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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与结项的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简介 

◆2012 年新增省部级项目简介 

项目来源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 

教育部人文社科 2012 年度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80099） 

“教师教育学”学科构建的基本理

论研究 
王健老师 

教育部人文社科 2012 年度规划基金项目

（12YJC880099） 
儿童哲学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  吴国平老师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 2012 年度重点项目

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项目

（A1227） 

“海派教师”养成模式研究  王健老师 

◆2012 年省部级结项项目简介 
项目来源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批准号：11FKS001  结项证书号：

20120988） 

项目名称  实践与教育——马克思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 

项目主持  舒志定老师 

项目简介  本项目由负责人独立完成，最终成果为 40 万字的书稿《马克思教育思想的当代

阐释》。项目系列论文在《教育研究》、《教育学报》、《学习论坛》等期刊发

表。项目以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选择“人的教育”、“教育本质”、“教育

正当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教育现实性”等六个

主题进行微观研究，阐释了马克思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特征、价值以及对当代

教育学科理论建设与教育实践改革产生积极意义。这种理解马克思教育思想的方

法与思路，是当前马克思思想研究中所欠缺的，是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有益补充

与探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来源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批准号：2008BZH003  结项证书号：

2012090） 

项目名称  现代教育领导研修模式的国际比较 

项目主持  陈永明老师 

参加人  李昱辉、舒志定、吴国平、俞可、张艳辉、张晓峰、许苏、李霞、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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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简介 

 ◆教育领导学科建设国际论坛  

         以“教育、技术、教师领导”为主题的教育领导学科建设国际论坛日前在我校举行。副校

长丛玉豪出席并致辞，他强调教师教育是学校办学特色，推进教师教育创新发展是学校努力的

目标，并指出建设教育领导学科是教师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工作。他肯定了教育领导学科建设

在理论研究、学术平台建设、政策咨询、教育服务和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成绩。教育学院院长

陈永明到会并祝贺本次论坛召开。 
 

 
  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加州州立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加州浸会大学、美国国家大学、

肯尼索州立大学、德国教师教育学会、台湾嘉义大学以及北京、广东、浙江、上海等地的高校

学者、中小学校长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部、国家教育研究院《教育研

究》杂志社、《高校教育管理》杂志社等知名教育媒体代表参加了这次学术论坛。建设教育领

导学科、培育引领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教育领导者，是我校教育学院为履行教育使命和职责确立

的发展目标。成立于2006年的现代校长研修中心，精心布置教育领导学科建设规划，全力打

造教育领导学科建设品牌。此次论坛为期2天，中外学者就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导学科建设，针

对“教师领导者的角色”、“教育领导：从理论到实践”、“教师领导力的培养与发展”及“学校改善

的教育领导力”等议题，在教育领导学科地位、建设路径、教育领导与学校创新发展等方面阐

述立场，表明观点。为中国教育领导理论的发展提供借鉴，为推动我国教育领导学科发展产生

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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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人员听取了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常务副主任舒志定教授题为《为中国的教育领导学科创

新发展而奠基——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构建教育领导学科的实践》的精彩演讲后，

论坛顺利闭幕。 
 

◆ 举办中欧基础教育国际化研讨会 

          

  芬兰是前三届 PISA 冠军，上海是新料冠军。无论芬兰还是上海，均存有些许隐性问题，

而经济与文化强国德国尽管成绩不佳却进步显著。中欧对话旨在互为镜鉴。芬兰共和国驻沪副

总领事海沛彦（Arto Haapea）、德国教师工会负责人 Josef Zeimentz、校长助理茆训诚、校

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学院院长陈永明、国际交流处处长白益民等领导出席，中欧百余名师生

分别参加会议。欧洲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名誉会长兼国际中小学校长联盟 2015 全球大会组委会

主席 Burkhard Mielke 以及欧洲教育研究联合会评价、评估、测试与测量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Wilfried Bos 为此发来贺词。 

教育领导学方向人才培养 

◆教育领导方向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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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著作及 CSSCI 发表成果简介 

▲2012 年出版著作及发表在 CSSCI 期刊论文简介 

      ◆2012 年出版著作简介 

著作名称  《教师教育学》40 万字 

作者  陈永明主编 

出版单位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我国蓬勃发展的教师教育实践正日益呼唤着

与之相适应的科学化、体系化的理论支持。

《教师教育学》是我国第一部教师教育学著

作。著作从教师教育的学科立场、国际视

野、社会功能、知识基础、研究方法  、课

程建设、实践模式、终身理念、文化特色和

政策导向等方面系统介绍和阐释教师教育的

活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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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名称  《教师教育哲学》36 万字 

作者  舒志定 

出版单位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教育变革和变革教育的背景中，著作以

“教师在教育中存在”作为思想方式，对教

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问题进行哲学反

思，构建教师教育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阐

释教师教育学科的建设立场。包括从教师与

文本、教师与教育权力、教师与教育价值等

维度省思“好教师”的内涵与特质，以批评

的姿态叙述多元世界中的教师作用，以及对

教师功能、教师文化使命、教师专业自觉、

专业境界等教师专业发展命题的理性思考，

以便提供一条理解教师与教师培养的思路。 

◆ 2012 年发表在 CSSCI 期刊论文简介 

论文题目  《教学领导的研究进展与实施策略》 

发表刊物  《教师教育研究》2012 年第 1 期 

作      者  张晓峰 

论文简介 

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随着全国范围内课程和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人们越来

越关注教学领导。教学领导研究是当前国际上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呈现新的特

点。教学领导涉及多方面的因素，校长不仅要担当教学监控、反馈和指导等职

能，而且还要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学校文化和组织氛围;校长不仅是教和学的领导

者，同时还承担支持者的角色，为教学提供资源和时间上的保障，促进教师在专

业上不断进步。而教师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课程执行者的角色，而是被赋予课程开

发者的角色，创造性地生成课堂和开展教学。该文为作者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教 育 部 青 年 课 题 (EFA100381) ；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青 年 基 金 项 目

(10YJC880159)成果之一。 

 

论文题目  《论马克思人的教育思想的旨趣》 

发表刊物  《教育学报》2012 年第 3 期 

作      者  舒志定 

论文简介  解读马克思关于人的教育问题的语境、主旨与实质，是深化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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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从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视角，把“现实中的个人”确定为教

育对象，提出“现实中的个人”是“对象性存在”和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阐

释教育目的的内涵以及实现教育正义的道路。以此立场理解教育，使教育成为

“现实中的个人”的“实践”活动，凸现教育理解的历史维度，实现教育思想方

式的革命。因而，加强马克思人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有利于展示马克思教育思想

的当代价值，为当前学校教育改革提供思想资源。该文系作者主持 2011 年国家

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实践与教育——马克思教育思想当代意义”（批准号：

11FKS001）成果之一。 

 

论文题目  《教师教育学知识体系研究》 

发表刊物  《教师教育研究》2012 年第 1 期 

作      者  许苏 

论文简介 

本研究从教师教育学的学科内涵及其学科形成路径出发，提出教师教育学是一门

以实践为导向的、多元研究范式并存的“软”学科。作为教育学下面的独立二级

学科，教师教育学应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面向教师教育实践，其知识体系

呈开放态势，以多层次、多类型的立体、多面、有机联系的形式存在，并具有四

个层次的结构体系。该文系 2009 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一般研究项目：上海中小

学校长专业评价指标研究(项目批准号: B09029)和 200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中小学校长专业评价指标研究（项目批准号：

09YJC880067）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上海师范大学“085”内涵建设“教师

教育研究项目”的资助。 

 

论文题目  信念 态度 行为：教师文化建构的三个维度 

发表刊物  《教师教育研究》2012 年第 3 期 

作      者  李霞 

论文简介 

信念、态度、行为是文化的三个有机构成要素。教师信念处于教师文化的最深

层，只有通过教师的态度的中介作用，才能在教师的行为上得以显现。教师的信

念、态度、行为及这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审视与剖析教师文化构建机制的一把

钥匙。衡量教师文化是否生成，关键要看教师信念是否确立，并体现为信念引领

下积极的工作态度及与态度相对应的外在行为方式。教师文化构建应重在确立教

师的崇高信念，形成教师的积极态度，并最终内化为教师的自觉行为。该文为作

者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信念 态度 行为：学校文化的话语

分析”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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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国外校长选任制度研究 

发表刊物  《外国中小学教育》2012 年 6 月 

作      者  李霞 

论文简介 

选任制度是校长管理制度的重要环节。我国在 2001 年以后积极推行聘任制，全

国各地也在积极探索校长选拔任用的新形式。通过吸取英、美、法、德、日、韩

等国的有益经验，拓宽我国校长选任制度改革的国际视野，将会促进我国校长选

任制度日益完善。 

 

教育领导学世承大讲堂 

◆杨国顺主任主讲教育领导学世承大讲堂第 13 讲 

6 月 15 日下午 1 点第四教学楼 101学术报告厅，现代校长研修中心邀请国家督学、上海

市教育督导室杨国顺主任做客教育领导学世承大讲堂，这是现代校长研修中心自举办教育领导

学世承大讲堂以来的第 13 讲。杨主任通过分析国家和上海市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核心

思想，阐述了当代学校校长的使命以及教育督导的价值、地位与任务。教育领导研究方向的研

究生、中小学校长等 70余人参加了本次报告会。 

◆芬兰 Jorma Kalevi Lempinen 主讲教育领导学世承大讲堂第 14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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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中小学校长联合会终身名誉会长、2010 年芬兰国家教育奖得主、欧洲中小学校长联

合会前秘书长 Jorma Kalevi Lempinen作题为《芬兰教育成功之道：如何构建公平而卓越的学校

教育体系》的报告。Lempinen 先生在 1999‐2007 年期间担任芬兰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会长，正值

芬兰荣膺前三届 PISA冠军，显然，他对芬兰学校教育体系成功秘诀了如指掌，也是主要功

臣。他从以下六方面阐述秘诀：面向所有学生的、均衡的、全方位的基础学校，教师与校长的

地位与作用，持久的政策性领导，对创新成就的肯定与激励，灵活的问责制，信任文化。 

◆ 台湾学者叶连祺教授主讲教育领导学世承大讲堂第 15 讲 

2012 年 11 月 19 日晚上 6 点，嘉义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发展研究所叶连祺副教授为我院

师生作了题为《教育领导发展与校长说故事领导》的讲座，这也是现代校长研修中心设立的教

育领导学世承大讲堂第十五讲。讲座由中心副主任舒志定教授主持。 

叶教授介绍了教育领导的发展，包括领导定义、领导关注问题、领导要素、领导理论/研

究取向等，重点分析了教育领导的形式和关注焦点，如领导者特质、领导者行为、影响领导的

情境因素、领导历程影响因素、领导情境特性、领导目的或功能。介绍领导变项的形式和类型

时，在对台湾地区此领域的学位论文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学位论文选题的方法和建议。此外，叶

教授就教育领导理论中的说故事领导的定义、运作模式、内涵架构进行了重点介绍，探讨了校

长说故事领导的能力、行为、行为影响模式、实施。 

 

◆华东师范大学杨小微教授主讲教育领导学世承大讲堂第 16 讲 

2012 年 11月 30 日下午 1 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小微教授为我院师生作了

题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热点透视与观念重建》的报告，这也是我校现代校长研修中心设立

的教育领导学世承大讲堂第十六讲，报告由教育学院院长陈永明教授主持。 

杨教授在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开始了专题报告。杨教授首先解读公平与均衡的关系，以亲

身在云南教育一线的考察经历，向师生们阐释了“何以均衡”、“何谓公平”，并重点介绍了

罗尔斯、诺齐克和沃尔泽的三种正义理论。在报告中，杨教授阐述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东部

路径的四阶段的特征与路径，在介绍东部路径的类型与经验中，为大家分析了几种典型模式

（如委托管理、名校集团化以及优质项目推广等），并对东部路径进行反思等基础教育的热点

问题。结合自己所做调查，杨教授从基础观重建、价值观重建、内容观重建、过程观重建和评

价观重建等方面详细分析和阐述了基础教育改革，并论述了在学校变革运动和新一轮课程改革

推动下，教学的价值取向走向的重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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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与教育领导社会服务 

◆组织实施“卓越教师”工程第一期项目 

 

 

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上海市鞍山实验中学“卓越教师”培养项目（第一期）

启动。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段鸿、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副主任舒志

定、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徐国民、党总支书记朱清一和部分初中教研员出席启动仪式。 

鞍山实验中学不断探索教师队伍专业培训新途径，在优化“教师专业发展课堂”实践中又

有新举措——与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合作开展“卓越教师”培养课题研究。“卓越

教师”培养项目有三个特点：一是党建工作着实做，项目以鞍山实验中学与上海师范大学现代

校长研修中心两个党支部共建为纽带，将“创先争优”党建联建项目落在队伍建设的实处；二

是培训服务送上门，项目立足教学实践，以促进学生、教师互动发展为本，高校专业导师和专

家走进基础教育学校课堂，送“培训”上门，使基础教育的一线教师享受优质的培训服务；三

是探索教师培训新模式，项目的推进不仅是为了鞍山实验中学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更为积极探

索，努力构建杨浦区教师专业化培养的新模式进行了可贵的尝试。 

◆举办“校长专业标准与校长专业成长专题研修班” 

为探索中小学校长培训的大学化、提升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的学术内涵，6 月 11‐15 日现

代校长研修中心举办“校长专业标准与校长专业成长专题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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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班目标是使学员在专家辅导报告、学员互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发达国家

校长专业标准主要内容，明确校长角色的内容、职责要求，分析校长在领导学校、管理学校中

的反教育行为，从而能够在变革的社会环境中提高校长治理学校的质量，规划校长专业发展愿

景，矫正校长治学治教的思路。 

        组织本期研修班的背景是发达国家先后制定、推行校长专业标准，把校长专业标准作为规

范校长职业行为、引领校长专业成长的准则。把校长专业标准融入到中小学校长选拔、培训、

任用、培养等各个环节之中，是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应有之举。同时，现代校长中心参与研制

《中国中小学校长专业基本标准（A框架）》，比较与分析了世界 8 个国家的中小学校长专业

标准异同与优劣，了解和熟悉中国中小学校长专业基本标准的指导思想、基本框架、指标体

系，为组织本期研修班创造了条件。 

       研修班为期五天共有 38 位校长参加，11 位专家授课或研讨咨询，并完成两所案例学校调

研与案例评析，受到研修班学员的肯定。 

◆举办“新任职校长专业发展专题研修班” 

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发达国家先后制定、推行校长专业标准，以规范校长职业行

为，引领校长专业成长，促进学校管理质量的提高。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为教育部

研制《中国中小学校长专业基本标准（A 框架）》，对世界有关国家的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有深

入研究。为了使校长进一步明确职责、任务、使命以及领导行为，经与浙江嘉兴教育学院研

究，决定开展校长任职资格研修班，目的在于使校长们了解发达国家校长专业标准主要内容，

进一步明确当代学校校长角色的内容、职责要求，在变革的社会环境中，提高校长治理学校的

质量，研究校长的领导行为的特质、要求，分析当代学校校长领导学校、管理学校中的反教育

行为，以及矫正校长行为的思路，明确校长专业成长的目标、内容与要求，对校长专业发展有

明确的愿景。 

◆举办“卓越课程领导力高级研修班（银川数学班）” 

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受银川教育局委托承办的《卓越教师课程领导力高级研修

班》（银川数学班）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开班。16 场专家讲座与互动、9 所中小学校的挂职

学习、9 次上海银川数学教师的同课异构、3 次小组讨论、1 次学员专家论坛，构成了 20 天紧

张而充实的研修生活。12 月 4 日，随着结业式的顺利落幕，《卓越教师课程领导力高级研修

班》的学员们在依依不舍中互相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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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修班采用了理论学习、教育实践考察和挂职学习的研修模式，使研修班学生能够深

入上海中小学教学一线，加强了宁夏与上海中小学之间的联系，深化课程教育教学之间的交

流，促进教师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共同成长。研修班学员们在亲身实践、合作研讨、彼此质疑、

思考改进中，学员的教学理念得以更新，教学设计、备课等的操作路径得以明确。 

◆《教育领导研究》学术集刊 

《教育领导研究》学术集刊是现代校长研修中心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为国内以教育领导

研究命名的第一本学术集刊。第二辑集刊于 2012 年 5 月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本集

分“教育学与教育领导”、“性别与教育领导”、“城市化与教育领导”、“教育者与教育领

导”、“教育领导思想研究”、“教育领导研究的海外视野”等栏目收录 15 篇学术论文。有

多篇研究论文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教育学）、教育部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研究

课题研究成果，作者队伍来自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克莱瑞恩大学（Clar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美国佐治亚州的肯尼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尼日里亚的

乔斯大学（University of Jos Nigeria）、美国佐治亚州的玛里安特高等学术研究中心（Marietta 

Center for Advanced Academics Georgia）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台湾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此外，还有来自中小学一线的校长与教师、政府管理机

构的基层领导等。 

集刊出版后，受到《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教育学》的关

注。1 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第 10 期作为篇名推荐，4 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

印资料《教育学》第 10 期作为论文篇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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