部代表以及教

育学部 120 名本科生代表、137 名研究生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10 月 14 日，第四届宿舍文化节之宿舍卫生检查活动圆满结束。本次活动由学生会生活权

益部主办，由监察人事部派出同学进行监督，各班生活委员参与评分。同学们在活动中展示了

各自整洁温馨的宿舍环境和风格鲜明的宿舍文化，展现出良好的宿舍风貌。活动共评选出一等

奖 3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9 名。 

10 月 20 日，教育学部分团委、学生会 2017 级干事首场培训在生四教室成功举行。本次培

训由解博超和金宁主讲。解博超对 2017 级新干事进行了通识知识培训，金宁给大家进行了礼仪

培训。 

10 月 21 日，在教二 112 和 114 两间教室同时进行未教赛初赛。共 65 名选手在讲台上大展

风采，教育学部姜依彤、张奚若等八位同学脱颖而出，顺利晋级学部复赛。2017 年 10 月 29 日

在教二 114 举办了学部复赛，由于述胜老师、马宁老师、张志祯老师担任评委。经过激烈的角

逐，最终姜依彤、张奚若两位同学晋级学校复赛。比赛过程中选手们使用 PPT 进行 8 分钟模拟

课堂教学，他们准备充分，授课风格各不相同，与台下同学积极互动，现场气氛活跃，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评委老师进行点评并与选手交流比赛中表现突出的方面及存在的问题。本次比赛中

所有选手和评委老师都展现了师大教师的素养和精神风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学为人师，行

为世范”的校训精神。 

10月27日，教育学部分团委、学生会office入门培训在电阶梯教室成功举行，人称“office

百科全书”的解博超同学对 office系列软件的使用进行了讲解，此次活动吸引了学部大批本、

硕学生。 

10 月 30 日，教育学部学生会外联部承办的“引知”美研留学分享讲座在英东楼 129 教室

成功举办。引知联合创始人 David Mainiero 和 Xini Wang 导师为同学们分析了众多申请美国

研究生的案例，分享了留学申请经验。 

11 月 4 日，教育学部学生会在教二楼 312 教室成功举办了学生工作经验分享会，王新宇和

赵文博两位同学为学生会 17 级干事进行了学生工作经验的分享，大家收获颇丰。 

11 月 11 日，教育学部研究生会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曾晓洁老师

为大家做讲座。曾老师担任《比较教育研究》的编辑，在比较教育、教育学术论文写作、家庭教

育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曾老师用内容详实、逻辑清晰的讲座解答了同学们在论文写作及发表

方面的诸多疑惑，为同学们在学术上进一步探索和前进指明了方向。 

11 月 17 日，教育学部第九届研究生会第一次全员大会“研会一线牵，珍惜这段缘”在英东

楼 129 教室成功举办，本次会议为教育学部研究生会接下来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不仅

加强了研会成员之间的了解与合作、各部门干事对研究生会的归属意识，还加强了各部门之间

的交流，更好地绘出了新学期的工作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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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5 第九届研会成员合影 

11 月 18 日，第四届宿舍文化节之宿舍文化秀活动在教二楼 208 教室成功举办。本次活动

由教育学部学生会生活权益部举办，学生会主席团王新宇、苗兴慧、吴嘉豪同学出席本次活动

并担任评委。活动中，各个宿舍的同学通过精彩的表演，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 

11 月 25 日，教育学部学生会学习部举办了本学期第一期英汉角。教育学部的学生、来自不

同院系的各国留学生以及来自其他高校的外国留学生共聚教二 103 教室，气氛融洽。各国知识

竞赛、“心有灵犀”、“千万别听我的话”和“听音乐猜歌名”等一系列活动妙趣横生。通过

本次活动加深了中国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同学的友谊和感情也有效增进了彼此的口语表达能力和

交际能力。 

12 月 8 日，教育学部学生会外联部，学习部及教育学社合作举办了“育言”系列讲座的第

一讲——“声誉追寻下的大学迷思”。我们有幸邀请到北京大学蒋凯教授作为主讲嘉宾。蒋教

授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经历和时代背景，与同学们畅谈当代高等教育的三大迷思——重科研轻

教学、争夺生源且相对忽视培养过程、竞相追逐排名。最后的互动环节中，蒋凯教授热情细致

地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现场气氛融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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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社团活动 

10.5.1 教育学社 

3 月到 4 月，教育学社举办了三次子衿读书会，主题分别为“看法国历史”、“共读《菊与

刀》”以及“共读《民主主义与教育》”，师生共读一本书。  

4 月 1 日，教育学社邀请到杨红樱老师做主题为“写在笑猫日记里的童年”讲座，现场勾

起了同学们关于童年的许多回忆。 

4 月 1 日，教育学社举办了“男女互动问答”两性知识外场。 

4 月 8 日，教育学社性灵小组邀请到了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侯志明老师做“爱人先爱己”

心理讲座，和同学们一起探究爱的真谛，帮助同学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4 月 9 日，教育学社与北京熔言剧社合作，举办一人一故事剧场，通过戏剧的形式分享他人

的故事，参与的同学都表示很有收获。 

4 月 12 日，教育学社与 2014 级本科生党支部邀请到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教育社会学家

谢维和教授做“立德树人的逻辑与实践”主题讲座，现场反响热烈，同学们都深受启发。 

9 月 11 日，教育学部 2017 级新生“中国国家博物馆之旅”参观活动顺利开展。本次活动

由教育学社实践部负责人带领，活动全程安排紧凑周全。同学们在活动中感受了文化的熏陶，

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  

10 月 25 日，教育学社正式开启名师图书馆项目，名师图书馆第一期邀请到教育学部陈桄

老师分享他的学术思考与人生经历。 

11 月 5 日，教育学社在邱季端南举办的“我是你的眼”外场活动顺利开展。本次活动引导

同学们顺应当代社会“互联网+”发展趋势，宣传、鼓励师大学子投身于“互联网+”时代大潮

中。 

11 月 14 日，教育学社与 2014 级本科生第二党支部合作，邀请到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秦春华教授带来“外切与相交——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的衔接”主题讲座，现场气氛热烈。 

11 月 17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康永久老师“作为知识与意象状态的童年” 主题

讲座顺利开展。精彩的讲座让同学们领略了康老师的风采。 

12 月 3 日，教育学社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易方机器人公司合作，开展了科技志愿者培训活

动。在北航机器人研究所负责人的带领下，随行志愿者参观了机器人成果展，进一步了解了科

普公益课。 

12 月 8 日，教育学社协助教育学部学生会举办了由北京大学蒋凯教授主讲的“声誉追寻下

的大学迷思”主题讲座，蒋凯教授结合教育经历和时代背景进行讲述，深入浅出，引发大家很

多思考。 

10.5.2 木铎手语社 

5 月 5 日，木铎手语社全体成员及各大高校手语社欢度十一周年社庆，共同见证手语社的

成长。本次活动增进了各大高校手语社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展现了新时代大学生蓬勃朝气的精

神风貌。 

9 月 30 日，木铎手语社在西操场成功举办室外培训，适逢中秋节和国庆假期，社员共同学

习关于中秋节的日常手语，并学习手语歌曲《明月几时有》。既学习手语知识，又增进了社员之

间的感情，游戏环节更使新老成员们彼此熟悉。 

11 月 25 日，木铎手语社加入形势与政策社团类课程，举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培训，

与社团成员和报名的 16 级学生共同学习手语歌曲《国家》，介绍基础听障知识和手语构词法，

并学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手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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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9 日，木铎手语社参加英语俱乐部的活动，进行手语表演，手语社成员与英语俱乐部

成员共同学习了英文歌曲《天使》，在活动中既锻炼了英语的口语表达，同时增加了手语词汇

量。 

从 3 月 21 日的第一次志愿至 11 月 30 日的最后一次志愿陪伴，木铎手语社志愿部每周组织

社员去启喑聋哑学校做志愿，活动主旨是给听障学生以关怀和陪伴，同时也很好地提升了志愿

者们的手语水平。志愿活动包含了制作豆子画、衍纸画、中国结、轻黏土手工等。 

10.5.3 行知学社 

4 月 3 日，行知学社部门中期招新在英东楼 454 举行，主要针对 16 级学生以及志愿者团

体，进行了招新的宣讲会以及志愿者的经验分享会。本次活动使师大想要参加志愿活动、奉献

自己力量，收获知识与能力的学生都有机会参加。 

5 月 14 日，行知学社举办了读书会，邀请谢琰老师作为嘉宾参与读书会，主题为“诗词课

程设计二三事”使志愿者收获了宝贵的经验，和名家有了直接的对话。谢琰老师为我们分享了

志愿者的志愿活动经验，和志愿活动中的常见错误，并给予了指导，同学们纷纷表示能在这里

读书是一种幸福，让人体会到了这所文化圣殿的感染力。 

5 月 24 日，行知学社在教四 19 举办了孔明锁小课堂，鼓励校内师生走近孔明锁，承接形式

与政策小课堂，将中国传统的益智玩具传承下去。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游戏为

主，第二个阶段是以戏剧为主，第三个阶段是以课程为主。在培训中，同学们收获了中国传统

益智玩具的知识，放松心情和锻炼了动手能力。 

6 月 1 日，行知学社志愿者抓住儿童节的契机，举办了儿童节告白分享活动，志愿者在一起

做了贺卡，写了明信片，手工娃娃，益智玩具等为平时的帮助对象的小朋友进行关怀并送出自

己的祝福和礼品。小朋友们非常开心，对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和爱。 

6 月 15 日，行知学社举办了北京师范大学周日北师游，带领社区儿童游览北师大并介绍师

大历史文化,帮助社区儿童感受师大文化，感受最高学府带来的浓厚的历史气息和学术气息。社

区儿童非常兴奋的表示以后也会好好学习，向大哥哥大姐姐学习，一样在这样的校园里生活学

习。 

9 月 17 日，行知学社在邱季端体育馆外举办了外场招新，为了展示社团文化，外场展示了

孔明锁，九连环等中国传统益智玩具，新生们好奇的前来尝试，并且发现其中的乐趣，在这次

外场招新中我们收集了志愿者信息，宣传部进行推送预告，为筹备接下来的招新大会和志愿者

面试大会做准备。 

10 月 27 日，行知学社承办形势与政策活动，对全校师生进行孔明锁培训。举办了孔明锁小

课堂，鼓励校内师生走近孔明锁，承接形式与政策小课堂，将中国传统的益智玩具传承下去。

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是以游戏为主，第二个阶段是以戏剧为主，第三个阶段是以课

程为主。在培训中，同学们收获了中国传统益智玩具的知识，放松心情和锻炼了动手能力。 

11 月 11 日，行知学社宣传部进行了光棍节特别活动，准备了节日和节气的系列推送，将现

代的新型的节日与中国传统的节气相结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和社员们进行视频拍摄，给

大家留下了珍贵的美好的回忆。 

行知学社的北京市常营社会工作服务总队，与校外社会组织合办了九次“美一课”活动系

列，对社区儿童进行课程讲授以及课业辅导，包括为学生讲解课程，陪伴学生进行手工制作，

陪伴学生进行作业，为学生检查作业和为学生们推荐解读图书，并提供心理辅导。志愿者收获

了深厚的友谊，孩子们获得了健康快乐成长的机会。 

10.5.4 四环游戏小组 

1 月 1 日，四环游戏小组的新年游园会活动顺利开展。本次游园会分为小朋友和家长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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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家长自制民俗玩具展、儿童游园会三个部分，家长和孩子在活动中增强了亲子交流互动。

通过民俗活动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对流动家庭进行文化熏陶。活动结束后，到访四环游戏小

组参观的 20 名人士发表了参观感想，表示对四环游戏小组的工作高度赞扬。 

4 月 10 日，四环游戏小组召开上半年家长会，30 名家长参与，共同探讨孩子的成长问题。

家长们讨论了孩子在游戏小组的变化，并就孩子不爱吃饭这一共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在

教师的带领下讨论了家庭安全教育。 

4 月 2 日-6 月 10 日，由于已从游戏小组毕业的小学生普遍存在课后托管的问题，为此四环

游戏小组举办了小学生课后三点半课堂活动，从朗诵、戏剧、艺术和心理四个方面开展，就流

动儿童普遍存在的城市适应、家庭教育、同伴关系、返乡焦虑进行了工作。 

5 月 7 日，四环游戏小组邀请杨立梅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 454 进行有关幼儿艺术学

习兴趣与培养之音乐教育专题家长、教师培训。此次幼儿音乐教育培训以“培养幼儿在轻松、

活跃的氛围里感受音乐节奏和音乐情感，学习音乐节拍以及学会如何唱歌”为学习目标，提升

家庭音乐教育能力和幼儿教师教学技能。 

5 月 13 日，日本富山大学代表团一行 8 人访问四环游戏小组，对游戏小组开展的工作进

行了实地考察，称这一行动是应社会问题而生，教育工作手法值得借鉴学习。 

5 月 21 日，四环游戏小组组织家长和孩子去往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展春游活动，活动以

任务路线的形式，让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寻找春天，即迎春花、蝌蚪、桃花、连翘花等。随后，

家长和儿童进行了亲子游戏活动，共同感受春天大自然的变化。 

7 月 15 日，为从游戏小组毕业的 6 名孩子举行了毕业典礼，毕业生表演了《三只蝴蝶》

节目，对弟弟妹妹们表达了他们的祝福，家长发表了感言，小朋友们也表达了对哥哥姐姐照顾

他们的感谢。活动在感动与不舍的氛围中结束。 

9 月 9 日，四环游戏小组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 454 开展了“种子计划”之自然教育的工

作坊活动。此次工作坊对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孩子产生的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自然缺乏症进行了探

讨，呼吁教师和家长关注儿童的自然生长，增强自身的自然感受力，让孩子在大自然中成为一

个孩子。并且能够理解自然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形式，利用有限的资源开展自然教育活动。 

10 月 12 日，四环游戏小组开展了家长会活动，就孩子在游戏小组的成长变化、家庭教育

问题进行了讨论，主要关于四环游戏小组的教育和幼儿园教育的差别，让家长们意识到自己是

教育的主人。 

10 月 23 日，四环游戏小组组织家长和孩子去往北京动物园开展秋游活动，参观了熊猫

馆、鸟类馆和哺乳动物馆，家长们带着孩子一起认识不同的动物习性，以及入秋后动物们为了

适应越来越冷的天气的应对办法。 

12 月 3 日，四环游戏小组在北京市西城区儿童图书馆召开了亲子故事大赛，家长们自发

制作故事题材、道具，每个家庭都进行了生动的故事扮演。最后，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

了集体故事的表演。家长们在活动中感受到了孩子一年以来的成长和变化。 

10.5.5 四叶草教育感恩基金会 

3 月—6 月，四叶草举办了朝阳区常营社区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系列志愿活动。志愿者们分次

来到常营为儿童讲授传统课程。在此期间更组织了“世界读书日”主题图书角创建活动，收获

颇丰。 

7 月，四叶草八面通实践队前往穆棱市朝鲜族学校开展为期 10 天的调研和特色课程的教学

任务，完成了学术报告和授课任务，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锻炼机会。 

8 月，四叶草通江支教队前往四川省通江中学开展为期 9 天的支教和调研活动。同学们配

合学校军训完成了支教授课和报告撰写任务。 

9 月-12 月，四叶草继续开展第二期常营传统文化课教学志愿活动。同学们前往北京常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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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服务中心为孩子们提供丰富充实的传统文化课程，进一步加强了与当地志愿组织的沟通合作。 

10 月，四叶草教育感恩基金和首都高校经典导读志愿服务联合会联手举办线上经典导读志

愿活动。 

11 月 1-3 日，“红丹丹”和四叶草志愿者第三期助盲活动成功举办。志愿者帮助盲人朋友

参观了中国国际福祉展览会，完成了导游、讲解、引导等各项工作。 

10.5.6 STEAM 折纸学社 

4 月 8 日，STEAM 折纸学社在教二 214 举办了纸智品活动，活动通过纸螺旋、双曲面抛物

线、组合立方体三个简单而不失内涵的折纸作品，与大家共同感受折纸，感受 STEAM。 

5 月 13 日，STEAM 折纸学社举办了"情书绵绵赠吾母"的母亲节专题活动。同学们动手制作

信封和康乃馨，利用立方体拼接原理制作小花篮，为自己的母亲献上节日的祝福。 

10 月 10 日，STEAM折纸学社举办了第一次全员大会和第一次活动。社长向大家介绍了社团

成立背景和理念，大家相互介绍了自己，社员们逐渐熟悉起来。接着，研发部同学带领大家进

行了折纸初体验，大家全神贯注的进行纸老鼠的折叠。活动圆满结束。 

10 月 16 日，STEAM折纸学社举办了本学期第二次活动。简单的关于折纸知识的小讲座以及

带领同学们一起折叠前川淳先生的五角星，为十九大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10 月 29 日，STEAM 折纸学社带来了企鹅折叠方法的分享。活动结束后，社团主要成员又应

邀为教育学部 2015 级 2 班以及研究生班级带去了丰富的折纸活动，参与班建活动，学社影响力

进一步提高。 

11 月 11 日，学社举办了面上全校同学的线上线下两场精彩的双十一活动。线上活动“我替

你来表心意”和线下“一朵玫瑰花活动”都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11 月末，社团相继举办了“樱花唤春来”以及“萌萌哒小龙”折纸培训活动，均获得圆满

成功。 

12 月，社团与石景山福利院取得联系，开展了每周一次的志愿服务活动，同学们积极参与，

以纸为媒，传达冬天的温暖。 

10.5.7 515“dance world”舞蹈社 

1 月 ，515 舞蹈社团队参加了教育学部 2017 年元旦晚会，为大家带来了精心编排和准备的

具有异域风情的印度舞以及霸气十足的假面街舞表演，丰富了整场晚会的表演形式和内容。  

3-5 月，515 舞蹈社定期举办“周末文化广场活动”，以大众性舞蹈的交流和学习为主，同

时附加高雅型舞蹈的感受和体验，提高了大家对舞蹈的兴趣，同时对提升审美素质，智能发展

均有益处，更能从很大程度上培养学生们坚持的意志品质。   

9 月-11 月，515 舞蹈社定期举办“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在上学期大众性舞蹈的交流和学

习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技巧性舞蹈和外国舞蹈的感受和体验，提高了大家对舞蹈的兴趣，同

时对提升审美素质，智能发展均有益处，更能从很大程度上培养学生们坚持的意志品质。  

12 月 18 日，515 舞蹈社团队代表教育学部参加了后勤集团与各院系共建的迎元旦晩会，带

来了精彩的现代风格舞蹈表演。 

12 月 30 日，515 舞蹈社团队参加了教育学部 2018 年元旦晚会，为大家带来了精心编排和

准备的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茶语花香》以及电音舞曲表演，不仅丰富了整场晚会的表演形式

和内容，也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中外舞蹈文化的不同之处。 

10.5.8 分团委下属兴趣社团 

4 月 5 日--4 月 22 日，健美操社团代表教育学部组成 B7GF 舞团参与了六大部院联合举办的

B-POP比赛，活动频率大致保持一周一次，每次活动时长为 2 小时左右，健美操社团积极认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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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活动、参与排练，在比赛紧张刺激的两队 PK环节中取得了胜利。 

5 月 13 日，应教育学部分团委社团部的号召，Alaihm 合唱团参与教育学部分团委母亲节祝

福活动：录制《鲁冰花+听妈妈的话》。郑昊、吕欣姗等 15 位同学在英东楼 346 排练并录制《鲁

冰花+听妈妈的话》，为母亲节献礼，成果剪辑为视频作为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发布在学部公众号

“英东洞”中。 

6 月 10 日，健美操社团参与“壹梦无憾，后会有柒”毕业晚会的节目表演，在此次毕业晚

会上，社团派出几名优秀代表，参与开场舞表演和集体舞表演两个节目。 

6 月 10 日，Alaihm 合唱团在教育学部“壹梦同行，后会有柒”毕业晚会中表演合唱《今年

夏天在凤凰花开的路口》。该曲目由两首歌曲组成，分别是《今年夏天》和《凤凰花开的路口》，

受到了学部同学的一致好评。 

6 月 18 日，诵经典学社教学实践活动总结交流会在英东楼 454 教室顺利进行。出席本次活

动的有教学实践活动负责人曾静同学和报名参与部分参与诵经典学社“第 5 期教学实践活动”

的志愿者。 

9 月 14 日，科学魔坊社参加了“创新驱动发展，科学破除愚昧” 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暨北

京科学嘉年华活动。本届科学嘉年华创新活动形式，拓宽涉及领域，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

教育机构搭建社会化科普平台，履行社会责任，推动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科学魔坊的大部分社

员一同前往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参观学习，体验科技创新，发现科学真相，在科学的海

洋里尽情遨游。 

9 月 25 日，健美操社团会参加了教育学部迎新晚会开场舞，迎接新生，给晚会开场营造热

烈的氛围，为师生带来良好的视觉效果。 

10 月 14 日，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讨会在英东楼 454 教室顺利进行。本次活动由诵经典学

社和教育学部 2014 级本科生第一党支部共同举办。出席本次活动的有教育学部 2014 级本科生

第一党支部全体党员，以及部分参与诵经典学社“第 6 期教学实践活动”的志愿者。 

10 月 17 日，科学魔坊社参加了由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中国科技

馆、《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八次科技博物馆理论研讨会。社团成员前往

中科馆聆听讲座之后，就“如何策划展览的主题和选题”“如何通过展示内容表达主题、通过

展示形式表现主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2 月 3 日，健美操社团在明月杯啦啦操初赛第二名的基础上参加了明月杯啦啦操比赛决赛。

今年，健美操社团取得了明月被啦啦操决赛第三名的好成绩，为教育学部连续三年都取得了前

三名的好成绩，并为教育学部取得了比赛二等奖以及优秀团体奖。 

12 月 3 日，摄影协会摄影基础培训在英东楼 454 教室顺利进行。出席本次活动的有教育

学部研究生王帅铭、摄影协会社长阚雨菲同学和报名参与此次活动的本科生同学。 

12 月 10 日，诵经典学社教学实践活动总结交流会在英东楼 454 教室顺利进行。出席本次

活动的有教学实践活动负责人林依婕同学和报名参与部分参与诵经典学社“第 6 期教学实践活

动”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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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典礼仪式 

10.6.1 2017 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6 月 21 日下午，教育学部 2017 届毕业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学生活动中心隆重举

行。 

出席典礼的有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明远先生，

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会长、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王英杰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前任校长、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钟秉林教授，中央电视台央视风云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81 级学前教育专业左如旗学长，教

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分党委副书记李雪莲研究员、楚江亭教授，副部长余胜泉教授、张京

彬博士，部长助理王晨教授、邓猛教授、刘强副教授，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余清臣副教授，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教授，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施克灿教授、徐勇教授，

教育技术学院院长武法提教授，教育管理学院院长余凯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定荣

教授，教师教育研究所所长李琼教授，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

副所长洪成文教授，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王乃弋博士，还有毕业班班主任、各行政办公

室的老师们。600 余位毕业生和数百位毕业生家长参加了典礼。典礼由教育学部部长助理王晨教

授主持。 

 

图 196 毕业典礼现场 

毕业典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随后全体师生与家长共同观看了毕业生风采视频。

毕业生制作的精彩视频展现了他们入学以来的成长历程，表达了同学们的毕业感言以及对北师

大、对教育学部的留恋与祝福，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教育界泰斗、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为典礼致辞。顾先生赠送大家四句话：第

一，正确对待我们的大自然，保护它；第二，正确对待我们的社会，有责任有担当，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认识教育是提高生命的质量与价值的本质；第三，正确对待他人，学会

宽容待人、常沟通交流；第四，正确对待自己，遇到困难，解决困难，人生是学习的旅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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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学习。 

 

图 197 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致辞 

校友代表中央电视台央视风云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81 级学前教育专业左如旗学长作为

校友代表发言。左如旗学长分享了自己的跨界经历，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并感谢母校给予的

素质培养。他谈及大学中素质与思考的重要性，也告诉大家毕业之后将进入一个气象万千的社

会，告诫大家要有底线、准则和契约精神，敢于发现领域的空白，努力成为行业的带头人。 

李雪莲副书记宣读了荣获 2017 届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2017 年度北京市本科生优秀

毕业生、2017 年度北京市研究生优秀毕业生名单。祝贺所有毕业生在北师大教育学部的学业有

成！ 

毕业班班主任吴娟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吴老师告诫大家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犹

豫和彷徨时，认清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责任与使命、以及想要去往的方向。她还提到毕业不是

学业的终点，而是成为终身学习者的起点，大家遇事要学会冷静，并永远对生活充满热爱。最

后吴娟老师给予大家“喜乐安康地走向锦绣前程，吉祥如意地拥有精彩人生”的人生希冀。 

本科生郑昊、硕士生蔡玫、国际博士研究生 ABDULGHANI 三位毕业生同学作为毕业生代表相

继发言。三位毕业生与在座师生一同回忆在师大、在教育学部的学习和生活旅程。他们谈及了

自己的收获，感谢母校每一位老师的谆谆教诲，感谢一起学习生活的同学和朋友，并将“学为

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和“崇教爱生、求真育人”的部训精神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践行

于实践当中。他们还表达了对母校、同学的美好祝愿。 

朱旭东部长深情地向在场的毕业生们发表了寄语。首先，朱旭东部长肯定了毕业生们的进

步和成长，用行动诠释着教育者的理想和担当。然后他提到毕业生们即将面临的两个转变，一

是“学场人”向“职场人”的转变，二是从“全身心投入学习”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转变。

接着他提出了对大家的希望——树立国际化的职业目标，提升职业能力；树立专家化的专业目

标，增强专业意识；树立终身化的事业目标，永葆担当精神。最后，他表达了对毕业生们深深的

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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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8 学位授予仪式 

随后，出席典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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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证书的授予与象征“学有所成、展翅高飞”的拨穗仪式，凝聚了教育学部深厚的文化底蕴，当每

一位毕业生从老师手中接过学位证书时，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和喜悦之情，心中激荡着对

母校无法言表的深情和眷念。 

最后，各班各专业毕业生与导师们合影留念，教育学部 2017 届毕业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

仪式圆满成功！ 

10.6.2 2017 级新生开学典礼 

9 月 9 日上午 9:30，教育学部 2017 级新生开学典礼在学生活动中心隆重举行。出席典礼的

有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贡献津贴专家王英

杰先生，教育学部部长、博士生导师朱旭东教授，分党委副书记、李雪莲研究员，副部长、博士

生导师毛亚庆教授，副部长、硕士生导师张京彬博士，工会主席、硕士生导师曾琦教授，部长助

理、博士生导师王晨教授，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班建武副教授，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滕珺副教授，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施克

灿教授，教育技术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吴娟副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

师张春莉教授，教师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李琼教授，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生

导师杜继纲副教授，特殊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肖非教授，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硕士

生导师白滨博士，高等教育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硕士生导师杜瑞军副教授，教育心理与学校咨

询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硕士生导师邓林园副教授，还有新生班主任老师和行政办公室的老师们。

2017 级 153 名本科生、380 名硕士生、85 名博士生、123 名留学生参加。典礼由楚江亭教授主

持。 

首先，王英杰先生致辞。王先生围绕“选择”鼓励新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使在北师大的学

习生活更加充实、有意义。他真诚地向新生们分享了自己的求学经历，提醒大家进入大学校园

将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和更大的选择空间。王先生讲到，学校为大家提供了充足的学习资源，搭

建了丰富的学习平台，鼓励同学们积极主动，勤学好问，明白选择的重要性，学会如何选择，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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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机智的选择。最后，王先生引用丘吉尔的一句话——“Never give up！”来勉励大家坚持不

懈，不畏困难。 

朱旭东部长在致辞中讲到，作为新时代的教育人应该担负起促进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的使

命，教育学部一直以培养未来教育家为己任，以培养具有“APLIC”核心素养的世界一流教育人

才为核心目标，努力将大家培养成为在教育领域的精英人才。他勉励同学们努力拥有扎实的学

术基础、丰富的实践能力、赤诚的教育之爱、宽阔的国际视野和不竭的创新精神，并牢记习总

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标准，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学部

将以“崇教爱生、求真育人”的精神希望为同学们提供更好、更高的平台，为同学们的成长成才

助力加油。 

 
图 199 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致辞 

硕士研究生袁宁同学作为高年级代表分享了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上的体会，提醒同学们要制

定自己的小目标并努力去实现它，当面对学业压力时，要学会放轻松。并对新生们提出了“每

个人都能有一个不负自己的积极人生，每个人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美好祝愿。 

本科新生代表林文芮同学分享了自己来到教育学部的欣喜，并提到自己“选择师大，就是

选择了拼搏，选择了责任与创新，选择了奉献与担当，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四年努力为教育事业

贡献一份力量”的大学愿景，自己和同伴们都将在未来行于巍巍师大，书写更加绚丽的人生篇

章，高扬梦想之帆，从此启航。 

国际新生代表 Maria 表达了来到教育学部的荣幸，并分享了自己在中国生活和学习面临的

机会与挑战。她认为教育学面临着一个新时代的发展，北师大教育学部将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中、国际化的交流中，获取新的进步。 

最后，楚江亭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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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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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全体新生在新学期伊始，带着师生们的期望，开启自己新的学习之旅、人生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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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社会实践 

10.7.1 教育学部 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基本情况 

表 178 教育学部暑期社会实践基本情况 

序 名称 情况 

1 聚享学博士党员志愿服务团 

2017 年 7 月 4-12 日，聚享学支教团一行八人来到古丝绸之路起点

西安市第二十六中学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支教活动，开展了各类实验

课程，激发了当地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拓展了其视野。同时支教团

也了解了当地教育系统的现状并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书

写了一份调研论文。 

2 八面通实践队 

2017 年 7 月 4-12 日，实践队在穆棱市朝鲜族学校暑期实践期间，

以初三、高一和高二的学生为对象，上了心理健康课、软件介绍

课、大学介绍课、专业介绍课、励志课、素质拓展课、经验分享

课。并且在支教期间一直开放“心灵驿站”，与学生进行深度交

流。在支教的过程中实践队还对学校的办学基本情况进行了调研，

为更好的办学提出了有效建议。 

3 疆来支教队 

2017 年 7 月 3-15 日，支教队在目标学校展开了为期 9 天的支教活

动，深受同学们的欢迎。支教期间进行了调研关于青少年父母教养

方式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多个角度探究当地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

的影响因素，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支教结束后，团队还

受邀参加了当地政府举办的“返乡大学生与北京师范大学支教队联

谊”活动。 

4 Spring Life 实践队 

2017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实践进行了以“L.I.F.E.”生命教

育课程为核心的教育实践，从自我、自然与社会三个模块入手，在

课堂体验和参与中传授了知识技能，逐渐实现了对学生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的影响和重塑；同时，针对普通类高中“自主招生特色学

校建设”的困境，展开以个案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教育调研行

动；最后，开展寻访优秀校友活动，通过寻访学习校友做人做事以

及工作精神，树立理想信念，勇于担当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 

5 Pni 星火实践队 

2017 年 6 月 20-25 日，“Pni 星火实践队”前往河北省霸州市第一

中学开展以“高中生生涯教育”为核心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实践

队对高二学生进行了生涯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课程包括认

识自己、目标分解、时间管理、压力管理、情绪调节、系统思考、

沟通技能、素质拓展、学习技巧与经验交流、大学专业信息介绍

等；另一方面，实践队开展了“高中生生涯适应力现状研究”的专

项调研。 

6 铎声悠悠暑期社会实践队 

2017 年 7 月 17-23 日，“铎声悠悠实践队”前往辽宁省大连市大

连第一中学开展了为期 7 天的短期支教活动。实践团队共计 11

人，面向大连市第一中学理科前 100 名，文科前 50 名学生教授专

业导学课、生命教育课、学习经验分享课、素质拓展课等职业生涯

规划课程，并开展了主题为“关于高校自主招生高中生认同度的实

证研究”的调研活动。 

7 
教育学社“雅安平安”暑期

实践队 

2017 年 7 月 11-21 日，本次活动主要有三个部分：教育援助

活动，教育寻访活动和教育调研活动。我们开展的教育援助、寻访

活动促使当地高三同学提升学习认同感，更明确学习的意义和目

标，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励他们追逐自己的

理想。同时我们的调研活动是与学校共同探索同步直播班的教学状

况，了解教学技术在课堂中的使用，总结需要改进的方面并提出建

议。 

8 
北师大四叶草“携手共进，

放飞希望”2017 通江支教队 

2017 年 8 月 17-26 日，支教队根据通江中学的需要，设计了

一系列特色课程，如心理健康教育、团队合作建设、大学介绍课

程、初高中衔接课程等，面向全校高一年级新生开展入学教育，同

时开展教育感恩书信活动、素质拓展活动等，并向校方捐赠优质图

书资源近百册，与往年捐赠图书合并成为“北师大四叶草”捐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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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称 情况 

架，助力通江中学学生成长。他们的活动受到了校方的高度肯定，

校方表示愿意长期开展合作。 

9 爱幼暑期实践队 

2017 年 8 月 14-18 日，在这一周的实践过程中，实践团队根

据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展开了体育、美术和音乐教育，并设计了多份

教案送给幼儿园作为教学参考。团队成员还参与幼儿园的教育和保

育工作，集体观摩教师备课，并设计了一堂公开课，与幼儿园教师

进行交流。期间还参观了伊禾幼儿园的生命教育基地和工艺坊。整

个实践活动受到了家长和园方一致好评，团队成员也在过程中锻炼

了自身能力，收获良多。 

10 
“豫见你的注定”—河南兰

考暑期实践项目 

2017 年 7 月 9-20 日我们肩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使命

来到兰考这片热土，在两所中学展开了夏令营活动，为百余名兰考

初中生带来了课本与传媒之外的知识与讯息。在十余天里，孩子们

的眼界更加开阔，我们也熟悉了三尺讲台，更得到了兰考教育情况

的第一手信息。我们，迈出了与兰考建立长期交流、教育的第一

步。 

11 
“热梦科巴 梦想成真”

暑期实践队 

2017 年 7 月 20 日至 8 日，在实践期间，我们带领着青海化隆

艺术团的 35 名小演员，以游学的方式走过了北京许多有意义的历

史古迹、各类展馆，并为这些小演员开展了素质拓展、安全教育、

化学趣味实验和生理健康教育的趣味课程；向他们介绍了山外面的

事业，拓展了这些山里的孩子的视野，希望能为他们人生轨迹的改

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与此同时，我们在中间剧场协助艺术团完

美完成了为时四天共 8 场的演出。 

10.7.2 教育学部“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社会实践后期总结会 

9 月 19 日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教育学部 2017 年“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社

会实践团队总结汇报的通知”，开始组织实施社会实践活动成果总结和汇报交流工作。通知要

求各实践队在 9 月 25 日上午 8:00 前，提交社会实践总结报告、社会实践照片、新闻稿、教育

论文、调研报告、教育结对心得体会、校友访谈实录、队员实践感悟、教育影像视频、答辩 PPT

和实践小结等。各实践队均按要求完成材料提交的工作。教育学部积极宣传此次活动，根据各

实践队的支教情况开展社会实践成果展，在英东楼一楼进行展出。 

10 月 10 日上午 8:30，教育学部 2017 年“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社会实践答辩会在英东楼

352 成功举办，评委嘉宾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分党委书记楚江亭教授、学生办主任刘立老

师、《中国教师》杂志社孙健辉老师、北京市金鼎轩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彪先生等，在本次答辩

会中，各实践队分别介绍了社会实践的开展情况，接受评委老师的审核。此次社会实践答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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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答辩会评选出教育学部社会实践队一等奖 2 支、二等

奖 3 支、三等奖 6 支。 

12 月 12 日，教育学部根据各实践队社会实践情况制作实践成果手册，手册收录了各实践

团队的活动简介，选摘了各实践队提交的教育论文、队员实践心得感悟以及结对心得。 

10.7.3 学生赴台湾大荣中学实习实践 

2017 年 3 月 11 日至 5 月 6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邱化民老师带领教育学部 8 名学生

赴台湾高雄大荣中学实习实践，与大荣中学各位领导与老师进行了友好交流，加深了两岸彼此

的理解，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与台湾大荣中学两校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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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 学生赴台湾大荣中学实习实践始业典礼 

此次实习分成两批进行。2015 级教育技术专业研究生孙璐璐和吴美琴两位同学于 3 月 11 日

率先到达大荣中学高职部，展开为期八周的实习。两位同学在大荣老师们的带领下积极参与了

大荣中学四年一次的教育评鉴活动，并做出了突出贡献，使活动圆满成功。 

4 月 8 日，6 名学生赴台实习。其中，2015 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生姜晓慧、2015 级教

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刘婕以及 2013 级教育学专业本科生徐如霖三人在大荣幼稚园开展教

育实习工作；2015 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生倪文锦、张天裕，2015 级外国教育史专业研究生

江丹三人则赴大荣国小部开始为期四周的英语教学实习。 

 

图 201 学生实习实践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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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在各自指导老师的带领下于各个班级开展教学活动，细致观察了台湾私立幼稚园与

小学的教育教学经验与模式，积极传播交流大陆学校优秀教育教学理念，兼收并蓄，互利共赢。

在班级管理上，实习教师们主动承担工作，辅助各位指导老师管理学生；在课堂教学上，实习

生们运用学到的教学理论与经验，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状况安排教学内容。为了增进台湾学生

对大陆的了解，实习教师们还精心制作课件，在课堂上适当介绍大陆的风土人情。 

期间，大荣中学为实习教师提供了三次校外教学观摩的机会，让实习生们从不同方面、不

同维度深入了解台湾各校。虎山实小的生态教育理念、凤山英语村的英语主题馆以及福康国小

的教师研习活动都带给实习教师们全新体验，大家认真学习，积极探讨，深刻反思。 

10.7.4 学而训练营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  

2017 年 7 月 16-7 月 31 日教育学部启动第三期“学而训练营”，此次共有 20 位优秀的博

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CSULB）参加“大学生领导力培训”项目。

项目全程采用英文授课，由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专职教授和学者进行领导力专题培训，

通过多形式、多层次的学习和体验，将课堂教学和实地学习结合，将专题授课和团队学习结合，

引导学生自我认知、自我成长、自主管理、自主发展，提升学生的领导力，培养中国教育的精英

人才。 

 

图 202 全体师生合影 

在为期两周的时间里，同学们学习了“大学生领导力”系列课程，该课程的开展以课堂研

修为主要学习形式。通过“公共演讲”“创新与创业”“批判性思维”“领导力工作坊”“课堂

领导力”与“小组合作工作坊”等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对创造力、领导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有了

更加直观的认识和体验；通过“创意教学”“教育技术与 STEM 教育”与“大学生发展与学生工

作”等课程，授课教师向同学们展示了各种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拓展了同学们对“寓学于乐”

的认识，并引导同学通过具体实践操作，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通过“美国文化”和“美国

高等教育体系”的学习，加深了同学们对美国文化和教育制度的认识。丰富多彩的课堂和富有

感染力的老师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启发了同学们的思考，增加了同学们对教育的热情。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399 

10.8 就业工作 

10.8.1 就业先锋队建设 

2017 年 1 月-9 月，由来自教育学部高等教育专业的李小艳、张盼、张晨宇、高艺轩、位星

和彭玉婷组成的就业先锋队开展就业相关工作。其中，李小艳任研究组组长兼队长，高艺轩任

培训组组长兼副队长，张盼任信息组组长兼副队长，张晨宇任市场组组长兼副队长，位星和彭

玉婷协助开展工作。就业先锋队各成员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共同

致力于学部就业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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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经面试筛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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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名就业助理是来自心

理健康教育专业的聂宁、仲芳慧，来自学前教育专业的刘璐群以及来自特殊教育专业的姜依彤。

其中，聂宁任市场组组长兼队长，仲芳慧任实践组组长兼副队长，刘璐群调研组组长兼副队长，

姜依彤任宣传组组长兼副队长。9 月 24 日，教育学部就业先锋队再次招新，新吸纳倪瑞洁、段

骁娥两位新成员，倪瑞洁负责就业信息的整理发布，段骁娥协助先锋队其他成员开展工作。就

业先锋队的成员来自教育学部不同专业背景与不同年级，各成员结合各自专业背景，发挥自身

特长，立足于工作岗位，分工协作，为学部 2018 届毕业生的就业服务。 

10.8.2 高校辅导员系列培训 

2017 年 3 月-4 月，教育学部就业先锋队成功举办了争做“高效”辅导员系列讲座，邀请嘉

宾从辅导员政策解读到党建工作，再到十佳辅导员进行经验分享。 

第一场：辅之以学，导之以术——辅导员政策解读 

2017 年 3 月 17 日，教育学部争做“高校”辅导员之政策解读专场成功在英东 454 举行。出

席此次活动的嘉宾有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执行副主任王显芳老

师以及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办公室专职辅导员赵爽老师。王显芳老师拥有丰富的辅导员培训工作

经验，向在座的各位同学分享了一场有深度、有力度、有高度的政策解读与经验分享座谈会。 

首先，王显芳老师引导学生对就业区域、行业职业以及人生伴侣选择的重新考量，指出人

生定位及职业角色选择对职业发展准备的重要性。其次进行了高校辅导员相关解读。在求职准

备方面，王显芳老师不仅谈笔试、面试的相关题型及内容，还重点从求职准备的注意事项向在

座同学做详细说明。王老师指出，做好高校辅导员，除了要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知识，熟悉教育

法规及文件、关注时事政策、深化政治理论素养之外，还需具有一定的问题意识与科研探索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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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3 辅导员政策解读活动合影 

第二场：圆青年梦想，筑党员后备—辅导员之团建 

3 月 22 日晚，高校辅导员之团建沙龙“圆青年梦想，筑党员后备”如期在英东 454 举行。

本次活动以团建工作为主题，邀请到校团委李习文老师。本次沙龙以“中央群团改革、全国高

校思政会议背景下共青团工作的实践、改革与思考”为题，紧紧围绕“群团改革”和“团干部

实践”向同学们系统介绍了群团组织、团学工作体系、团学工作模式、团干部与辅导员工作。

李习文老师不仅从高校思政工作合力育人的高度谈团学工作的职能属性及定位，还结合我党抗

日、解放、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以及北师大学子的光辉事迹向同学们描述了团学工作改革

发展过程中的壮阔历史图景。此外，李习文老师与在座同学就大学生创新创业、第二课堂的成

绩单制度等方面的话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图 204 辅导员之团建活动合影 

第三场：网络思政——内心柔软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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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31 日，北京高校辅导员“琪人琪语”网络思政工作室主持人张琪与大家在英东

楼 454 如期见面。作为 2015-2016 年度北京高校十佳辅导员，张老师风趣幽默、随性洒脱，温

暖有力的风格让每位同学恰逢甘露，如沐春风，他从十二个字“角色定位、成长路径、工作思

考”。分享了近 5 年的辅导员生涯，为同学们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图 205 网络思政活动现场 

第四场：展高辅风采，育国家人才 

2017 年 3 月 7 日晚，“展高辅风采，育党国人才”，教育学部争做“高效”辅导员第四场

党建沙龙如期于英东 454 顺利开讲。谌荣彬老师作为研究生工作处党建思政工作的负责教师，

既有专业的理论素养，又具有一线的实践经验，经常和同学们沟通交流，其在分享过程中平实

率真的谈话风格，也让党建工作清晰系统地展现给大家，深受同学们的喜爱。本次党建专题沙

龙，谌老师从辅导员日常、研究生党建两大方面来重点谈辅导员的思政引领作用。在党建工作

方面，谌老师从当今时代潮流及国家大势、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教育管理、党员发展多个层

面分析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介绍了研究生当今工作的主要内容并分享了自身工作的心得思

考。 

 
图 206 辅导员党建沙龙活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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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 教育学部 2018 届毕业生就业动员大会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上午，教育学部 2018 届毕业生就业动员大会在敬文讲堂顺利召开。大

会开始前，学部负责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的邱化民老师向同学们详细讲解了有关三方协议的注

意事项，并进一步介绍了学部网站上求职就业相关栏目板块的使用方法。本次动员大会邀请到

了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北京王府学校校长王广发先生，北京王府学校人力资源总监闵萍女士、

人力资源主管李宁宁女士、徐红叶女士，南南人才总经理张永杰先生、校长秘书杜千谦女士，

中国农业大学人事处杨家福老师，分党委副书记楚江亭教授，北师大就业与创业指导中心皮兴

灿老师以及教育学部负责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的邱化民老师。 

随后，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北京王府学校校长王广发先生和中国农业大学人事处杨家福

老师为大家做现场讲话。王广发先生结合自身经历，站在国家战略视角，提出以历史的眼光看

待“国际化背景下复合型人才面临的抉择”，建议同学们努力追求自身卓越，敢想敢做，积极

把个人职业与国家使命结合起来，获得人生价值。演讲现场，王广发先生还耐心回答了同学们

最关心的问题，老师和同学们积极互动，气氛活跃。 

 
图 207 嘉宾王广发先生讲话 

杨家福老师则聚焦“北京市人事政策解读”，讲解当下的北京市具体的人事政策及相关规

定。杨老师是北师大教育学部的毕业生，此次受邀来到动员大会，正是以一位可亲可敬的前辈

身份，给师弟师妹们带来第一手的全面资料。杨老师详细介绍了户口、编制等同学们急需了解

的内容，会后还热情回应了众多同学的咨询求教。 

10.8.4 教育学部 2018 届毕业生教育人才专场招聘会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下午，教育学部 2018 届教育人才专场招聘会在主楼四季厅成功举办。

为更好地促进学部以及学校其他院系学生找到适宜自己的工作，更好地为用人单位连接毕业生

提供平台，特策划实施本次教育学部教育人才专场招聘会，为连接毕业生就业需求和用人单位

用人需求提供一个桥梁。本次招聘会受到了用人单位的积极响应，共有 96 家单位报名参加，其

中高等教育单位 9 家，中初等教育单位 30 余家，学前教育单位 5 家，教育型企业 40 余家，共

提供 1700 余个就业岗位，30 余家用人单位提供 200 余个进京指标。招聘会集中于教育行业单

位，但是岗位类型多样、数量庞大，最大程度为毕业生提供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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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8 毕业生教育人才专场招聘会活动现场 

招聘会开始不久后，陆续有学生前来投递简历、与用人单位进行交流。这让他们更好地了

解目前的教育就业市场需求是怎样的、用人单位能提供的条件怎样，基于此能够更好地明确就

业目标和划定就业范围。 

 
图 209 毕业生到会投递简历、与用人单位交流 

10.8.5 “与用人单位面对面”求职技能系列培训活动 

为了提升同学们的职业素养，提高求职能力，增强求职意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计划

将开展“与用人单位面对面”系列活动。在本次活动中，用人单位会直接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

分享诸多求职过程中的宝贵经验，让同学们了解到真实的职场人才需求，以便提升自我的职业

素养。同学们也可以在活动中畅所欲言，学习自己想要知道的求职知识。 

第一期：学而思的简历制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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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 日，邀请到学而思网校师资选聘高端招聘负责人谢志强前来讲座。他主讲

了简历制作的技巧和学而思“千里马招聘计划”两个部分内容，并诚邀有意向的同学与学而思

建立积极的沟通联系，来会同学感觉收获的干货满满，对在线教育的新面貌的认识得到了刷新。 

 
图 210 谢志强老师为学生讲解简历制作技巧 

第二期：北京智鼎管理咨询的面试培训 

11 月 9 日，邀请了北京智鼎咨询公司高级咨询顾问董爱波先生、人力资源总监孙乐女士担

任主讲人。董爱波首先从面试着装、站姿坐姿以及面试过程礼仪进行了经验分享，其次他从如

何了解一个人、印象管理及其策略、面试中常见的“误区”等方面介绍了面试技巧，最后运用分

析型题目、情景型题目、行为型题目、行为题追问和“漏斗式”追问过程这五个方面对面试的具

体情景进行了分析。孙乐从公司理念、成长足迹、核心团队、核心业务、客户构成、核心优势、

荣誉奖项以及出版物和著作权等方面进行了企业介绍，让同学们对智鼎咨询有了更深一步的了

解。最后孙乐对智鼎人招募信息进行了介绍，并现场收取简历。 

 
图 211 面试礼仪与技巧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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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红黄蓝的幼教求职培训 

2017 年 11 月 16 日，红黄蓝教育的人力资源总监夏晓英与副总监韩玉铮老师为同学们讲解

了当下幼教行业面临的机遇以及未来的就业方向选择。夏老师跟同学们分享了最新的幼教行业

的市场趋势以及潜力，为同学们介绍了红黄蓝教育的特色，传达了红黄蓝教育的文化。整体活

动反响良好，夏老师非常耐心地解答了同学们的疑问，为同学们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 

 
图 212 红黄蓝幼教求职培训现场 

第四期：华图教育的公务员行测专题培训 

11 月 7 日，举办了第一期公务员专题讲座，由张梦瑶老师进行对行测的讲解。她从常识判

断、判断推理、数量关系、资料分析、语言理解与表达、题量分布以及备考误区等方面系统详尽

地对行测科目的知识考察与答题技巧进行了讲解分享，给备考的同学带来了切实可行的学习方

法，并让同学们对自己的备考有了系统的规划。 

第五期：华图教育的公务员申论专题培训 

11 月 14 日，举办了第二期公务员专题讲座，由谢月老师进行申论科目的讲解。谢月老师从

心态调整、备考分析以及科目重点等方面系统详细地介绍了申论备考的答题方法与逻辑，并用

具体的题目来进行介绍，重点突出，简明扼要，讲座生动有趣，同学们认真聆听并积极配合。讲

座结束后，各位同学与谢月老师根据自身的需求，主动与老师交流探讨，谢月老师针对同学们

的问题耐心讲解，同学们收获颇丰。 

第六期：华图教育的公务员面试专题培训 

11 月 21 日，举办了第三期公务员讲座，郭露晨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公务员考试的模拟面试

培训。首先郭露晨老师对公务员考试面试的注意事项、评分标准、面试流程流程、常见题型以

及高分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针对不同的题型如何进行作答进一步分享了相关技巧。

其次，郭露晨老师与同学们共同进行了公务员考试面试的情景模拟，并对情境中各位同学的表

现进行点评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同学们在模拟面试中感受了面试的流程，同时也发现了自

身的不足，为今后的面试准备提供了方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406 

 
图 213 公务员面试专题培训现场 

本次公务员培训，针对公务员考试的三大模块，系统详细地进行相关内容的讲解，并对于

备考过程的一些误区以及对策进行了分享，为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同学提供了诸多备考经验与技

巧，同时也指明了进一步备考的方向。 

第七期：达内集团的甄选用人单位培训 

2017 年 11 月 28 日，达内时代科技集团的校园招聘项目负责人魏萌希老师为同学们讲解了

应聘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陷阱及风险问题。本次活动获得了研会外联部同学的大力支持。魏老师

首先以求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不同陷阱类型展开介绍，分析了应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虚假宣传

等情况，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分析与破解建议；随后，魏老师从“防坑爬坑”角度出发，为同学

们提供了一系列硬性陷阱、软性陷阱的防范技巧，例如：应对招聘公司收费或传销问题的策略，

辨别公司职位介绍中水分与干货的关键，入职物品签收技巧等等。魏老师更进一步为同学们介

绍了公司企业的发展问题，对于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上下级关系、岗位提升等内容作出详

细解释，为同学们提供了生动的求职就业故事，引发同学们对于应聘及未来发展的更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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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魏老师讲解招聘公司过度宣传问题 

第八期：中央财经大学的辅导员求职专题培训 

12 月 14 日晚，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刘勇老师为大家讲解辅导员

求职相关内容。刘勇老师在本次讲座中主要介绍了以下三个内容：1.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

阶段性特点及辅导员的角色定位 2.高校行政教辅岗位求职的注意事项及具体工作实务 3.高校

辅导员队伍的成长与个人的未来规划。从以下七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一、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二、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定位 三、高校行政教教辅岗位求职

的注意事项 四、高校行政教教辅团队的工作实务 五、高校辅导员队伍成长的特点 六、辅导员

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 七、辅导员求职及面试的差异化特点分析。 

 
图 215 辅导员求职专题培训现场 

第九期：北师大出版社的编辑求职培训 

2017 年 12 月 28 日，邀请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高教分社文学艺术研发部主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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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编辑周粟老师，来为在场的同学讲解“编辑出版行业的发展前景与行业需求”。周粟老师先

从个人经历开始讲起，对出版行业做了整体的介绍，希望有就职意愿的同学考虑好未来到底是

选择出版社还是书商两个方向。随后，周粟老师结合经验给同学们讲解了现在出版人才的需求，

提供了两条任职思路，并给出了宝贵的建议。最后，周粟老师向大家介绍了北师大出版集团的

整体情况，让同学们对此有所了解。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纷纷向周老师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

涉及到幼儿绘本、网文编辑、前景考虑、所需专业要求等，一一得到了解答。 

 
图 216 编辑出版行业求职培训现场 

10.8.6 “教育行：与总裁面对面”系列活动 

第一期：走进红黄蓝，与总裁面对面 

2017 年 11 月 15 日下午，教育学部师生一行 30 余人参访了红黄蓝方庄国际幼儿园和山水

文园幼儿园，此次教育行活动受到了红黄蓝和学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出席此次活动的有红黄蓝

总裁史燕来、幼儿园管理中心总经理吴昱、人力资源部总监兼副总经理夏小英、国际教育发展

中心总经理立宁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助理何伟全、教育学部分党委副书记楚江亭、学前所党支

部书记李晓巍。 

教育学部师生首先抵达红黄蓝位于方庄的一所国际幼儿园，该幼儿园是红黄蓝教育成立的

第三所幼儿园，现为区级示范园。在红黄蓝教育创始人兼总裁史燕来女士和方庄国际园园长的

带领下，参观了该园室内和室外的环境创设，园长介绍了儿童积木建构区的积木玩具、沙盘以

及走廊里儿童自己绘画的手工作品，重点讲解了老师们积极地吸收国内外的优秀教学经验，将

“爱心陪伴成长”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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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红黄蓝人力资源部总监兼副总经理夏小瑛女士带领师生参观园内环境创设 

参观完红黄蓝方庄国际幼儿园后，教育学部师生一行人又来到红黄蓝山水文园，这是一所

刚成立才两年的新型高端国际幼儿园，幼儿园的外部造型犹如一座山，仿佛让人置身于大自然

中，红黄蓝国际教育发展中心总经理兼山水文园园长立宁老师带领师生一同参观幼儿园，并请

幼儿园老师为我们介绍山水文园幼儿园的国际化教学理念。幼儿园每班配有包括一名外教老师

在内的四名老师，孩子与老师之间的沟通基本上 70%是全英文交流。山水文园带给我们的是一场

真正国际化幼儿园的体验，同时又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参观时一个班级正在组织观赏皮影

戏。最后，两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学长为师生分享了她们在红黄蓝教育集团的成长发展，

给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十分接地气的职业规划课，同学们受益匪浅。 

第二期：走进王府学校，与总裁面对面 

12 月 7 日下午，参观北京王府学校，北师大校长助理、云南师大副书记何伟全教授，北师

大校长助理、宁夏师范学院副院长钟正平教授，北师大教育学部分党委副书记楚江亭教授，学

生工作办公室老师邱化民带领教育学部本、硕、博学生共 46 人集体赴北京王府学校实地参观，

受到校方热情而周到的接待。学部师生首先在校方的组织带领下有序参观学校环境创设、聆听

相关讲解，然后在主题报告会上倾听学长学姐们的智慧与经验、王广发对于教育发展的观点以

及对于青年学子的期望与鼓励、楚江亭对教育发展改革的信心和双方合作的期待，最后在双方

依依不舍的交流声中圆满结束本次教育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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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学部师生在北京王府校门前合影 

 

第三期：走进创客空间，与总裁面对面 

2017 年 12 月 21 日下午，教育学部师生一行 40 余人参观了 TECHPLAY 青少年创客空间。李

晓光校长为师生带来一场关于创客教育的演讲，以国内外青少年创客活动的成功案例为导引，

生动地演绎了创客空间可以给孩子们一个大胆创造的地方。接下来李校长向师生们讲解了

TECHPLAY创客教育空间的项目式教学法的独到之处，让孩子们从生活实际问题出发，以解决问

题为导向，综合利用已有的知识，自主学习，团队协作。听完李晓光老师的分享，参观的老师与

学生就创客教育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疑问，积极地与创客空间校长和老师交流。 

 
图 219 李晓光校长为师生带来一场生动的创客教育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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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 师生在创客空间合影 

10.8.7 就业指导与咨询服务 

为进一步推进教育学部毕业生的就业工作，促进学部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学部就业先锋

队在 10 月初收集毕业生的简历，并整编成就业推介手册，分发给各个用人单位，方便了用人单

位与毕业生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毕业生直接、高效地与用人单位交流。除此之外，就业先锋队

通过公众号“指点江山 EDU”以及学部主页及时发布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并建立毕业生班长微

信交流群，第一时间把各种招聘信息传递给毕业生，做到招聘信息的及时、高效与高质量。就

业先锋队积极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通过邮件、微信群以及微信公众号解答用人单位的问题，

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发布用人单位的讲座等等，进一步维护与开拓用人单位市场，为学部毕

业生的就业提供丰富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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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 

11.1 获奖情况 

11.1.1 集体获奖 

表 179 2017 年度教育学部集体获奖情况 

获奖名称 获奖集体 

2016-2017 学年度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先进集体 教育学部 

2016-2017 学年度北京师范大学红旗分团委 教育学部分团委 

北京市优秀班集体 2015 级教育 1 班 

2016-2017 学年度北京师范大学优秀班集体一等奖 2015 级教育 1 班 

2016-2017 学年度北京师范大学优秀班集体二等奖 

2015 级教育 2 班 

2015 级教育 3 班 

2016 级教育 1 班 

2016 级教育 2 班 

2016-2017 学年优秀团支部（二等） 

2015 级本科生第一团支部 

2015 级本科生第二团支部 

2015 级本科生第三团支部 

2016 级本科生第一团支部 

2016 级本科生第三团支部 

2016 级本科生第二团支部 

2016 硕教育技术团支部 

2016 硕比高成职团支部 

“碳 C”志愿者团支部 

11.1.2 个人获奖 

表 180 2017 年度教育学部个人获奖情况 

序 获奖名称 获奖个人 

1 2016-2017 学年度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先进个人 刘  立 

2 北京师范大学弘德辅导员奖 任雅才 

3 2016-2017 学年度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团委书记 刘姗姗 

4 2016-2017 学年度北京师范大学十佳辅导员 成  刚 

5 2016-2017 学年度北京师范大学优秀辅导员 
成  刚 王  铟 陈  玲 刘云波 

马  宁 赵  宏 赵  爽 

6 2017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深度辅导先进个人 李蓓蕾 赵  爽 张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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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本科生获奖 

表 18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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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溪亭 

2 第十八届北京师范大学十佳大学生 周溪亭 

3 国家奖学金（8 人） 
戴宏慈  孙  健  奚  源  汪鹿鸣 

周溪亭  秦国浩  石婉若  李诗慧 

4 国家励志奖学金（17 人） 

李晓雅  白雪琴  陈  哲  刘  斌  曾汶婷 

王智颖  刘嘉琦  黄治霞  唐雪萍  吴沁璇 

吕欣姗  张蓝文  刘军晖  覃梦媛  路  瑶 

5 国家助学金（76 人） 

2014 级（26 人） 

朴仙子  陈淑宁  李晓雅  周  静  黄  娟 

席嘉彬  杨梦瑶  熊玥悦  曾  静  何柯薇 

刘嘉琦  陈  哲  白雪琴  向  丽  王靖渊 

闫晓刚  黄秦辉  宋  彬  孟奕伶  段  茜 

吕  可  张媛媛  张  月  李天媛  王智颖 

杨业宏 

2015 级（21 人） 

吕欣姗  吴沁璇  潘艳梅  唐秋萍  张蓝文 

刘军晖  唐国森  黄慧真  王钰茹  唐雪萍 

段艳艳  黄治霞  孙  萌  吕秋燕  郭  晗 

余春丽  刘  阳  臧  丽  孔德虎  袁晓丹 

代远强 

2016 级（13 人） 

罗红玉  卢圆圆  包珈瑜  张  叶  赵江山 

郑  炜  张兰馨  马丁山  覃梦媛  路  瑶 

李一平  秦若月  孙兴艳 

2017 级（16 人） 

张  轶  周慧颖  杨  双  李湘香  何淑敏 

黄  晶  张  悦  杨旖萱  王天朔  邵京菁 

张耀文  郑伟明  王  雯  张  鹏  孙亦凡 

刘科杰 

6 北京师范大学三好学生（36 人） 

2014 级（12 人） 

张  艺  朴仙子  王露橙  罗  炜  马伊凡 

陈紫珊  刘  斌  白雪琴  曾汶婷  和静雯 

孙  健  安  欣 

2015 级（12 人） 

张耀文  吕欣姗  郑逸敏  姜依彤  杨卓尔 

胡逍航  王诗棋  周敬天  石琬若  程  露 

庆嘉琪  李铭尧 

2016 级（12 人） 

白  卉  戴子涵  李诗慧  何  茜  廖宇杰 

黄嘉辉  马晗瑞  张海珍  刘芳昕  于  玻 

李毓檀  何思凝 

7 京师一等奖学金（45 人） 

2014 级（15 人） 

王涛利  王露橙  杨  贻  邓  鑫  汪子津 

冷梦雪  杨佳伶  王照萱  陈淑宁  李  鸽 

和静雯  安  欣  吕倩如  汤筱玙  郭宴欢 

2015 级（13 人） 

张耀文  杨卓尔  周佳茜  周凌仪  张  滢 

姜依彤  郑逸敏  李欣媛  梁  越  刘紫荆 

程  露  牟雪源  颜  娟 

2016 级（17 人） 

刘芳昕  何  茜  林思琪  戴子涵  宗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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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雨宸  秦可心  张  祎  蔡  添  马晗瑞 

彭芷娴  李毓檀  陈香妤  徐艺萌  徐珺岩 

鲁希玮  牛素娇 

8 京师二等奖学金（91 人） 

2014 级（30 人） 

张玉潇  王  晗  何柯薇  周  璐  钟晓钰 

周四强  李  洋  史  薇  向干分  史雅雯 

叶  丽  罗  炜  吕雅洁  刘天祎  吴霓雯 

于泳稼  张  艺  蒋雨含  周  静  熊玥悦 

田琬琦  石晓玉  季子锡  宋  彬  李  皓 

高  敏  杨业宏  范蜜娇  杨曼华  陈紫珊 

2015 级（30 人） 

周敬天  田艺炜  李蕊芷  李士萌  巴  音 

杨  倩  刘艺璇  李军逸  袁晓丹  胡  影 

孙晗月  王诗棋  段达娜  李铭尧  李  娜 

刘书冰  胡逍航  周驰宇  郭烨禹  庆嘉琪 

钟天隆  韦文婷  杨东芳  吴怡君  徐雪迎 

牛晓杰  王  粟  陈雅倩  卢思羽  周建荣 

2016 级（31 人） 

廖宇杰  林依婕  黄嘉辉  李胧珊  王安然 

雷雨帆  郜思睿  李诗景  邓安琦  徐梦园 

胡令其  张  叶  吴越菲  李诗琴  张奚若 

赵钰瑶  马琬婷  程  曦  张杰妮  胡婉青 

黄雨祺  何思凝  于  玻  王欣竹  李鼎懋 

庞晓阳  赵江山  王炫玮  刘小雨  汝志娟 

张海珍 

9 
京师三等奖学金（91 人） 

 

2014 级（32 人） 

王振霖  姜兰奕  闫晓刚  杨翰驰  谭玉婷 

韩祉佚  李焱如  卢宇翔  张  月  陈昀璐 

刘宇霄  向  丽 端木顺雨 林学婷  王  宁 

王  妤  秦  婉  梁宏雨  宋  郁  张甄英 

王传扬  韩  鹏  朴仙子  席嘉彬  马昊天 

张天怡  李天媛  俞雪君  张媛媛  尹京晨 

莫卿涵  马伊凡 

2015 级（29 人） 

李兴园  何可人  蒋子强  薛文娟  訾雨杨 

李金铭  郭伊晗  苗兴慧  段骁峨  李婷婷 

余春丽  罗家琳  周开一  吴  双  宋国语 

李杜彧  沈  玲  唐国森  卢紫荆  张元欣 

王钰茹  全偲绮  郭佳惠  陈  驰  翟  芸 

王琦琦  孙雪斌  高怡舒  赛丽克古丽·哈布力别克 

2016 级（30 人） 

白  卉  郑  炜  张兰馨  白  鸽  程嵩洋 

刘晓禾  付安裕  罗红玉  王  琪  马  啸 

牛雪琪  王雪松  卢圆圆  石芷昕  余  跃 

寇静文  刘小蕾  王嘉悦  郑泽章  李一平 

代佳力  张  婧  刘司卓  廖羽芳  王诗雯 

王嘉瑶  薛  睿  马小梅  李佳敏  朱  彤 

10 北京师范大学荣誉奖学金（23 人） 

京师一等奖学金（荣誉）（16 人） 

2014 级（8 人） 

周溪亭  曾汶婷  奚  源  戴宏慈  汪鹿鸣 

王智颖  刘  斌  孙  健 

2015 级（7 人） 

秦国浩  张蓝文  刘军晖  唐雪萍  吴沁璇 

吕欣姗  石琬若 

2016 级（1 人） 

李诗慧 

京师二等奖学金（荣誉）（7 人） 

2014 级（4 人） 

刘嘉琦  陈  哲  李晓雅  白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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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级（1 人） 

黄治霞 

2016 级（2 人） 

覃梦媛  路  瑶 

11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奖学金（10 人） 

学术二等奖学金（1 人） 

2015 级（1 人） 

巴  音 

学术三等奖学金（9 人） 

2014 级（8 人） 

周溪亭  吕倩如  韩  鹏  何柯薇  汪子津  戴宏慈  

杨佳伶  王照萱 

2015 级（1 人） 

吕欣姗 

12 北京师范大学竞赛奖学金（30 人） 

竞赛一等奖学金（25 人） 

2014 级（14 人） 

秦  婉  杨佳伶  王智颖  和静雯  武晓月 

曾汶婷  高  敏  李家莉  张明通  马昊天 

李  皓  韩  鹏  刘嘉琦  孙  健 

2015 级（6 人） 

梁  越  王钰茹  郭佳惠  唐雪萍  胡逍航 

刘艺璇 

2016 级（5 人） 

马钰格  王欣竹  于  玻  谭靖媛  郑芸婷 

竞赛二等奖学金（5 人） 

2014 级（3 人） 

张甄英  李晓雅  陈淑宁 

2015 级（1 人） 

王涵雨 

2016 级（1 人） 

潘思佳 

13 北京师范大学单项奖学金（1 人） 

社会实践奖（1 人） 

2014 级（1 人） 

杨翰驰 

14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免费师范生奖（2 人） 

2014 级（1 人） 

陈紫珊 

2016 级（1 人） 

牛素娇 

15 北京师范大学第十八届自强之星 段世飞 

16 北京师范大学第十八届自强之星入围奖 李晓雅  周建荣  张  雪  段世飞 

11.1.4 研究生获奖 

表 182 2017 年度北京市研究生优秀毕业生 

北京市 2017 届研究生优秀毕业生（14 人） 

学术型硕士 

（10 人） 

段文娟 周  鑫 李梦丹 杨玲玉 孙  旭 

刘  琦 武雅静 蔡  娟 淮瑞英 潘鹏飞 

专业硕士 

（3 人） 
刘鹏飞 彭自芳 王  慧   

学术型博士 

（1 人） 
崔春龙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416 

表 183 北京师范大学 2017 届研究生优秀毕业生 

北京师范大学 2017 届研究生优秀毕业生（30 人） 

学术型硕士 

（20 人） 

段文娟 周  鑫 郑群山 彭  波 武雅静 

马月好 乔善斌 孙  旭 潘鹏飞 张  颖 

杨泽宇 杨玲玉 蔡  娟 蔡  玫 淮瑞英 

李梦丹 徐  唱 刘  琦 王  颖 宋  畅 

专业硕士 

（6 人） 
刘鹏飞 王  慧 高琰妮 彭自芳 耿欢欢 

学术型博士 

（4 人） 
程  猛 孙雪连 王  铄 崔春龙  

表 184 教育学部 2017 年度研究生获奖情况 

研究生优秀学业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 于  超 胡恒波 王阿习 贺文洁 王明明 

（学术型博士） 李  洋 颜廷睿 闫丽雯 时广军   

国家奖学金 

（学术型硕士） 

倪文锦 朱文婷 岳孝龙 李  欣 段世飞 

钱晓菲 郭二榕 王怀秀 王沛文 杨青青 

晁亚群 孙  玲 张雅楠 王一杰 谢正立 

郭玉娟 崔盼盼     

国家奖学金 

（专业学位硕士） 
李商雨楠 张  晗 姜丽云 朱媛媛   

学校一等奖学金 

（学术型博士） 

李彩虹 胡昳昀 傅王倩 贾彦琪 杨成明 

曹周天 韩云霞 陈耀华 程  龙 范文静 

马晓丹 吕  武 刘  铭 时晨晨 王  琦 

高  玲 曹昭乐 高  杭 苏  洋 靳  伟 

吴  婵 刘益东 刘远杰 吕云震 张  森 

李  媛 史少杰 范云霞 袁秋红 何  菲 

丁瑞常 朱玉成 王琳琳 陈会民 赵  冉 

方晨晨         

学校二等奖学金 

（学术型博士） 

陈国清 梁显平 林  美 王文修 朱肖川 

黄晓磊 王新凤 阮琳燕 贺红芳 徐刘杰 

郭艳芳 周  丹 唐文雯 徐  鹏 李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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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声清 杜  静 何  芳 宋丽芹 马文静 

王小栋 刘昕鹏 徐柱柱 陈  燕 吴会会 

陈  璐 焦  楠 余  瑶 姚冬萍 卢正天 

武  欣 金一翔 石佳丽 冯  超 马思腾 

高  洋 李明蔚 王晓璇 杜  林 侯玉雪 

刘天子         

学校三等奖学金 

（学术型博士） 

王  恒 王  坤 姜柏强 魏孟飞 徐晶晶 

闫予沨 谷彦慧 王  蓉 李  涵 于子雯 

谢  佳 龚  婧 姜  臻     

学校一等奖学金 

（学术型硕士） 

姜秉圻 钟桂英 李  丹 荆  然 吴  琼 

柯梦琳 袁  宁 李  瑾 周晓丹 王艺婷 

杨  晓 白航源 崔志军 罗怡雯 刘  佳 

雷雅琦 张  莹 刘文辉 李欣蕾 孙雨薇 

吕佳慧 高艺轩 乔  侨 高  存 张文琪 

薛文璐 位  星 王艺亭 丁梦琦 陈  晨 

赵  倩 李米雪 宣津丽 杨瑷伊 吕  佳 

马靖博 耿  悦 胡贺宁 陈星玲 杨  睿 

林  颖 汪冰冰 解博超 赵  喆 刘  誉 

姜晓慧 侯雨佳 孙璐璐 鲁春秀 顾  康 

罗立立 王蒙蒙 王  瑜 张明珠 朱进杰 

齐方萍 王  悦 杨  丹 刘  婷 周  瑶 

吴  娟 张文秀 陈丽竹 谷  虹 李佳哲 

路  红 蒋何定 张  琰 贺  妍 刘文萍 

张  雪 刘  淼 霍少波 娄慧慧 刘爱丽 

谢晓玲 杨袁予童 朱俊华 侯婉滢 刘  斌 

张雨蒙 柴净净 朱  丽 刘  瑶 彭  棣 

靳佩佩 陈  岑 牛丽莉 时明月 张昕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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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欣媛 高  珺 刘盼婷 吴宗聪 王晓静 

汪昊宇 张  玄 孙超凡 孙成梦雪 李  茜 

张  硕 钟  瑶 马  婷 吴二妮 田  浩 

金  梦 方博宇 卢  菲 程瀚苇 张艳分 

刘  敏 方贤中 张茹丹 陈  宁 刘洁滢 

王世赟 卢艳洁 王  辉 谢珍珍 李  盼 

胡  玮 马荣荣 石书奇 徐  冉 刘  晗 

张瑞芳 田  瑾 聂华玲 任  媛 张丽峰 

李绍文 闫  波 付红霞 夏学楠 李心怡 

王涵奕 闫晓静 杜怡茜 徐知宇 汪凡淙 

杨舒涵 杨  烁 曾文静 王崇高 许  冰 

陈凯鑫 叶铖垒 王秋蕴 刘思倩 邢  爽 

魏晓宇 徐文俊 马天运 徐  淼 杨智君 

侯燕燕 赵  建 冯  怡     

学校二等奖学金 

（学术型硕士） 

钱鹤鹏 郭雅馨 袁梨清 何湧智 冯秋涵 

李晓文 朱瑞玲 张露匀 高  鸽 杨雪临 

刘  莎 宋贝朵 陈  丹 梁洁姗 焦牧洋 

王馨玥 李文婧 符定梦 张文宇 宋美亚 

赵  霞 李海珊 焦欣然 宁静贤 李  珂 

周  毅 常军伟 史亚楠 许少玲 刘  璇 

蔡雅琦 彭玉婷 张缨斌 李  昂 蒙春颖 

刘  丹 李小艳 陆奥帆 周梦圆 张  倩 

徐城北 张  盼 王忱哲 张  盛 李美熙 

刘舒丹 王春晓 陈钱钱 刘  浩 王  轩 

黄晓月 郭雪敏 王晶晶 陈  泽 刘  颖 

夏淑玉 高  帆 吴美琴 徐竺蕾 贾萧竹 

张译方 周雨薇 赵  敏 杜晓燕 陈亚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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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灿 张慧萌 何俊杰 路一凡 房  茹 

岳  曲 张金波 梁  跃 龚国钦 曲  韵 

李媛媛 张俊芳 张慧慧 吴  倩 王琳媛 

宋甜甜 田  语 陈  慧 刘倩倩 田  琳 

李  佳 邹酬云 赵淑霞 杨  帆 余婷婷 

王  倩 李雪珊 刘  曦 杜宝杰 史杰萍 

王艳慧 贾玉玲 王翠霞 范奭琛 孙  冉 

许雪梅 谢苏洋 赵  桐 李青颖 董  荻 

张  婧 刘禹希 刘  奇 蔡冠宇 李  烨 

郝  婧 马莹芳 张艺炜 李  彤 周  涛 

李晓美 张正慈 吕思燃 王  菁 杨娅佟 

翟  力 宋  琼 孙海利 梁晶晶 李亚蒙 

江  丹 张亨国 刘玉冰 李  礼 张玲玲 

王  珊 冯  赛 刘少惠 王佳明 黄天琦 

葛俏丽 巨琛琛 王  泰 蒋梦涵 黄馨然 

龚鹏飞 刘  婕 鞠立娜 李东琦 芦曼丽 

石  玥 吴  曼 李政锜 谢丽蓉 戴金芮 

王杨楠 杨  柳 王贝贝 罗喜娜 周紫云 

谢燕妮 于  慧 武  倩 刘玉婷 张  媛 

杨  钦 樊军梅 孙慧芳 韦  晴 任杉杉 

张诺亚 李  涛 梁  荣 赵  玉 王  涛 

张晓芹 王宇翔 王艳芝 杜建慧 贾  姗 

苏幼园 曾子龙       

学校三等奖学金 

（学术型硕士） 

陈雪瑞 王苏雅 马娅玮 闻  迪 樊世奇 

徐文旭 张丹婷 王  硕 彭丽婷 季  楠 

阳  梅 张晨宇 尹幸禄 韦  姣 李荣芹 

韦丹丹 郭丽云 朱汗青 洪潇楠 刘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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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佳 杨  昳 刘红伟 王海平 黄文峰 

刘义芳 张汉杰 刘梦灵 李  芳 杨天唯 

张天裕 栾  嵘 陶  晴 杨艺萌 冯思澈 

洪  妮 罗淑方 张  玉 陈梅浩 白蕴琦 

何泠樾 皇甫鹤群 李  梅 李  丰 李文静 

杨冰清     

学校一等奖学金 

（专业学位硕士） 

顾巧燕 卢  荣 季小芳 刘广慧 毋  婷 

徐田文 赵  倩 蔡瑞衡 张  亮 张臣媛 

王凌霄 王  丹 韩美玲 高  宇 赵尚艺 

刘彦萍 付  希 李  莉 蔡文君 郝青青 

徐灵玲 刘  悦 吴倩倩 刘祎玮 王冰虹 

付  丽 许婧怡 王智莹   

学校二等奖学金 

（专业学位硕士） 

赵君博 郭  城 刘昱辛 翁丽华 张  越 

张  莉 薄新圆 张勇利 杨  洋 刘梦格 

刘弘毅 李善君 薛晓茹 张秋杰 王梦柯 

温  靖 田今今 鲁婷婷 任宏伟 黄琳惠 

贺泽行 王  珊 魏  伟 王安琪 徐  璐 

黄月皎 李毅佳 田  露 王超然 覃  甜 

廖颖彤 田  华       

学校三等奖学金 

（专业学位硕士） 

武  蕴 张琴菲 陈  晶 许会敏 姚  蓝 

冯  一         

专项奖学金 

优秀研究生干部 

姜秉圻 彭玉婷 张  琰 刘玉婷 黄琳惠 

林  颖 李小艳 石书奇 李佳哲 李  媛 

倪文锦 马莹芳 宁静贤 李  烨 姚冬萍 

王艳慧 闫  波 周晓丹 刘洁滢 王  琦 

袁  宁 何俊杰 刘倩倩 王  丹 侯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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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珊 解博超 王佳明 张勇利   

社会实践奖学金 

吕  佳 钟桂英 方贤中 史亚楠 刘天子 

张  雪 李小艳 于  慧 王忱哲 李  丹 

张雨蒙 张  盼 符定梦 解博超 史杰萍 

许雪梅 马莹芳       

通鼎奖学金 段世飞 

校友金声奖学金 吕  佳 

文体竞赛奖 

（三等奖） 
林  颖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班集体 

2015 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 

2016 级教育技术学硕士班 

2016 级博士班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优秀研究生班集体 

2015 级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班 

2015 级学前教育学、特殊教育学硕士班 

2016 级学前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学前教育硕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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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辅导员名单 

11.2.1 本科生辅导员名单 

表 185 教育学部本科生辅导员名单 

班级 姓名 任职时间 

2013 级教育 1 班 任雅才 2017.01-2017.06 

2013 级教育 2 班 李晓雪 2017.01-2017.06 

2013 级教育 3 班 吴  娟 2017.01-2017.06 

2014 级教育 1 班 邱化民 2017.01-2017.12 

2014 级教育 2 班 钱鹤鹏 2017.01-2017.12 

2014 级教育 3 班 吴  娟 2017.01-2017.12 

2015 级教育 1 班 邱化民 2017.01-2017.12 

2015 级教育 2 班 邱化民 2017.01-2017.12 

2015 级教育 3 班 赵国庆 2017.01-2017.12 

2016 级教育 1 班 赵  爽 2017.01-2017.12 

2016 级教育 2 班 杜继纲 2017.01-2017.12 

2016 级教育 3 班 赵  宏 2017.01-2017.12 

2017 级教育 1 班 邱化民 2017.09-2017.12 

2017 级教育 2 班 孙宏业 2017.09-2017.12 

2017 级教育 3 班 张志祯 2017.09-2017.12 

11.2.2 研究生辅导员名单 

表 186 教育学部研究生辅导员名单 

班级 姓名 任职时间 

2014 教育原理、教育史、教师教育硕士班 刘姗姗 2017.01-2017.06 

2014 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班 姚冬萍 2017.01-2017.06 

2014 比较、高教、职教、成教硕士班 方  芳 2017.01-2017.06 

2014 学前、特教硕士班 张树东 2017.01-2017.06 

2014 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 邱化民 2017.01-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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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姓名 任职时间 

2014 教育技术硕士班 马  宁 2017.01-2017.06 

2014 学校咨询硕士班 王乃弋 2017.01-2017.06 

2014 博士班 温红博 2017.01-2017.06 

2015 教育原理、教育史、教师教育硕士班 于洪霞 2017.01-2017.12 

2015 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班 鲁妩媚 2017.01-2017.12 

2015 比较、高教、职教、成教硕士班 刘云波 2017.01-2017.12 

2015 学前（含专硕）、特教硕士班 张悦歆 2017.01-2017.12 

2015 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 梁文艳 2017.01-2017.12 

2015 教育技术学硕士班 陈  玲 2017.01-2017.12 

2015 科学技术教育（专硕）班 郑兰琴 2017.01-2017.12 

2015 心理健康（专硕）、学校咨询硕士班 邓林园 2017.01-2017.12 

2015 博士班 施克灿 2017.01-2017.12 

2016 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教师教育硕士班 孙宏业 2017.01-2017.12 

2016 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班 鲁妩媚 2017.01-2017.12 

2016 比较、高教、职教、成教硕士班 周慧梅 2017.01-2017.12 

2016 学前（含专硕）、特教硕士班 张  斐 2017.01-2017.12 

2016 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 张亚星 2017.01-2017.12 

2016 教育技术学硕士班 蔡  苏 2017.01-2017.12 

2016 科学技术教育（专硕）班 王  铟 2017.01-2017.12 

2016 心理健康（专硕）、学校咨询硕士班 李蓓蕾 2017.01-2017.12 

2016 博士班 成  刚 2017.01-2017.12 

2017 级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教师教育硕士班 陈露茜 2017.09-2017.12 

2017 级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班 鲁妩媚 2017.09-2017.12 

2017 级比较、高教、职教、成教硕士班 方  芳 2017.09-2017.12 

2017 级学前（含专硕）、特教硕士班 张  斐 2017.09-2017.12 

2017 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班 邱化民 2017.09-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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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姓名 任职时间 

2017 级教育技术学硕士班 郑兰琴 2017.09-2017.12 

2017 级学校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专硕班 任雅才 2017.09-2017.12 

2017 级科学与技术教育（专硕）班 张进宝 2017.09-2017.12 

2017 级小学教育专硕班 刘英健 2017.09-2017.12 

2017 级博士班 李艳燕 2017.09-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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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学生干部名单 

11.3.1 本科生班级干部名单 

表 187 教育学部本科生班级干部名单 

班级名称 班长 任职时间 支部书记 任职时间 

2013 级教育 1 班 

高  鑫 2016.9-2017.6 

谢  珊 2016.9-2017.6 

王小婷 2016.9-2017.6 

2013 级教育 2 班 

厉  滢 2016.9-2017.6 

邹雨寰 2016.9-2017.6 

叶碧欣 2016.9-2017.6 

2013 级教育 3 班 

查聿翀 2016.9-2017.6 

蒋  琪 2016.9-2017.6 

陆星儿 2016.9-2017.6 

2014 级教育 1 班 

朴仙子 2016.9-2017.6 

熊玥悦 2016.9-2017.6 

周四强 2016.9-2017.6 

2014 级教育 2 班 

李  洋 2016.9-2017.6 

张甄英 2016.9-2017.6 

叶  丽 2016.9-2017.6 

2014 级教育 3 班 

宋  彬 2016.9-2017.6 

安  欣 2016.9-2017.6 

孙  健 2016.9-2017.6 

2015 级教育 1 班 

李军逸 2016.9-2017.6 

蒋子强 2016.9-2017.6 

郑逸敏 2016.9-2017.6 

2015 级教育 2 班 

栾梦雪 2016.9-2017.6 
赛丽克古丽· 

哈布力别克 
2016.9-2017.6 

刘馥源 2016.9-2017.6 

2015 级教育 3 班 

王新宇 2016.9-2017.6 

牛晓杰 2016.9-2017.6 

唐雪萍 2016.9-2017.6 

2016 级教育 1 班 

程嵩洋 2016.9-2017.6 

李诗慧 2016.9-2017.6 

白  卉 2016.9-2017.6 

2016 级教育 2 班 牛素娇 2016.9-2017.6 刘小雨 2016.9-2017.6 

2016 级教育 3 班 

郑泽章 2016.9-2017.6 

刘芳昕 2016.9-2017.6 

刘芳昕 2016.9-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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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本科生社团干部名单 

表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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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溪亭 2016.10-2017.09 

王新宇 2017.09 至今 

副主席 

蒋雨含 2016.10-2017.09 

王传扬 2016.10-2017.09 

苗兴慧 2017.09 至今 

吴嘉豪 2017.09 至今 

主席助理 吴嘉豪 2016.10-2017.09 

学习部 

张蓝文 2016.10-2017.09 

于  玻 2017.09 至今 

宣传部 

黄慧真 2016.10-2017.09 

黄嘉辉 2017.09 至今 

新闻部 

臧  丽 2016.10-2017.09 

李胧珊 2017.09 至今 

文艺部 

苗兴慧 2016.10-2017.09 

王安然 2017.09 至今 

外联部 

王新宇 2016.10-2017.09 

刘思佳 2017.09 至今 

体育部 

胡逍航 2016.10-2017.09 

郜思睿 2017.09 至今 

生活权益部 

栾梦雪 2016.10-2017.09 

刘芳昕 2017.09 至今 

监察人事部 

赵文博 2016.10-2017.09 

刘晓禾 2017.09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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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研究生班级干部名单 

表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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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级教育学原理、教育

史、教师教育硕士班 
刘舒丹 13357289183 林  颖 15650739691 

2015 级课程与教学论硕士

班 
倪文锦 18810851955 张雨蒙 1881133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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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玉婷 18510174806 李小艳 1881152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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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佳琪 18811779766 

孙田园 18500300023 

2015 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

班 
姜秉圻 18510665332 闫  波 18810561382 

2015 级教育技术学硕士班 解博超 18810540243 王沛文 18810669423 

2015 级学校咨询与心理健

康教育专硕班 
王艳慧 18810158255 靳佩佩 18810856322 

2015 级科学与技术教育 

专硕班 
郭  浩 18515060085 李丰江 15600917038 

2015 级博士班 李  媛 18811471667 颜廷睿 15600916078 

2016 级教育学原理、教育

史、教师教育硕士班 

霍少波 18811476845 

宁静贤 18733820501 

周晓丹 18810256602 

2016 级课程与教学论硕士

班 
石书奇 18811306267 李政锜 1823156724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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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国钦 13161586199 刘玉婷 13512859053 

2016 级学前教育学、学前

教育（专硕）、特殊教育学

硕士班 

黄琳惠 18810920161 

徐  璐 18161602531 

王崇高 18224522503 

2016 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

班 
顾  康 15652955607 李佳哲 18811476784 

2016 级教育技术学硕士班 

何俊杰 15378225360 

李  茜 18811477131 

贾  姗 13621121068 

2016 级学校咨询与心理健

康教育专硕班 
王  丹 13261921606 王秋蕴 1312141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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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班长 联系方式 党支书 联系方式 

2016 级科学与技术教育专硕

班 
鲁婷婷 15652963356   

2016 级博士班 

侯玉雪 15600561007 

姚冬萍 13466512168 

王  琦 18513853996 

2017 级教育学原理、教育

史、教师教育硕士班 
黄瑞妮 13269225337 周川淇 18813071124 

2017 级课程与教学论硕士

班（含语文、英语专硕） 

杨  男/ 

邵容与 

18811572517/ 

18813143146 
朱虹蓉 1838133343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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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瑞欣 15828169220 崔慧慧 17810263212 

2017 级学前教育学、学前

教育（专硕）、特殊教育学

硕士班 

彭代玉 18883317905 高  榕 13051995252 

2017 级经济与管理硕士班

（含专硕） 

元  静/ 

崔玉坤 
18813143055/13193798560 韩  旭 15600690080 

2017 级教育技术学硕士班 陈  洁 17778177925 查聿翀 13001200502 

2017 级学校咨询与心理健

康教育硕士班（含专硕） 
聂  宁 17636523632 段雪婷 18883387565 

2017 级科学与技术教育专

硕班 
郭幸君 18994433968 韩梦莹 18813011525 

2017 级小学教育专硕班 
赵春航/ 

赵聚芹 

18811338335  

18813008801 
方舒怡 15911181960 

2017 级博士班 
马  瑶/ 

杨  帆 

15116984724 

18401607275 
黄凌梅  

11.3.4 研究生社团干部名单 

表 190 教育学部研究生社团干部名单 

团体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研究生会 

主席 

解博超 2016.10-2017.09 

王  辉 2017.09 至今 

副主席 

史亚楠 

2016.10-2017.09 孙  玲 

张  盼 

梁洁姗 2017.09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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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戴金芮 

主席助理 晁亚群 2016.10-2017.09 

办公室 

田  琳 2016.10-2017.09 

王雪涵 2017.09 至今 

学术部 

袁  宁 2016.10-2017.09 

任  媛 2017.09 至今 

文艺部 

周星灿 2016.10-2017.09 

高  鸽 2017.09 至今 

体育部 

王  丹 2016.10-2017.09 

刘  颖 2017.09 至今 

宣传部 

张译方 2016.10-2017.09 

李心怡 2017.09 至今 

外联部 

王  辉 2016.10-2017.09 

苏幼园 2017.09 至今 

生活部 

李  佳 2016.10-2017.09 

谢正立 2017.09 至今 

期刊部 

杨  钦 

2016.10-2017.09 

杨智君 

付红霞 2017.09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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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2017 级新生名单 

11.4.1 2017 级本科生名单 

表 191 教育学部 2017 级本科生名单 

序 学号 姓名 专业 性别 

1 201711010101 李湘香 教育学 女 

2 201711010102 张  悦 教育学 女 

3 201711010103 蒙馨悦 教育学 女 

4 201711010104 陆文祥 教育学 女 

5 201711010105 修宪如 教育学 女 

6 201711010106 黄浩岩 教育学 男 

7 201711010107 陈彦儒 教育学 女 

8 201711010108 俞可钦 教育学 女 

9 201711010109 简靖琳 教育学 女 

10 201711010110 林心梅 教育学 女 

11 201711010 111 谷  璇 教育学 女 

12 201711010112 陈芸杉 教育学 女 

13 201711010113 陶铖枨 教育学 女 

14 201711010114 何蔚岑 教育学 女 

15 201711010115 李富钏 教育学 女 

16 201711010116 魏宏宇 教育学 女 

17 201711010117 勾馨悦 教育学 女 

18 201711010118 杨  双 教育学 女 

19 201711010119 徐瑞锌 教育学 女 

20 201711010120 刘天娇 教育学 女 

21 201711010121 孙  上 教育学 女 

22 201711010122 郑颢琳 教育学 女 

23 201711010123 杨  熙 教育学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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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学号 姓名 专业 性别 

24 201711010125 张  懿 教育学 女 

25 201711010126 秦思语 教育学 女 

26 201711010127 邵京菁 教育学 女 

27 201711010128 王欣苗 教育学 女 

28 201711010129 张昕卓 教育学 女 

29 201711010130 张耀扬 教育学 女 

30 201711010131 曹乐彤 教育学 女 

31 201711010132 周均奕 教育学 女 

32 201711010133 陈佳琪 教育学 女 

33 201711010134 丁斯培 教育学 女 

34 201711010135 李江旭 教育学 女 

35 201711010136 周诗怡 教育学 女 

36 201711010137 闵  柔 教育学 女 

37 201711010138 胡  馨 教育学 女 

38 201711010139 吴佳芮 教育学 女 

39 201711010140 张耀文 教育学 女 

40 201711010141 郑伟明 教育学 男 

41 201711010142 王  雯 教育学 女 

42 201711010143 孙文翔 教育学 男 

43 201711010144 关嘉琦 教育学 女 

44 201711010145 闫雨薇 教育学 女 

45 201711010146 张  轶 教育学 女 

46 201711010147 米天伊 教育学 女 

47 201711010148 王婧怡 教育学 女 

48 201711010149 何淑敏 教育学 女 

49 201711010150 庞雨婕 教育学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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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学号 姓名 专业 性别 

50 201711010151 王寅菲 教育学 女 

51 201711010152 武柏彤 教育学 女 

52 201711010153 孙蕴轩 教育学 女 

53 201711010154 张  鹏 教育学 女 

54 201711010155 刘文正 教育学 男 

55 201711010156 郝  杰 教育学 女 

56 201711010157 李晨阳 教育学 女 

57 201711010158 杜敏而 教育学 女 

58 201711010159 卢纯青 教育学 女 

59 201711010160 徐紫霄 教育学 女 

60 201711010161 赖梅艳 教育学 女 

61 201711010162 王粤龙 教育学 男 

62 201711010163 李双菲 教育学 女 

63 201711010164 万宇青 教育学 女 

64 201711010165 周子悦 教育学 女 

65 201711010166 邓林溪 教育学 女 

66 201711010167 陈啸宇 教育学 男 

67 201711010168 阎  旭 教育学 女 

68 201711010169 陈  蕊 教育学 女 

69 201711010170 张智妍 教育学 女 

70 201711010171 胡可昕 教育学 女 

71 201711010172 陈首印 教育学 男 

72 201711010173 孙亦凡 教育学 女 

73 201711010174 王心仪 教育学 女 

74 201711010175 王奕琛 教育学 男 

75 201711010176 张舒然 教育学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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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学号 姓名 专业 性别 

76 201711010177 康汇钰 教育学 女 

77 201711010178 刘耔杉 教育学 男 

78 201711010179 龚  琳 教育学 女 

79 201711010180 黄一橙 教育学 女 

80 201711010181 张若楠 教育学 女 

81 201711010182 吴  荻 教育学 女 

82 201711010183 陈嘉媛 教育学 女 

83 201711010184 梁景亮 教育学 男 

84 201711010185 周振东 教育学 男 

85 201711010186 何知易 教育学 男 

86 201711010187 王天朔 教育学 女 

87 201711010188 王超然 教育学 女 

88 201711010189 王  翀 教育学 女 

89 201711010190 周慧颖 教育学 女 

90 201711010191 王晨洋 教育学 男 

91 201711010192 朱芳清 教育学 女 

92 201711010193 毛子琪 教育学 女 

93 201711010194 王书剑 教育学 男 

94 201711010195 谷宜瞳 教育学 女 

95 201711010196 程可珺 教育学 女 

96 201711010197 李欣然 教育学 女 

97 201711010198 陈建华 教育学 女 

98 201711010199 任昊莅 教育学 女 

99 201711010200 段源缘 教育学 女 

100 201711010201 谢雅璐 教育学 女 

101 201711010202 黄腾瑶 教育学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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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学号 姓名 专业 性别 

102 201711010203 尹浩哲 教育学 男 

103 201711010204 黄  晶 教育学 女 

104 201711010205 张雨晨 教育学 女 

105 201711010206 胡  晨 教育学 女 

106 201711010207 刘科杰 教育学 男 

107 201711010208 仇梦真 教育学 女 

108 201711010209 高荣嫒艺 教育学 女 

109 201711010210 李威齐 教育学 男 

110 201711010211 邱仁艺 教育学 女 

111 201711010212 颜  怡 教育学 女 

112 201711010213 赵宇洁 教育学 女 

113 201711010214 龚凡舒 教育学 女 

114 201711010215 杨旖萱 教育学 女 

115 201711010216 冯婧玮 教育学 女 

116 201711010217 郭欣毅 教育学 女 

117 201711010218 陈思源 教育学 女 

118 201711010219 杨凯壹 教育学 男 

119 201711010220 何歆怡 教育学 女 

120 201711010221 吴  迪 教育学 男 

121 201711010222 高秋霜 教育学 女 

122 201711010223 刘舒平 教育学 男 

123 201711010224 吴海平 教育学 女 

124 201711010225 常珺婷 教育学 女 

125 201711010226 刘子祎 教育学 女 

126 201711010227 关  阳 教育学 女 

127 201711010228 鄧煒澄 教育学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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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学号 姓名 专业 性别 

128 201711010229 吴翠珊 教育学 女 

129 201711010230 谈俊良 教育学 男 

130 201711010231 唐果琳 教育学 女 

131 201711010232 孙其素 教育学 女 

132 201711010233 陈广宇 教育学 男 

133 201711010234 林文芮 教育学 女 

134 201711010235 魏晓阳 教育学 男 

135 201711010236 高云帆 教育学 女 

136 201711010238 鄭曉桐 教育学 女 

137 201711010239 陈紫琛 教育学 女 

138 201711010901 黄彩平 学前教育(师范) 女 

139 201711010902 马艳婷 学前教育(师范) 女 

140 201711010903 贾兰坡 学前教育(师范) 女 

141 201711010904 邓清华 学前教育(师范) 女 

142 201711010905 李佳欣 学前教育(师范) 女 

143 201711010906 毛茜菁 学前教育(师范) 女 

144 201711010907 韩婷媛 学前教育(师范) 女 

145 201711010908 孟  博 学前教育(师范) 女 

146 201711010909 姚寓菡 学前教育(师范) 女 

147 201711010910 姚  丽 学前教育(师范) 女 

148 201711010911 何精英 学前教育(师范) 女 

149 201711010912 琼  达 学前教育(师范) 女 

150 201711010913 蒋怡帆 学前教育(师范) 女 

151 201711010915 旦增央宗 学前教育(师范) 女 

152 201711010916 刘兴玲 学前教育(师范) 女 

153 201711010941 王  浩 特殊教育(师范)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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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学号 姓名 专业 性别 

154 201411073016 胡万里 教育学 男 

 

11.4.2 2017 级硕士生名单 

表 192 教育学部 2017 级学术型、专业型硕士生名单 

序 姓名 录取专业名称 本科学校 本科专业 导师 

1 黄瑞妮 教育学原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康永久 

2 胡  容 教育史 西藏民族大学 英语师范 丁道勇 

3 曹宇新 教育学原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刘复兴 

4 丁庆荣 教育学原理 安徽大学 社会学 余雅风 

5 何小舟 教育学原理 四川农业大学 英语 刘水云 

6 洪  婕 教育学原理 海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班建武 

7 李晋男 教育学原理 内蒙古科技大学 冶金工程 尹  力 

8 刘  欢 教育学原理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 肖  川 

9 刘  洋 教育学原理 西藏大学 生物科学 肖  川 

10 刘  宇 教育学原理 西南大学 教育学 杜  亮 

11 吕  娜 教育学原理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 刘水云 

12 马思远 教育学原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班建武 

13 孟雅琴 教育学原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郑新蓉 

14 宋佳欣 教育学原理 西南大学 
教育学(非师范,晏阳

初实验班) 
张莉莉 

15 王思宁 教育学原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杜  亮 

16 肖  甜 教育学原理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 石中英 

17 徐婉茹 教育学原理 北京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康永久 

18 延立萌 教育学原理 江南大学 小学教育(师范) 陈建翔 

19 叶雅萱 教育学原理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师范) 檀传宝 

20 阴露华 教育学原理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丁道勇 

21 周川淇 教育学原理 中国农业大学 农学 张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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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录取专业名称 本科学校 本科专业 导师 

22 曹雅洁 教育史 苏州科技学院 学前教育 张斌贤 

23 郭  松 教育史 许昌学院 历史学 孙邦华 

24 刘文佳 教育史 太原师范学院 教育学 施克灿 

25 乔  悦 教育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徐  勇 

26 邱艺萌 教育史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英语 徐  勇 

27 陶业曦 教育史 石家庄学院 秘书学 王  晨 

28 夏  青 教育史 阜阳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陈露茜 

29 徐  迪 教育史 西北大学 历史学基地班 施克灿 

30 杨  希 教育史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 孙  益 

31 杨雪芬 教育史 兰州大学 教育学 李子江 

32 张柏林 教育史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 于述胜 

33 樊晓旭 教师教育 河南大学 教育学 薛二勇 

34 冯  璨 教师教育 河南大学 教育学 李  琼 

35 郭  潇 教师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裴  淼 

36 胡艺曦 教师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袁  丽 

37 姜思羽 教师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胡  艳 

38 李凌云 教师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桑国元 

39 李彦乐 教师教育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赵  萍 

40 林一青 教师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化学(师范) 叶菊艳 

41 刘梦婷 教师教育 西安交通大学 英语(英俄方向) 朱旭东 

42 刘亚旭 教师教育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电子商务 裴  淼 

43 卢  璐 教师教育 山西大同大学 小学教育 袁  丽 

44 邱晨晨 教师教育 海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朱旭东 

45 唐  琳 教师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宋  萑 

46 田士旭 教师教育 河南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宋  萑 

47 童  瑶 教师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周  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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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录取专业名称 本科学校 本科专业 导师 

48 王雪薇 教师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化学 周  钧 

49 叶碧欣 教师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桑国元 

50 殷雅丽 教师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 张华军 

51 邓楚琳 教师教育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 胡  艳 

52 向明娥 课程与教学论 中南大学 英语（本） 易  进 

53 刘宏伟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田  青 

54 李佩珊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 高潇怡 

55 陈威然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姚  颖 

56 崔学敏 课程与教学论 山西大学 教育学 王本陆 

57 胡巍森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张春莉 

58 季丹枫 课程与教学论 南京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师范) 郭  华 

59 李玉娇 课程与教学论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学 李小红 

60 刘慧琰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 王本陆 

61 隆  贞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易  进 

62 鲁芮萌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胡定荣 

63 吕彩霞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綦春霞 

64 聂  维 课程与教学论 西南大学 英语 周逸先 

65 彭媛媛 课程与教学论 湘潭大学 制药工程 田  青 

66 任志鹏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刘京莉 

67 邵容与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胡定荣 

68 王泓瑶 课程与教学论 郑州大学 教育学 卢立涛 

69 王佳音 课程与教学论 华侨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潇怡 

70 王胜男 课程与教学论 重庆大学 英语 陈红兵 

71 王雨露 课程与教学论 华南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师范) 张春莉 

72 魏思雨 课程与教学论 河北大学 教育学 杜  霞 

73 张聪聪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綦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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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录取专业名称 本科学校 本科专业 导师 

74 周  君 课程与教学论 首都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英语)(师

范) 
阚  维 

75 陈明君 学科教学（语文）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汉语言文学 无 

76 崔莞尔 学科教学（语文） 山东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77 郭亚婧 学科教学（语文） 四川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78 郝志文 学科教学（语文） 唐山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无 

79 何艺璇 学科教学（语文） 河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80 黄诗莹 学科教学（语文） 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81 田  皓 学科教学（语文） 湖南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无 

82 王  红 学科教学（语文） 辽宁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83 王  婕 学科教学（语文） 山东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84 王璐瑶 学科教学（语文） 山东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85 杨  男 学科教学（语文） 曲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 无 

86 杨思航 学科教学（语文） 中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87 张  宁 学科教学（语文） 海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88 郑旭滢 学科教学（语文）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无 

89 周  婕 学科教学（语文） 吉林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90 郭  鑫 学科教学（英语） 哈尔滨师范大学 英语 无 

91 焦秀俐 学科教学（英语） 曲阜师范大学 英语 无 

92 康丽明 学科教学（英语） 聊城大学 英语 无 

93 林美红 学科教学（英语） 广西师范大学 英语 无 

94 刘梦瑶 学科教学（英语） 北京联合大学 英语 无 

95 刘  颖 学科教学（英语） 四川大学 英语 无 

96 齐文文 学科教学（英语）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英语 无 

97 孙丽蕾 学科教学（英语）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英语 无 

98 唐芳心 学科教学（英语） 郑州大学 英语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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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谢  慧 学科教学（英语） 安徽师范大学 英语 无 

100 张  丽 学科教学（英语） 西南大学 英语 无 

101 张  琪 学科教学（英语） 安徽师范大学 英语 无 

102 张舒欣 学科教学（英语） 石河子大学 英语 无 

103 郑壹允 学科教学（英语） 曲阜师范大学 英语 无 

104 朱虹蓉 学科教学（英语） 四川理工学院 英语 无 

105 穆  翎 比较教育学 西安外事 英语语言文学 刘  强 

106 阿娜尔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英语 高益民 

107 陈  囡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德语(德英双语) 孙  进 

108 崔慧慧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法语 黄  宇 

109 郭广旭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俄语 刘宝存 

110 康云菲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工业工程 刘  强 

111 刘  佳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德语 杨明全 

112 刘云华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德语 马健生 

113 孟佳妮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英语翻译 林  杰 

114 石  佩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会展经济与管理 滕  珺 

115 谭瑞欣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西班牙语 高益民 

116 万阳卓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意大利语 李家永 

117 王丽媛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法语 刘  敏 

118 王  玥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俄语 肖  甦 

119 张蒙蕊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德语 孙  进 

120 张秋旭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杨明全 

121 赵婉秋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西班牙语 谷贤林 

122 周舒玲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日语 姜英敏 

123 邹  靖 比较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英语 王  璐 

124 陈秀凤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小学教育(师范) 乔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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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衡国强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李湘萍 

126 江  新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乔锦忠 

127 李  姿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洪成文 

128 刘万振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汉语言文学 姜星海 

129 刘雪倩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姚  云 

130 南晓鹏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钟秉林 

131 宋雨林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英语（信息技术） 洪成文 

132 孙静怡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传播学 杜瑞军 

133 孙瑀锶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汉语言文学 姜星海 

134 王  慧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轻化工程 李湘萍 

135 吴亚丽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李  奇 

136 徐  珊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周海涛 

137 徐伟琴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方  芳 

138 杨  扬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周作宇 

139 于国欢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英语(旅游英语) 方  芳 

140 张敬佩 高等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李  奇 

141 高  瑶 成人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周慧梅 

142 吴秋晨 成人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白  滨 

143 徐亚楠 成人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李兴洲 

144 高  真 职业技术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周慧梅 

145 韩  昱 职业技术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庄榕霞 

146 龙语兮 职业技术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李兴洲 

147 孙凯瑞 职业技术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英语（英德双语） 赵志群 

148 涂晓君 职业技术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刘云波 

149 张格然 职业技术教育学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 教育学 和  震 

150 张  昭 学前教育学   霍力岩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年鉴（2017 年度） 

 442 

序 姓名 录取专业名称 本科学校 本科专业 导师 

151 陈敏睿 学前教育学 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师范) 洪秀敏 

152 陈肖琪 学前教育学 浙江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李敏谊 

153 郭媛芳 学前教育学 暨南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李晓巍 

154 何  淼 学前教育学 首都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师范) 霍力岩 

155 和卓琳 学前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 杜继纲 

156 华诗涵 学前教育学 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师范) 刘  馨 

157 李  萌 学前教育学 首都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师范) 刘  焱 

158 李  敏 学前教育学 信阳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刘  馨 

159 刘姗姗 学前教育学 山西大学 学前教育 潘月娟 

160 苗  欣 学前教育学 华中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中澳班) 庞丽娟 

161 许丹莹 学前教育学 浙江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王兴华 

162 张静漪 学前教育学 中华女子学院 学前教育 霍力岩 

163 张  艺 学前教育学 肇庆学院 学前教育 霍力岩 

164 金  宁 特殊教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 特殊教育 胡晓毅 

165 梁吉利 特殊教育学 浙江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肖  非 

166 刘俊丽 特殊教育学 阜阳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张树东 

167 刘郅青 特殊教育学 沈阳大学 学前教育 钱志亮 

168 马晓晨 特殊教育学 华中师范大学 特殊教育 程  黎 

169 王丽红 特殊教育学 西北师范大学 特殊教育 肖  非 

170 徐露羲 特殊教育学 西北师范大学 特殊教育 王  雁 

171 徐思思 特殊教育学 四川师范大学 特殊教育 王  雁 

172 杨子瑾 特殊教育学 潍坊学院 特殊教育 刘燕虹 

173 袁靖宇 特殊教育学 河南大学 教育学 邓  梦 

174 张金菊 特殊教育学 唐山师范学院 特殊教育 张悦歆 

175 刘  婷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冯婉桢 

176 陈  凤 学前教育 天津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刘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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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陈  荣 学前教育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潘月娟 

178 陈  曦 学前教育 华中农业大学 工商管理 冯婉桢 

179 陈  瑜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冯婉桢 

180 丁雪梅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王兴华 

181 段嘉楠 学前教育 山东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 王兴华 

182 段天雪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李敏谊 

183 房芒娜 学前教育 安徽大学 新闻学 杜继纲 

184 符  洁 学前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李敏谊 

185 付玉蕊 学前教育 郑州大学 教育学 李晓巍 

186 高  榕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学前教育 刘  馨 

187 哈雨薇 学前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 霍力岩 

188 胡晓晴 学前教育 延安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李晓巍 

189 李珺媛 学前教育 丽水学院 学前教育 冯婉桢 

190 李思妍 学前教育 四川外国语大学 会展经济与管理 霍力岩 

191 李亚男 学前教育 内蒙古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刘  馨 

192 刘  聪 学前教育 山西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王兴华 

193 刘璐群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李晓巍 

194 刘瑞琪 学前教育 山西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洪秀敏 

195 毛安琪 学前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庞丽娟 

196 彭代玉 学前教育 西南大学 教育学 杜继纲 

197 盛朝琪 学前教育 滨州学院 学前教育 潘月娟 

198 陶鑫萌 学前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洪秀敏 

199 王正阳 学前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 庞丽娟 

200 魏若玉 学前教育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洪秀敏 

201 谢铭立 学前教育 山东女子学院 学前教育 杜继纲 

202 杨济宇 学前教育 暨南大学 汉语言 李敏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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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祝翠媛 学前教育 石河子大学 学前教育 庞丽娟 

204 韩  旭 教育经济与管理 河南大学 会计学 杜育红 

205 鲍天璐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 楚江亭 

206 陈伊凡 教育经济与管理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 苏君阳 

207 程恺伦 教育经济与管理 中国农业大学 应用气象学 侯龙龙 

208 崔玉坤 教育经济与管理 河南大学 教育学 梁文艳 

209 邓  蜜 教育经济与管理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城市经济方

向） 
成  刚 

210 方俊策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朱志勇 

211 冯健芳 教育经济与管理 东北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教育)管理 曾晓东 

212 付  琼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蔡永红 

213 高  敏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科技大学 行政管理 徐志勇 

214 郭艳斌 教育经济与管理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杜育红 

215 韩亚洁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蔡永红 

216 李睿淼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赵德成 

217 李  鑫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鲍传友 

218 李玉凤 教育经济与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师范,勷勤创

新班) 
周金燕 

219 林芳宇 教育经济与管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毛亚庆 

220 莫  莎 教育经济与管理 贵州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鲍传友 

221 邵  颖 教育经济与管理 山东师范大学 英语 王  熙 

222 孙  钰 教育经济与管理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非师范) 郑  磊 

223 汪江颖 教育经济与管理 天津外国语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楚红丽 

224 王令格 教育经济与管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商务英语 侯龙龙 

225 王雪涵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赵德成 

226 相晓彤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姚计海 

227 谢  珊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余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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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游雨诗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姚计海 

229 于文珊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 成  刚 

230 于永顺 教育经济与管理 四川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张亚星 

231 元  静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胡咏梅 

232 张言平 教育经济与管理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 杜  屏 

233 邹雨寰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张东娇 

234 蒋  娜 教育管理 重庆邮电大学 英语 蔡永红 

235 焦  志 教育管理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徐志勇 

236 解静静 教育管理 青岛科技大学 市场营销 程凤春 

237 刘春圆 教育管理 曲阜师范大学 音乐学 楚红丽 

238 刘妍菱 教育管理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

学院 
商务英语 赵德成 

239 罗  娜 教育管理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技术 王  熙 

240 王  爽 教育管理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于洪霞 

241 曾  雪 教育管理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人体科学 沈  立 

242 张琛琛 教育管理 信阳师范学院 教育学 赵树贤 

243 张丽莉 教育管理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语 姚计海 

244 朱梓菡 教育管理 聊城大学 英语 余  凯 

245 郭  荣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吴  娟 

246 胡丹妮 远程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郑勤华 

247 蒋  琪 远程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陈  丽 

248 李梦蕾 远程教育 唐山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李  爽 

249 孙亚鑫 远程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赵  宏 

250 王瑞雪 远程教育 江西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冯晓英 

251 熊潞颖 远程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郑勤华 

252 徐亚倩 远程教育 江南大学 教育技术学(师范) 陈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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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杨宇飞 远程教育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婧婧 

254 查聿翀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傅  骞 

255 陈宏利 教育技术学 南京邮电大学 
教育技术学(网络教育

和知识工程) 
武法提 

256 陈  洁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杨开城 

257 陈凯亮 教育技术学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艳燕 

258 窦玲玉 教育技术学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教育技术学 杨开城 

259 季尚鹏 教育技术学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创新实验

班) 
余胜泉 

260 李乐巍 教育技术学 河北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玉顺 

261 梁  静 教育技术学 河北大学 教育技术学 马秀麟 

262 刘恩睿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蔡  苏 

263 刘  璐 教育技术学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师范类) 董  艳 

264 
罗琼菱

子 
教育技术学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郑  葳 

265 宁方京 教育技术学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保平 

266 彭  燕 教育技术学 西南大学 教育技术学 余胜泉 

267 彭  禹 教育技术学 西南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艳燕 

268 宋雨璇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董  艳 

269 孙  巍 教育技术学 燕山大学 教育技术学 郑兰琴 

270 陶鑫荣 教育技术学 江南大学 教育技术学(师范) 刘美凤 

271 王  飞 教育技术学 河北大学 教育技术学 刘美凤 

272 王泽莹 教育技术学 中国海洋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  芒 

273 吴  月 教育技术学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武法提 

274 杨  澜 教育技术学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创新实验

班) 
黄荣怀 

275 杨宣洋 教育技术学 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赵国庆 

276 杨  阳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蔡  苏 

277 曾  敏 教育技术学 西南大学 教育技术学 马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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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张  璇 教育技术学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郑兰琴 

279 章梦瑶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傅  骞 

280 赵若辰 教育技术学 山西大同大学 教育技术学 马  宁 

281 朱婷婷 教育技术学 河南大学 教育技术学 陈  玲 

282 邹佳君 教育技术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玉顺 

283 静鑫凡 课程与教学论 河北大学 教育学 王乃弋 

284 田  瑞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王乃弋 

285 辛翔宇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邓林园 

286 杨梦茜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林业大学 应用心理学 邓林园 

287 陈子乔 心理健康教育 安庆师范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马利文 

288 单含嫣 心理健康教育 广西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马利文 

289 邓嘉欣 心理健康教育 北京林业大学 应用心理学 李蓓蕾 

290 段雪婷 心理健康教育 信阳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李亦菲 

291 冯  聪 心理健康教育 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学 邓林园 

292 高  婷 心理健康教育 安徽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李蓓蕾 

293 郭  瑞 心理健康教育 新疆师范大学 教育学 王工斌 

294 化  梦 心理健康教育 中华女子学院 应用心理学 王乃弋 

295 姜秋璐 心理健康教育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 邓林园 

296 柳晓彤 心理健康教育 辽宁大学 财政学 王工斌 

297 聂  宁 心理健康教育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王工斌 

298 盛  慧 心理健康教育 湖南科技大学 应用心理学 李亦菲 

299 盛  悦 心理健康教育 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师范） 马利文 

300 宋明军 心理健康教育 清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马利文 

301 汪廷玉 心理健康教育 四川警察学院 应用心理学 傅  纳 

302 王朝夷 心理健康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王工斌 

303 王小婷 心理健康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邓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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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王  瑶 心理健康教育 上海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师范） 李亦非 

305 严梓洛 心理健康教育 河南大学 教育学 王乃弋 

306 杨金珠 心理健康教育 临沂大学 小学教育 傅  纳 

307 杨  柳 心理健康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傅  纳 

308 叶玉燕 心理健康教育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师范,勷勤创

新班) 
李蓓蕾 

309 张梦超 心理健康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李蓓蕾 

310 张晓迪 心理健康教育 邯郸学院 教育学 傅  纳 

311 仲芳慧 心理健康教育 西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李亦菲 

312 查思雨 科学与技术教育 江西农业大学 教育技术学 陈  桄 

313 陈碧云 科学与技术教育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通信工程 傅  骞 

314 陈景雪 科学与技术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余胜泉 

315 陈雨杨 科学与技术教育 中国农业大学 
种子科学与工程(理科

试验班) 
郑  葳 

316 董笑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牡丹江师范学院 教育技术学 李艳燕 

317 耿一敬 科学与技术教育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蔡  苏 

318 郭幸君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玉顺 

319 韩梦莹 科学与技术教育 西南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玉顺 

320 黄星星 科学与技术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郑兰琴 

321 李坤玲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交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王  铟 

322 李  琳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物资学院 物联网工程 郑  葳 

323 刘韧学 科学与技术教育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教育技术学 郑兰琴 

324 罗  欣 科学与技术教育 湖北大学 教育技术学 马  宁 

325 马占强 科学与技术教育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张进宝 

326 毛文婷 科学与技术教育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创新实验

班) 
傅  骞 

327 欧阳稷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李艳燕 

328 任  红 科学与技术教育 中南大学 土木工程 董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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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石  祝 科学与技术教育 西南交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王  铟 

330 宋晓婷 科学与技术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董  艳 

331 王  卓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科技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吴  娟 

332 吴  超 科学与技术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蔡  苏 

333 杨晓桐 科学与技术教育 吉林大学 生物技术 董  艳 

334 曾榕清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数学与应用数学 吴  娟 

335 张安琦 科学与技术教育 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陈  桄 

336 张舒然 科学与技术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马  宁 

337 张欣欣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张志祯 

338 赵迁兰 科学与技术教育 武汉理工大学 教育技术学 赵国庆 

339 周洪坡 科学与技术教育 河海大学 热能与动力工程 李葆萍 

340 周宣辰 科学与技术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物理学 余胜泉 

341 班汉祥 小学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胡定荣 

342 曹淑敏 小学教育 曲阜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郭  华 

343 车佳仪 小学教育 延边大学 小学教育 张春莉 

344 单从从 小学教育 济南大学 工程管理 易  进 

345 邓敏嘉 小学教育 汕头大学 广告学 王本陆 

346 方舒怡 小学教育 青海民族大学 小学教育 曾  琦 

347 冯  舟 小学教育 山西大同大学 小学教育 刘京莉 

348 胡亚星 小学教育 河南师范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刘京莉 

349 黄月婷 小学教育 湖北经济学院 电子商务 曾  琦 

350 黄  真 小学教育 哈尔滨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高潇怡 

351 李沙沙 小学教育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周逸先 

352 李  爽 小学教育 河北北方学院 学前教育 姚  颖 

353 李  雪 小学教育 鲁东大学 小学教育 周逸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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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刘洋梅 小学教育 安阳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陈红兵 

355 刘一诺 小学教育 鲁东大学 小学教育 杜  霞 

356 刘  怡 小学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卢立涛 

357 刘子瑞 小学教育 山西大同大学 小学教育 綦春霞 

358 龙海洋 小学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卢立涛 

359 吕  欢 小学教育 哈尔滨学院 小学教育 陈红兵 

360 倪燕萍 小学教育 南京审计大学 财务管理 李小红 

361 尚燕会 小学教育 太原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田  青 

362 申傲雪 小学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 英语 李小红 

363 宋华丽 小学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类 刘京莉 

364 谭珺月 小学教育 四川外国语大学 对外汉语 杜  霞 

365 田菲菲 小学教育 湖南科技大学 小学教育 高潇怡 

366 王皓静 小学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易  进 

367 王  瑾 小学教育 河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胡定荣 

368 吴雨桐 小学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 韩国语 阚  维 

369 肖  英 小学教育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姚  颖 

370 杨素南 小学教育 保定学院 小学教育 周逸先 

371 于  阗 小学教育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 张春莉 

372 张  萌 小学教育 石家庄学院 学前教育 田  青 

373 张  睿 小学教育 安徽师范大学 英语 姚  颖 

374 张晓丽 小学教育 江西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卢立涛 

375 张  瑜 小学教育 东北财经大学 法学 郭  华 

376 赵春航 小学教育 长春大学 特殊教育 阚  维 

377 赵聚芹 小学教育 北京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陈红兵 

378 赵琼莹 小学教育 信阳师范学院 教育学 王本陆 

379 郑  雨 小学教育 河北工业大学 英语 胡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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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朱  莹 小学教育 山东大学 应用化学 李小红 

 

表 193 教育学部 2017 级双证专业学位研究生学生名单 

序号 姓名 录取专业名称 本科学校 本科专业 导师 

1 陈明君 学科教学（语文）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汉语言文学 无 

2 崔莞尔 学科教学（语文） 山东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3 郭亚婧 学科教学（语文） 四川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4 郝志文 学科教学（语文） 唐山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无 

5 何艺璇 学科教学（语文） 河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6 黄诗莹 学科教学（语文） 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7 田  皓 学科教学（语文） 湖南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无 

8 王  红 学科教学（语文） 辽宁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9 王  婕 学科教学（语文） 山东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10 王璐瑶 学科教学（语文） 山东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11 杨  男 学科教学（语文） 曲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 无 

12 杨思航 学科教学（语文） 中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13 张  宁 学科教学（语文） 海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14 郑旭滢 学科教学（语文）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无 

15 周  婕 学科教学（语文） 吉林大学 汉语言文学 无 

16 郭  鑫 学科教学（英语） 哈尔滨师范大学 英语 无 

17 焦秀俐 学科教学（英语） 曲阜师范大学 英语 无 

18 康丽明 学科教学（英语） 聊城大学 英语 无 

19 林美红 学科教学（英语） 广西师范大学 英语 无 

20 刘梦瑶 学科教学（英语） 北京联合大学 英语 无 

21 刘  颖 学科教学（英语） 四川大学 英语 无 

22 齐文文 学科教学（英语）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英语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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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孙丽蕾 学科教学（英语）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英语 无 

24 唐芳心 学科教学（英语） 郑州大学 英语 无 

25 谢  慧 学科教学（英语） 安徽师范大学 英语 无 

26 张  丽 学科教学（英语） 西南大学 英语 无 

27 张  琪 学科教学（英语） 安徽师范大学 英语 无 

28 张舒欣 学科教学（英语） 石河子大学 英语 无 

29 郑壹允 学科教学（英语） 曲阜师范大学 英语 无 

30 朱虹蓉 学科教学（英语） 四川理工学院 英语 无 

31 刘  婷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冯婉桢 

32 陈  凤 学前教育 天津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刘  馨 

33 陈  荣 学前教育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潘月娟 

34 陈  曦 学前教育 华中农业大学 工商管理 冯婉桢 

35 陈  瑜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冯婉桢 

36 丁雪梅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王兴华 

37 段嘉楠 学前教育 山东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 王兴华 

38 段天雪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李敏谊 

39 房芒娜 学前教育 安徽大学 新闻学 杜继纲 

40 符  洁 学前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李敏谊 

41 付玉蕊 学前教育 郑州大学 教育学 李晓巍 

42 高  榕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学前教育 刘  馨 

43 哈雨薇 学前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 霍力岩 

44 胡晓晴 学前教育 延安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李晓巍 

45 李珺媛 学前教育 丽水学院 学前教育 冯婉桢 

46 李思妍 学前教育 四川外国语大学 会展经济与管理 霍力岩 

47 李亚男 学前教育 内蒙古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刘  馨 

48 刘  聪 学前教育 山西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王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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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刘璐群 学前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李晓巍 

50 刘瑞琪 学前教育 山西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洪秀敏 

51 毛安琪 学前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庞丽娟 

52 彭代玉 学前教育 西南大学 教育学 杜继纲 

53 盛朝琪 学前教育 滨州学院 学前教育 潘月娟 

54 陶鑫萌 学前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洪秀敏 

55 王正阳 学前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 庞丽娟 

56 魏若玉 学前教育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洪秀敏 

57 谢铭立 学前教育 山东女子学院 学前教育 杜继纲 

58 杨济宇 学前教育 暨南大学 汉语言 李敏谊 

59 祝翠媛 学前教育 石河子大学 学前教育 庞丽娟 

60 蒋  娜 教育管理 重庆邮电大学 英语 蔡永红 

61 焦  志 教育管理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徐志勇 

62 解静静 教育管理 青岛科技大学 市场营销 程凤春 

63 刘春圆 教育管理 曲阜师范大学 音乐学 楚红丽 

64 刘妍菱 教育管理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赵德成 

65 罗  娜 教育管理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技术 王  熙 

66 王  爽 教育管理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于洪霞 

67 曾  雪 教育管理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人体科学 沈  立 

68 张琛琛 教育管理 信阳师范学院 教育学 赵树贤 

69 张丽莉 教育管理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语 姚计海 

70 朱梓菡 教育管理 聊城大学 英语 余  凯 

71 陈子乔 心理健康教育 安庆师范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马利文 

72 单含嫣 心理健康教育 广西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马利文 

73 邓嘉欣 心理健康教育 北京林业大学 应用心理学 李蓓蕾 

74 段雪婷 心理健康教育 信阳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李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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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冯  聪 心理健康教育 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学 邓林园 

76 高  婷 心理健康教育 安徽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李蓓蕾 

77 郭  瑞 心理健康教育 新疆师范大学 教育学 王工斌 

78 化  梦 心理健康教育 中华女子学院 应用心理学 王乃弋 

79 姜秋璐 心理健康教育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 邓林园 

80 柳晓彤 心理健康教育 辽宁大学 财政学 王工斌 

81 聂  宁 心理健康教育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王工斌 

82 盛  慧 心理健康教育 湖南科技大学 应用心理学 李亦菲 

83 盛  悦 心理健康教育 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师

范） 
马利文 

84 宋明军 心理健康教育 清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马利文 

85 汪廷玉 心理健康教育 四川警察学院 应用心理学 傅  纳 

86 王朝夷 心理健康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王工斌 

87 王小婷 心理健康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邓林园 

88 王  瑶 心理健康教育 上海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师

范） 
李亦非 

89 严梓洛 心理健康教育 河南大学 教育学 王乃弋 

90 杨金珠 心理健康教育 临沂大学 小学教育 傅  纳 

91 杨  柳 心理健康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傅  纳 

92 叶玉燕 心理健康教育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师范,勷

勤创新班) 
李蓓蕾 

93 张梦超 心理健康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李蓓蕾 

94 张晓迪 心理健康教育 邯郸学院 教育学 傅  纳 

95 仲芳慧 心理健康教育 西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李亦菲 

96 查思雨 科学与技术教育 江西农业大学 教育技术学 陈  桄 

97 陈碧云 科学与技术教育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通信工程 傅  骞 

98 陈景雪 科学与技术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余胜泉 

99 陈雨杨 科学与技术教育 中国农业大学 
种子科学与工程

(理科试验班) 
郑  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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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董笑男 科学与技术教育 牡丹江师范学院 教育技术学 李艳燕 

101 耿一敬 科学与技术教育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蔡  苏 

102 郭幸君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玉顺 

103 韩梦莹 科学与技术教育 西南大学 教育技术学 李玉顺 

104 黄星星 科学与技术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郑兰琴 

105 李坤玲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交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王  铟 

106 李  琳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物资学院 物联网工程 郑  葳 

107 刘韧学 科学与技术教育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教育技术学 郑兰琴 

108 罗  欣 科学与技术教育 湖北大学 教育技术学 马  宁 

109 马占强 科学与技术教育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张进宝 

110 毛文婷 科学与技术教育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创

新实验班) 
傅  骞 

111 欧阳稷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李艳燕 

112 任  红 科学与技术教育 中南大学 土木工程 董  艳 

113 石  祝 科学与技术教育 西南交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王  铟 

114 宋晓婷 科学与技术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董  艳 

115 王  卓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科技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吴  娟 

116 吴  超 科学与技术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蔡  苏 

117 杨晓桐 科学与技术教育 吉林大学 生物技术 董  艳 

118 曾榕清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数学与应用数学 吴  娟 

119 张安琦 科学与技术教育 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陈  桄 

120 张舒然 科学与技术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马  宁 

121 张欣欣 科学与技术教育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张志祯 

122 赵迁兰 科学与技术教育 武汉理工大学 教育技术学 赵国庆 

123 周洪坡 科学与技术教育 河海大学 热能与动力工程 李葆萍 

124 周宣辰 科学与技术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物理学 余胜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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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班汉祥 小学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胡定荣 

126 曹淑敏 小学教育 曲阜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郭  华 

127 车佳仪 小学教育 延边大学 小学教育 张春莉 

128 单从从 小学教育 济南大学 工程管理 易  进 

129 邓敏嘉 小学教育 汕头大学 广告学 王本陆 

130 方舒怡 小学教育 青海民族大学 小学教育 曾  琦 

131 冯  舟 小学教育 山西大同大学 小学教育 刘京莉 

132 胡亚星 小学教育 河南师范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刘京莉 

133 黄月婷 小学教育 湖北经济学院 电子商务 曾  琦 

134 黄  真 小学教育 哈尔滨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高潇怡 

135 李沙沙 小学教育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周逸先 

136 李  爽 小学教育 河北北方学院 学前教育 姚  颖 

137 李  雪 小学教育 鲁东大学 小学教育 周逸先 

138 刘洋梅 小学教育 安阳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陈红兵 

139 刘一诺 小学教育 鲁东大学 小学教育 杜  霞 

140 刘  怡 小学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卢立涛 

141 刘子瑞 小学教育 山西大同大学 小学教育 綦春霞 

142 龙海洋 小学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卢立涛 

143 吕  欢 小学教育 哈尔滨学院 小学教育 陈红兵 

144 倪燕萍 小学教育 南京审计大学 财务管理 李小红 

145 尚燕会 小学教育 太原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田  青 

146 申傲雪 小学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 英语 李小红 

147 宋华丽 小学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教

育类 
刘京莉 

148 谭珺月 小学教育 四川外国语大学 对外汉语 杜  霞 

149 田菲菲 小学教育 湖南科技大学 小学教育 高潇怡 

150 王皓静 小学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易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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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王  瑾 小学教育 河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胡定荣 

152 吴雨桐 小学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 韩国语 阚  维 

153 肖  英 小学教育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姚  颖 

154 杨素南 小学教育 保定学院 小学教育 周逸先 

155 于  阗 小学教育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 张春莉 

156 张  萌 小学教育 石家庄学院 学前教育 田  青 

157 张  睿 小学教育 安徽师范大学 英语 姚  颖 

158 张晓丽 小学教育 江西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卢立涛 

159 张  瑜 小学教育 东北财经大学 法学 郭  华 

160 赵春航 小学教育 长春大学 特殊教育 阚  维 

161 赵聚芹 小学教育 北京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陈红兵 

162 赵琼莹 小学教育 信阳师范学院 教育学 王本陆 

163 郑  雨 小学教育 河北工业大学 英语 胡定荣 

164 朱  莹 小学教育 山东大学 应用化学 李小红 

11.4.3 2017 级博士生名单 

表 194 教育学部 2017 级学术型博士生名单 

序 学号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1 201731010001 黄上芳 女 教育学原理 檀传宝 

2 201731010002 赵  彬 女 教育学原理 肖贵祥 

3 201731010003 李春影 女 教育学原理 石中英 

4 201731010004 马  瑶 女 教育学原理 郑新蓉 

5 201731010005 刘祎莹 女 教育学原理 康永久 

6 201731010006 余慧娟 女 教育学原理 石中英 

7 201731010007 曹  辰 男 课程与教学论 綦春霞 

8 201731010009 吴加奇 女 课程与教学论 张春莉 

9 201731010010 邱霞燕 女 课程与教学论 胡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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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731010011 陈婷婷 女 课程与教学论 王本陆 

11 201731010012 王艳艳 女 教育史 王  晨 

12 201731010013 杨  帆 男 教育史 张斌贤 

13 201731010014 陈梦越 男 教育史 孙邦华 

14 201731010015 徐娜娜 女 教育史 徐  勇 

15 201731010016 李晓瑞 女 教育史 于述胜 

16 201731010017 尤  铮 男 比较教育学 王  璐 

17 201731010018 蔡  娟 女 比较教育学 马健生 

18 201731010019 王希彤 女 比较教育学 高益民 

19 201731010020 张  晴 女 比较教育学 孙  进 

20 201731010021 安亚伦 男 比较教育学 王英杰 

21 201731010022 肖  军 男 比较教育学 刘宝存 

22 201731010023 陈晓菲 女 比较教育学 林  杰 

23 201731010024 彭雪梅 女 比较教育学 谷贤林 

24 201731010025 朋  腾 女 比较教育学 肖  甦 

25 201731010026 黄  双 女 学前教育学 霍力岩 

26 201731010027 杨大伟 男 学前教育学 庞丽娟 

27 201731010028 吴  敏 女 高等教育学 姚  云 

28 201731010029 牛欣欣 女 高等教育学 洪成文 

29 201731010030 黄凌梅 女 高等教育学 钟秉林 

30 201731010031 王明明 男 高等教育学 周作宇 

31 201731010032 胡万山 男 高等教育学 周海涛 

32 201731010033 邢贞良 男 职业技术教育学 李兴洲 

33 201731010034 陈  柳 女 职业技术教育学 赵志群 

34 201731010035 贺世宇 女 职业技术教育学 和  震 

35 201731010036 刘  颖 女 特殊教育学 肖  非 

36 201731010037 韩文娟 女 特殊教育学 邓  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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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1731010038 马  滢 女 特殊教育学 邓  猛 

38 201731010039 王琳琳 女 特殊教育学 邓  猛 

39 201731010040 杨  茹 女 特殊教育学 王  雁 

40 201731010041 刘  宁 女 教育技术学 余胜泉 

41 201731010042 汪  丹 女 教育技术学 余胜泉 

42 201731010043 司刊的尔·司马义 男 教育技术学 董  艳 

43 201731010044 徐  唱 女 教育技术学 董  艳 

44 201731010045 包昊罡 男 教育技术学 李艳燕 

45 201731010046 任一姝 女 教育技术学 黄荣怀 

46 201731010047 田  阳 男 教育技术学 黄荣怀 

47 201731010048 周  伟 男 教育技术学 黄荣怀 

48 201731010049 石君齐 女 教育技术学 李  芒 

49 201731010050 陈宝军 男 教育技术学 杨开城 

50 201731010051 方圆媛 女 教育技术学 刘美凤 

51 201731010052 裴  丽 女 教师教育 李  琼 

52 201731010053 李秀云 女 教师教育 朱旭东 

53 201731010054 赵  荻 女 教师教育 朱旭东 

54 201731010055 陈  林 男 教师教育 周  钧 

55 201731010056 胡  倩 女 教师教育 胡  艳 

56 201731010057 王怀波 男 远程教育 陈  丽 

57 201731010058 邢海燕 女 教育政策与教育法学 刘复兴 

58 201731010059 王祈然 男 教育政策与教育法学 余雅风 

59 201731010060 李东宏 女 教育政策与教育法学 尹  力 

60 201731010061 何二林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毛亚庆 

61 201731010062 张  颖 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苏君阳 

62 201731010063 孟静怡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蔡永红 

63 201731010064 阮  华 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曾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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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201731010065 叶晓梅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杜育红 

65 201731010066 邹  维 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张东娇 

66 201731010067 李春青 女 教育经济与管理 胡咏梅 

67 201731010068 孙  旭 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杜  屏 

68 201731010069 郝  汉 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朱志勇 

69 201731010070 刘德建 男 高等教育学 钟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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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2017 届毕业生名单 

11.5.1 2017 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表 195 教育学部 2017 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序 学号 年级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1 201111011002 2011 谢文秀 教育学 教育学 

2 201211011056 2012 明淑喆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 

3 201211121035 2012 姜秉辰 教育学 教育学 

4 201211942029 2012 陈  光 教育学 教育学 

5 201311011001 2013 顾懿宁 教育学 教育学 

6 201311011002 2013 曾嘉灵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7 201311011003 2013 万心珂 教育学 教育学 

8 201311011004 2013 曾  媛 教育学 教育学 

9 201311011005 2013 张家豪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10 201311011006 2013 梁小玲 教育学 教育学 

11 201311011007 2013 熊潞颖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12 201311011008 2013 陈  苗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13 201311011009 2013 王治飞 教育学 教育学 

14 201311011010 2013 胡艺曦 教育学 教育学 

15 201311011011 2013 何雨点 教育学 教育学 

16 201311011012 2013 焦灵波 教育学 教育学 

17 201311011013 2013 刘璐群 教育学 教育学 

18 201311011014 2013 熊  彬 教育学 教育学 

19 201311011015 2013 邹海洋 教育学 教育学 

20 201311011016 2013 章梦瑶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21 201311011017 2013 谢  珊 教育学 教育学 

22 201311011018 2013 韦晨晔 教育学 教育学 

23 201311011020 2013 李福金 教育学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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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311011021 2013 王思宁 教育学 教育学 

25 201311011022 2013 李靖丝 教育学 教育学 

26 201311011023 2013 瞿志林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 

27 201311011024 2013 宋雨璇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28 201311011025 2013 采  桥 教育学 教育学 

29 201311011026 2013 卜尚聪 教育学 教育学 

30 201311011027 2013 曾晓王莹 教育学 教育学 

31 201311011028 2013 李  莹 教育学 教育学 

32 201311011029 2013 薛雪芸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 

33 201311011030 2013 陈  瑜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 

34 201311011031 2013 杨  阳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35 201311011032 2013 王皓静 教育学 教育学 

36 201311011033 2013 刘  颖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 

37 201311011034 2013 吴秀菡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38 201311011035 2013 胡巍森 教育学 教育学 

39 201311011036 2013 李  鑫 教育学 教育学 

40 201311011037 2013 刘  赛 教育学 教育学 

41 201311011038 2013 尹凤杰 教育学 教育学 

42 201311011039 2013 韩玉莹 教育学 教育学 

43 201311011040 2013 元  静 教育学 教育学 

44 201311011041 2013 乔  悦 教育学 教育学 

45 201311011042 2013 孟雅琴 教育学 教育学 

46 201311011043 2013 周雅梦 教育学 教育学 

47 201311011045 2013 郝展欣 教育学 教育学 

48 201311011046 2013 辛翔宇 教育学 教育学 

49 201311011047 2013 安  奕 教育学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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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01311011048 2013 任志鹏 教育学 教育学 

51 201311011049 2013 查聿翀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52 201311011050 2013 罗  艺 教育学 教育学 

53 201311011051 2013 古钦晖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 

54 201311011052 2013 郭  潇 教育学 教育学 

55 201311011053 2013 游雨诗 教育学 教育学 

56 201311011054 2013 梁雨微 教育学 教育学 

57 201311011055 2013 张语麟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 

58 201311011056 2013 邹雨寰 教育学 教育学 

59 201311011057 2013 甘淑芳 教育学 教育学 

60 201311011058 2013 崔恺祎 教育学 教育学 

61 201311011059 2013 张小雨 教育学 教育学 

62 201311011060 2013 刘佳怿 教育学 教育学 

63 201311011061 2013 李尧沣 教育学 教育学 

64 201311011062 2013 郝彤欣 教育学 教育学 

65 201311011065 2013 隋静宇 教育学 教育学 

66 201311011066 2013 王烨宇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67 201311011068 2013 王晓娜 教育学 教育学 

68 201311011069 2013 吕妍乐 教育学 教育学 

69 201311011070 2013 黄润珂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 

70 201311011071 2013 马思远 教育学 教育学 

71 201311011072 2013 叶碧欣 教育学 教育学 

72 201311011073 2013 周林莉 教育学 教育学 

73 201311011074 2013 李蒋振宇 教育学 教育学 

74 201311011075 2013 徐如霖 教育学 教育学 

75 201311011076 2013 曹宇新 教育学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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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201311011077 2013 尚  书 教育学 教育学 

77 201311011079 2013 王雪涵 教育学 教育学 

78 201311011080 2013 杨正周 教育学 教育学 

79 201311011081 2013 赵子琪 教育学 教育学 

80 201311011081 2013 王小婷 教育学 教育学 

81 201311011082 2013 郭英倩 教育学 教育学 

82 201311011084 2013 童  瑶 教育学 教育学 

83 201311011085 2013 鲁芮萌 教育学 教育学 

84 201311011086 2013 陈小清 教育学 教育学 

85 201311011088 2013 杨雯鹃 教育学 教育学 

86 201311011088 2013 郭幸君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87 201311011089 2013 张格然 教育学 教育学 

88 201311011090 2013 厉  滢 教育学 教育学 

89 201311011092 2013 蒋  琪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90 201311011093 2013 郭雪菲 教育学 教育学 

91 201311011094 2013 李凌云 教育学 教育学 

92 201311011095 2013 邹雪飞 教育学 教育学 

93 201311011096 2013 邵容与 教育学 教育学 

94 201311011097 2013 方俊策 教育学 教育学 

95 201311011098 2013 陆星儿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96 201311011099 2013 胡丹妮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97 201311011100 2013 陈欣媛 教育学 教育学 

98 201311011101 2013 焦思琪 教育学 教育学 

99 201311011102 2013 马甜原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100 201311011103 2013 郑旭滢 教育学 教育学 

101 201311011104 2013 金  宁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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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201311011105 2013 宋雨柔 教育学 教育学 

103 201311011106 2013 杨  扬 教育学 教育学 

104 201311011107 2013 周  奇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105 201311011108 2013 王朝夷 教育学 教育学 

106 201311011109 2013 吕彩霞 教育学 教育学 

107 201311011110 2013 田  瑞 教育学 教育学 

108 201311011111 2013 高  鑫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 

109 201311011112 2013 段天雪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 

110 201311011113 2013 李睿淼 教育学 教育学 

111 201311011114 2013 耿岱仪 教育学 教育学 

112 201311011115 2013 高  渝 教育学 教育学 

113 201311011116 2013 丁雪梅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 

114 201311011117 2013 张旭东 教育学 教育学 

115 201311011118 2013 郑  昊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 

116 201311011119 2013 林烙欣 教育学 教育学 

117 201311011120 2013 何晋炜 教育学 教育学 

118 201311012901 2013 李佳璐 学前教育学(师范) 教育学 

119 201311012902 2013 康亚军 学前教育学(师范) 教育学 

120 201311012903 2013 周琬婷 学前教育学(师范) 教育学 

121 201311012904 2013 邓翠仪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 

122 201311012905 2013 郭佳欣 学前教育学(师范) 教育学 

123 201311012907 2013 陈俐瑾 学前教育学(师范) 教育学 

124 201311012908 2013 尼玛曲吉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 

125 201311023002 2013 高  玥 教育学 教育学 

126 201311033037 2013 李佳音 教育学 教育学 

127 201311071011 2013 付鑫岩 教育学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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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201311101082 2013 孙  尧 教育学 教育学 

129 201311101092 2013 杨  懿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 

130 201311102017 2013 吴科杰 教育学 教育学 

131 201311151001 2013 朱婉银 学前教育学(师范) 教育学 

132 201311151053 2013 卫怡弟 教育学 教育学 

133 201311151103 2013 高蓓迎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 

11.5.2 2017 届硕士毕业生名单 

表 196 教育学部 2017 届学术型硕士毕业生名单 

序 学号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导师 

1 201121010233 陆苍海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2 201321010115 林  菁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钱志亮 

3 201421010001 伊师孟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丁道勇 

4 201421010002 张玉荣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石中英 

5 201421010003 丁  娜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余清臣 

6 201421010004 谢蓉蓉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余雅风 

7 201421010005 彭  波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班建武 

8 201421010006 田海林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檀传宝 

9 201421010007 央金卓嘎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袁桂林 

10 201421010008 郑晓辉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余清臣 

11 201421010009 赵亚君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刘复兴 

12 201421010010 朱月华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薛二勇 

13 201421010011 何  柳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杜  亮 

14 201421010012 杨  瑶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康永久 

15 201421010013 段  昭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张莉莉 

16 201421010014 赵  彬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肖贵祥 

17 201421010015 曹继光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陈建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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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421010016 牛慧丹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尹  力 

19 201421010017 黄上芳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王  啸 

20 201421010018 佟  彤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郑新蓉 

21 201421010019 张晓丽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硕士 张莉莉 

22 201421010050 沈一心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施克灿 

23 201421010051 张少敏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孙邦华 

24 201421010052 石娓娓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徐  勇 

25 201421010053 邱星语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于述胜 

26 201421010054 裴文媛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徐  勇 

27 201421010055 卢嘉濠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李子江 

28 201421010056 董国材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郭法奇 

29 201421010057 武雅静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孙益（暂时郭法

奇） 

30 201421010058 杨  帆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张斌贤 

31 201421010059 王  琛 教育史 教育学硕士 王  晨 

32 201421010060 孙煦东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  敏 

33 201421010061 刘  琦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姜英敏 

34 201421010062 赵博涵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王  璐 

35 201421010063 王希彤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高益民 

36 201421010064 王玉清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  强 

37 201421010065 荆晓丽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  强 

38 201421010066 张  潇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杨明全 

39 201421010067 蔡  娟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马健生 

40 201421010068 韩  丰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谷贤林 

41 201421010069 吴  冬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宝存 

42 201421010070 程  媛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王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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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421010071 刘晓璇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肖  甦 

44 201421010072 马  瑶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家永 

45 201421010074 张自然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  敏 

46 201421010075 陈  柳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滕  珺 

47 201421010076 冯庚祥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林  杰 

48 201421010077 李瑞琪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庞丽娟 

49 201421010078 孙伟伟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洪秀敏 

50 201421010079 杨晓丽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潘月娟 

51 201421010080 解  婧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晓巍 

52 201421010082 李一帆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  焱 

53 201421010083 周  鑫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王懿颖 

54 201421010085 管亚男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敏谊 

55 201421010086 胡晓慧 学前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冯婉桢 

56 201321010096 黄晓雯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魏  红 

57 201421010087 韩玉青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魏  红 

58 201421010090 黄凌梅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方  芳 

59 201421010091 张若梅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  奇 

60 201421010092 张  熙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慧珍 

61 201421010093 陈  剑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乔锦忠 

62 201421010095 迟傲然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杜瑞军 

63 201421010096 张凤梅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洪成文 

64 201421010097 蔡  玫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湘萍 

65 201421010098 李春园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姜星海 

66 201421010099 唐艺卿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姚  云 

67 201421010100 曹羽希 成人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周慧梅 

68 201421010102 贺世宇 职业技术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和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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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201421010103 邹  旻 职业技术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庄榕霞 

70 201421010104 严婧玥 职业技术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白  滨 

71 201421010105 赵  红 职业技术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李兴洲 

72 201421010106 费少辉 职业技术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赵志群 

73 201421010107 吴曼曼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刘艳虹 

74 201421010108 牛爽爽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邓  猛 

75 201421010109 谢  燕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肖  非 

76 201421010110 郑群山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胡晓毅 

77 201421010111 杨  茹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程  黎 

78 201421010112 栗敬姗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钱志亮 

79 201421010113 唐佳益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王  雁 

80 201421010114 童  琳 特殊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顾定倩 

81 201421010117 刘姵希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裴  淼 

82 201421010118 蔡凡弘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胡  艳 

83 201421010119 韩春晓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张华军 

84 201421010120 公  辰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周  钧 

85 201421010121 刘  旭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朱旭东 

86 201421010122 梁  爽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袁  丽 

87 201421010123 杨泽宇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赵  萍 

88 201421010124 王文娟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桑国元 

89 201421010125 王  颖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吴国珍 

90 201421010126 刘  颖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叶菊艳 

91 201421010127 周深几 教师教育 教育学硕士 宋  萑 

92 200921010261 赵英华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赵德成 

93 201121010242 邓展翅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温红博 

94 201221010186 柳斯邈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赵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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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201221010225 马小燕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杨  涛 

96 201321010306 殷秋宏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鲍传友 

97 201421010094 冯公孝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朱志勇 

98 201421010135 乔善斌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赵德成 

99 201421010136 陈  阁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沈  立 

100 201421010137 孟静怡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蔡永红 

101 201421010138 符琼月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鲍传友 

102 201421010139 
马合沙提·木沙别

克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毛亚庆 

103 201421010140 孙  玮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褚宏启 

104 201421010141 何二林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向蓓莉 

105 201421010142 程  可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徐志勇 

106 201421010143 黄  娴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姚计海 

107 201421010144 张旭如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朱志勇 

108 201421010145 兰传凯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鲍传友 

109 201421010146 姚立兴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张东娇 

110 201421010147 刘世超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余  凯 

111 201421010149 邹  维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张东娇 

112 201421010150 方晓乐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楚红丽 

113 201421010152 廖文贤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王  熙 

114 201421010153 周  洋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于洪霞 

115 201421010154 张  颖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苏君阳 

116 201421010155 赵其蕙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胡咏梅 

117 201421010158 易文君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曾晓东 

118 201421010159 潘鹏飞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侯龙龙 

119 201421010160 张世娇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杜  屛 

120 201421010161 李春青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杜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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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201421010162 赵春雪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周金燕 

122 201421010163 孙  旭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郑  磊 

123 201421010164 叶晓梅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梁文艳 

124 201421010165 唐  兴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张丹慧 

125 201421010167 马  跃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韦小满 

126 201421010169 韩盼盼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张  生 

127 201421010170 梁凯丽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温红博 

128 201421010171 向诗蓓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辛  涛 

129 201421010172 吴亚男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胡咏梅 

130 201421010173 周  园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刘红云 

131 201421010174 周  达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刘  坚 

132 201421010175 杨晨晨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边玉芳 

133 201421010176 尹  珮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赵  茜 

134 201421010177 王一波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杨  涛 

135 201421010200 梁安安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硕士 李葆萍 

136 201321010046 朱凌泽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梁  威 

137 201421010020 孟  笑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阚  维 

138 201421010021 陈婷婷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王本陆 

139 201421010022 段文娟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郭  华 

140 201421010023 马月好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陈红兵 

141 201421010024 邓  旭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田  青 

142 201421010025 何丹梅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曾  琦 

143 201421010026 陈虞一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郭  华 

144 201421010027 马辉辉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胡定荣 

145 201421010028 王  婵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王本陆 

146 201421010029 汤  呵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黄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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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201421010030 沈杰燕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杜  霞 

148 201421010031 李俐颖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綦春霞 

149 201421010032 陈  鑫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周逸先 

150 201421010033 宋  晗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易  进 

151 201421010034 陈  佳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高潇怡 

152 201421010035 郭微娜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姚  颖 

153 201421010036 田博文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梁  威 

154 201421010037 王  倩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刘京莉 

155 201421010038 邓惠平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张春莉 

156 201421010039 张  迪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綦春霞 

157 201421010040 赵新玉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卢立涛 

158 201421010041 曹人华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李蓓蕾 

159 201421010042 张海燕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李亦菲 

160 201421010043 李新新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王工斌 

161 201421010044 许  睿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邓林园 

162 201421010045 薛  珊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王乃弋 

163 201421010046 李梦丹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王工斌 

164 201421010047 舒美玲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傅  纳 

165 201421010048 刘  薇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硕士 马利文 

166 201421010073 宁海芹 比较教育学 教育学硕士 孙  进 

167 201321010136 宗  阳 远程教育 教育学硕士 刘  臻 

168 201321010141 刘  月 远程教育 教育学硕士 冯晓英 

169 201421010128 陈  悦 远程教育 教育学硕士 郑勤华 

170 201421010129 万芳怡 远程教育 教育学硕士 陈  丽 

171 201421010130 喻  忱 远程教育 教育学硕士 李  爽 

172 201421010131 周晨晨 远程教育 教育学硕士 张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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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201421010132 李秋菊 远程教育 教育学硕士 陈  丽 

174 201421010133 张馨邈 远程教育 教育学硕士 赵  宏 

175 201321010336 曾繁博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朱京曦 

176 201421010179 谢敏漪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张京彬 

177 201421010180 陈  晨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何克抗 

178 201421010181 王  玲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郑  葳 

179 201421010182 杨思思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傅  骞 

180 201421010186 淮瑞英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庄秀丽 

181 201421010189 鲁利娟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董  艳 

182 201421010190 宋  畅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刘美凤 

183 201421010191 杨玲玉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武法提 

184 201421010192 李佳燊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刘美凤 

185 201421010198 张莹莹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吴  娟 

186 201421010201 马  超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周  颖 

187 201421010206 毛  荷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马秀麟 

188 201421010207 秦  练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江丰光 

189 201421010208 陈凯月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硕士 邬  彤 

190 201221010229 王  伟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刘  臻 

191 201321010360 齐虎春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李艳燕 

192 201421010183 蒋梦璐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黄荣怀 

193 201421010184 经倩霞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张进宝 

194 201421010185 汪  丹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余胜泉 

195 201421010187 孙会平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杨开城 

196 201421010188 凡正成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陈  桄 

197 201421010193 王亚萍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杨开城 

198 201421010194 张  韵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李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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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201421010195 顿卜双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陈  玲 

200 201421010196 林  群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李玉顺 

201 201421010197 王  丹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赵国庆 

202 201421010199 周鹏琴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马  宁 

203 201421010202 钱春兰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李  崧 

204 201421010203 徐  唱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李艳燕 

205 201421010204 康  佳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黄荣怀 

206 201421010205 吴  琦 教育技术学 理学硕士 蔡  苏 

表 197 教育学部 2017 届专业硕士毕业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1 201222010060 李连姬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2 201422010011 梁涧溪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3 201422010028 王  蕾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4 201422010041 林骦舟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5 201522010001 安  佳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6 201522010003 高琰妮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7 201522010004 黄国琼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8 201522010005 孔美玲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9 201522010006 刘赫男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10 201522010007 罗冰燕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11 201522010008 毛瑞萌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12 201522010009 彭自芳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13 201522010011 宋  莉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14 201522010012 王陆雷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15 201522010013 王玮瑜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16 201522010014 吴伊娜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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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522010015 邢锦荣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18 201522010017 余婉婷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19 201522010018 张玉晶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20 201522010019 赵红丽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硕士 

21 201522010020 陈凤英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22 201522010023 冯  雪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23 201522010024 高  畅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24 201522010027 韩  雪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25 201522010028 贺凯强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26 201522010029 李坊慧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27 201522010030 李丰江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28 201522010031 刘  敏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29 201522010032 刘鹏飞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30 201522010033 罗  跞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31 201522010034 孙泉林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32 201522010035 王璐瑶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33 201522010036 吴春廷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34 201522010037 肖  蕊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35 201522010038 闫晓楠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36 201522010039 于健民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37 201522010040 张启航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38 201522010041 张胜兰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39 201522010042 张小琳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40 201522010043 郑  婧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41 201522010044 朱智利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硕士 

42 201522010045 杜立凡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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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522010046 耿欢欢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44 201522010047 郭文睿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45 201522010048 蒋杭珂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46 201522010049 李  金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47 201522010050 李  俊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48 201522010051 廖  琴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49 201522010052 廖雯婷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50 201522010053 刘凌云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51 201522010054 娄天馨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52 201522010055 罗  欢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53 201522010056 毛  竹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54 201522010057 慕晓虹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55 201522010059 宋雅婷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56 201522010060 孙林红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57 201522010062 王  慧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58 201522010063 吴帼燕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59 201522010064 吴牧言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60 201522010065 杨佳琪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61 201522010066 赵一璇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62 201522010067 周玉平 学前教育 教育硕士 

11.5.2 2017 届博士毕业生名单 

表 198 教育学部 2017 届博士毕业生名单 

序 学号 姓名 专业 导师 

1 201331010057 李  刚 教育经济与管理 褚宏启 

2 201331010048 茹国军 教育政策学与教育法学 余雅风 

3 201331010047 牟智佳 远程教育学 武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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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331010039 汪晓凤 教育技术学 余胜泉 

5 201331010036 郑春萍 教育技术学 李  芒 

6 201231010065 张  遐 教育经济与管理 朱志勇 

7 201231010045 丁国柱 教育技术学 余胜泉 

8 201131010039 赵小红 特殊教育学 王  雁 

9 201031010077 陈先云 课程与教学论 王本陆 

10 0812990027 李兴华 教育经济与管理 于建福 

11 201431010003 崔春龙 教育学原理 檀传宝 

12 201431010004 张  越 教育学原理 郑新蓉 

13 201431010006 程  猛 教育学原理 康永久 

14 201231010012 周卫勇 教育史 于述胜 

15 201331010011 郑  坚 教育史 郭法奇 

16 201331010013 向  辉 教育史 于述胜 

17 201431010013 王聪颖 教育史 孙邦华 

18 201331010019 郑  璐 比较教育学 高益民 

19 201431010017 王  铄 比较教育学 王英杰 

20 201431010018 张梦琦 比较教育学 刘宝存 

21 201431010019 王雪双 比较教育学 王  璐 

22 201431010020 张奂奂 比较教育学 高益民 

23 201431010021 徐  娜 比较教育学 肖  甦 

24 201431010022 谢晓宇 比较教育学 谷贤林 

25 201331010021 王红蕾 学前教育学 庞丽娟 

26 201431010029 张墨涵 高等教育学 周海涛 

27 201431010031 孟  彦 高等教育学 洪成文 

28 201231010034 王江涛 职业技术教育学 俞启定 

29 201431010032 孙芳芳 职业技术教育学 赵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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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431010033 谢良才 职业技术教育学 和  震 

31 201431010035 赵梅菊 特殊教育学 肖  非 

32 201431010036 汪斯斯 特殊教育学 邓  猛 

33 201431010037 江小英 特殊教育学 邓  猛 

34 201431010046 刘翠航 教师教育 朱旭东 

35 201431010047 钟芳芳 教师教育 朱小蔓 

36 201331010051 王  旭 教育政策学与教育法学 刘复兴 

37 201031010075 廖  英 教育经济与管理 苏君阳 

38 201431010057 孙雪连 教育经济与管理 褚宏启 

39 201431010058 杨传利 教育经济与管理 毛亚庆 

40 201431010059 张清宇 教育经济与管理 苏君阳 

41 201431010060 郝艳丽 教育经济与管理 朱志勇 

42 201431010062 马晓蓉 教育经济与管理 赵德成 

43 201431010065 袁玉芝 教育经济与管理 杜育红 

44 201431010067 邢  芸 教育经济与管理 胡咏梅 

45 201431010049 张  琪 远程教育 武法提 

46 201431010039 何文涛 教育技术学 杨开城 

47 201431010042 徐恩芹 教育技术学 崔光佐 

48 201431010044 郑娅峰 教育技术学 李艳燕 

49 201131010043 蔡旻君 教育技术学 李  芒 

50 201231010023 刘  羽 学前教育学 王懿颖 

51 201331010003 高  洁 教育学原理 石中英 

52 201431010001 刘磊明 教育学原理 石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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