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业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课程性质 学分

1

言语听觉康复科学、学前教
育学、职业教育学、成人教
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
经济与管理

西方哲学与人的教育 高瑞泉 必修 3

2 2018级硕士
量化研究方法——回归分
析

王哲、顾昕 必修 1

3 2018级硕士
量化研究方法——教育统
计基础

陈纯槿、高星原 必修 2

4 2018级硕士
量化研究方法——结构方
程建模

黄小瑞、张静 必修 2

5 2018级硕士
量化研究方法——实验设
计

郭力平 必修 1

6 2018级硕士
量化研究方法——问卷调
查

陈莲俊、徐国兴 必修 1

7 2018级硕士
量化研究方法——准实验
设计

曹妍 必修 1

8 2018级硕士
质化研究方法——田野研
究

陆静尘 必修 1

9 2018级硕士
质化研究方法——文化与
生活史研究

周勇、李林 必修 1

10 2018级硕士
质化研究方法——叙事研
究

鞠玉翠 必修 1

11 2018级硕士
质化研究方法——质性研
究导论

李琳琳、白芸 必修 2

12 教育学原理 政治哲学与教育 程亮 选修 2

13
教育学原理、教育文化与社
会

教育人类学 董轩 2

14 教育学原理、教育史 近代中国课程问题研究 张礼永 2

15
教育学原理、教育文化与社
会、教育史 、教育政策学

教育改革与学校改善——
全球化及比较的视角

彭新强 2

16 教育学原理、教育政策 教育政策研究 黄忠敬、刘世清 2

17 教育学原理、教育政策 教育制度研究 宁本涛

18
教育学原理、教育政策 、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

德育原理 黄向阳 2

19
教育学原理、教育政策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
育

教育社会学 马和民 2

20
教育学原理、少年儿童组织
与思想意识教育

公民教育哲学 王占魁 2

21
教育学原理、少年儿童组织
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政
策、教育文化与社会、教育

教育学前沿研究 黄忠敬 2

22 教育学原理、少年儿童组织
与思想意识教育

教育伦理学 卜玉华 2

23 教育史 中国教育问题史 黄书光 必修 3

24 教育史 外国教育问题史 王保星 必修 2

25 教育史 外国教育论著选读 陈锋、杨光富 必修 3

26 教育史 中国教育论著选读 李林 必修 3

27 教育史 国外中学学生指导 杨光富 选修 2

28 教育史 西方教育思潮与流派 陈锋 选修 2

29 教育文化与社会 教育文化的叙事研究 丁钢 必修 3

30 教育文化与社会 教育社会学的前沿探索 吴刚 必修 3

31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
育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
教育基本理论

卜玉华 必修 2



32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
育

当代校外教育论 吴遵民 选修 2

33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班主任工作研究 李家成 选修 2

34 课程与教学论
多种取径的课程与教学研
究

肖思汉 必修 2

35 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政策分析 柯政 选修 2

36 课程与教学论 量化研究基础 黄小瑞 必修 2

37 比较教育学 学习科学与教学设计 郑太年、赵健 必修 2

38 比较教育学 国际教师教育研究 祝刚 选修 2

39 比较教育学 IB课程哲学研究 彭正梅 选修 2

40 比较教育学 中外教育名著选读 沈章明 必修 2

41 比较教育学 国际教育理论与思潮研究 邓志伟 必修 2

42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社会学 闫光才 选修 2

43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质量管理 韩映雄 选修 2

44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管理学 李梅 必修 3

45 高等教育学 史学方法与教育研究 娄岙菲 选修 1

46 高等教育学 量化研究的实践训练 张东海、曹妍 选修 1

47 高等教育学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 岳英 选修 1

48 高等教育学 院校研究与科研管理 童康 选修 1

49 高等教育学 大学课程与教学 李琳琳 必修 2

50 成人教育学 成人发展与成人学习 孙玫璐 选修 2

51 成人教育学 老年教育研究 马丽华 选修 1

52 成人教育学 成人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朱敏 必修 2

53 成人教育学 文化传承与成人教育 孙玫璐 选修 1

54 职业技术教育
旅游管理专业教学设计与
案例分析

付雪凌 必修 3

55 职业技术教育
旅游管理领域发展前沿专
题

张杨莉 必修 3

56 职业技术教育
信息技术专业教学设计与
案例分析

付雪凌 必修 3

57 职业技术教育 电子课程资源制作 付雪凌 选修 1

58 职业技术教育 大数据与学习分析 黄斌华 选修 1

59 职业技术教育 中职学校班级管理 匡瑛 选修 1

60 职业技术教育 旅游线路设计与开发 王明珠 选修 1

61 职业技术教育学 劳动经济学 陆素菊 选修 1

62 职业技术教育学 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徐国庆 必修 3

63 职业技术教育学 职业教育心理学 付雪凌 选修 2

64 学前教育学 儿童游戏研究 季云飞 必修 2

65 学前教育学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研究 张明红 选修 2

66 学前教育学 学前课程研究 黄瑾、李召存 必修 2

67 学前教育学 玩教具设计与儿童发展 郭力平 选修 2

68 特殊教育学 积极行为支持研究 昝飞 必修 2

69 特殊教育学 特殊儿童生理心理研究 杨长江 选修 2

70 特殊教育学 特殊儿童评估理论与实践 刘明 必修 2

71 特殊教育学 专业外语 陈莲俊 必修 1



72 特殊教育学 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 马红英 必修 2

73 特殊教育 特殊儿童测量与评价 刘春玲 必修 2

74 特殊教育 特殊儿童问题行为干预 昝飞 必修 2

75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教学设计与案例
分析

于素红 必修 2

76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课程与教材分析 马红英 必修 2

77 特殊教育
特殊儿童感觉统合训练与
实践

王和平 必修 3

78 言语听觉康复科学 特殊儿童认知评估与训练 金野 必修 2

79 言语听觉康复科学 教育康复管理研究 陈东帆 选修 2

80 言语听觉康复科学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杜晓新 必修 2

81 言语听觉康复科学 言语测量学 黄昭鸣 必修 3

82 言语听觉康复科学 临床听力学 赵航 必修 2

83 言语听觉康复科学 专业外语 金河庚 必修 1

84 教育技术学
教育技术项目的管理与评
估

徐显龙 选修 2

85 教育技术学 教育数据挖掘与学习分析 吴永和 选修 2

86 教育技术学 人机交互技术 薛耀锋 选修 2

87 教育技术学、现代教育技术
心理和教育测量理论与实
践

胡艺龄 必修 2

88 教育技术学 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设计 闫寒冰、王为杰 选修 2

89 教育技术学 学习科学研究 吴忭 必修 2

90 教育技术学 在线交流的评价方法 陈向东 选修 2

91 现代教育技术 教育展示 陈向东 必修 1

92 现代教育技术 论文写作 高丹丹 必修 1

93 现代教育技术 微格教学 陈向东 必修 1

94 现代教育技术 信息技术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 高丹丹 必修 2

95 现代教育技术 信息技术学科课程与教材研究 李锋 必修 2

96 教育经济与管理 校长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胡东芳 选修 2

97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政策与法规 刘海波 选修 2

98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领导学 张俊华 选修 2

99 教育经济与管理 专业研究选题指导 董辉 必修 1

100 学科教学（全体） 学科教育研究前沿 各学科教师 必修 2

101
学科教学（物理、数学、生
特、科学）、课程与教学论
（科学教学）

STEM教育理论与实践 薛耀锋 选修 2

102
课程与教学论（地理教学）
、学科教学（地理）

地理教学设计与实施 陈昌文 必修 3

103
课程与教学论（地理教学）
、学科教学（地理）

地理教育测量与评价 卢晓旭 选修 2

104
课程与教学论（历史教学）
、学科教学（历史）

国外历史教育研究 徐继玲 选修 2

105
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学）
、学科教学（语文）

国外母语教育研究 董蓓菲 选修 2

106 课程与教学论（社会教育） 国外社会科研究 沈晓敏 选修 2

107
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学）
、学科教学（语文）

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 周燕 选修 2



108 课程与教学论（化学教学） 化学课程论专题 王祖浩 必修 3

109 学科教学（化学） 化学课程与教学实践研究 王祖浩 必修 2

110
课程与教学论（化学教学）
、学科教学（化学）

化学学习的理论与实践 丁伟 选修 2

111 学科教学（思政) 经济与哲学前沿研究 郁锋 必修 2

112
课程与教学论（科学教学）
、科学与技术教育

科技传播导论 武志勇 必修 2

113 科学与技术教育 科技教育与传播的研究设计 苏小兵等 必修 2

114
课程与教学论（科学教学）
、科学与技术教育

科学教学设计与实施 沈甸 必修 2

115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教学、
科学教学）、学科教学（物
理）、科学与技术教育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傅海辉 选修 2

116 学科教学（历史）
历史教学经典案例专题研
讨 徐继玲 选修 2

117
课程与教学论（历史教学）
、学科教学（历史）

历史教学设计与实施 李月琴 选修 2

118
课程与教学论（历史教学）
、学科教学（历史）

历史教育测量与评价 金娣 必修 2

119 学科教学（历史） 历史教育专题研究与写作 李月琴 选修 2

120
课程与教学论（生物教学）
、学科教学（生物）

生物教育测量与评价 张春雷 必修 1

121
课程与教学论（生物教学）
、学科教学（生物）

生物实验设计与教学研究 栾瑞红 必修 2

122
课程与教学论（数学教学）
、学科教学（数学）

数学教育测量与评价 朱雁 必修 2

123
课程与教学论（数学教学）
、学科教学（数学）

数学教育专题研究与写作 朱雁 选修 2

124
课程与教学论（数学教学）
、学科教学（数学）

数学学习的理论与方法 徐斌艳 必修 2

125 课程与教学论（思政教学)
、学科教学（思政)

思政教育专题研究与写作 叶王蓓 选修 2

126 课程与教学论（思政教学) 思政学科前沿 郁锋 必修 2

127 学科教学（物理） 探究性物理实验设计与研究 景培书 选修 2

128
课程与教学论（英语教学）
、学科教学（英语）

外语教师专业能力发展 高惠蓉 必修 2

129
课程与教学论（英语教学）
、学科教学（英语）

外语教育专题研究与写作 俞红珍 选修 2

130
课程与教学论（英语教学）
、学科教学（英语）

外语校本课程开发 郭宝仙 选修 2

131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教学）
、学科教学（物理）

物理教育评价与测量 赵强 选修 2

132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教学）
、学科教学（物理）

物理实验设计与研究 柴志方 选修 2

133
课程与教学论（化学教学）
、学科教学（化学）

现代化学与中学化学 占小红 选修 1

134
课程与教学论（数学教学）
、学科教学（数学）

现代数学与中学数学 汪晓勤 选修 2



135
课程与教学论（英语教学）
、学科教学（英语）

应用语言学 程晓 选修 2

136
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学）
、学科教学（语文）

语文教学设计与实施 叶丽新 必修 2

137
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学）
、学科教学（语文）

语文教育史与语文教育 张心科 选修 1

138 学科教学（思政) 政治与法律前沿研究 章瑛 必修 2

139 课程与教学论（地理教学） 专业外语 卢晓旭 必修 1

140 课程与教学论（化学教学） 专业外语 王祖浩 必修 1

141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教学） 专业外语 朱广天 必修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