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业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课程性质 学分

1 教育学原理 学校变革与发展研究 范国睿 必修/选修 2

2 教育学原理 教育伦理学研究专题 卜玉华 必修/选修 2

3 教育学原理 当代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杨小微 必修/选修 2

4 教育学原理 教育社会学研究专题 马和民 必修/选修 2

5 教育学原理 班级与班主任研究专题 李家成 必修/选修 2

6 教育学原理 教育哲学研究专题 鞠玉翠 必修/选修 2

7
教育学原理、教育政策
学

学术论文写作指导 彭新强 必修/选修 2

8 教育政策学 国际教育政策研究 吴遵民 必修/选修 2

9 教育史 教育史学 蒋纯焦 必修 3

10 教育史 外国教育史专题研究 王保星 必修/选修 2

11 教育文化与社会 教育社会学的前沿探索 吴刚 必修 3

12 教育文化与社会 教育文化的叙事研究 丁钢 必修 3

13
课程与教学论（课程
系）

多种取径的课程与教学研究 肖思汉 选修 2

14
课程与教学论（课程
系）

教育研究项目设计 陈霜叶 必修 3

15 比较教育学 学习科学与教学设计 郑太年、赵健 选修 2

16 比较教育学 国际教育理论与思潮研究 邓志伟 选修 2

17 高等教育学 学术组织的运行与院校研究 闫光才 选修 3

18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管理问题研究 戚业国 必修 3

19 成人教育学 继续教育发展研究 黄健 选修 2

20 职业技术教育学 职业教育教师教育研究 徐国庆 选修 2

21 职业技术教育学
职业教育国家制度与国家政策比较
研究

石伟平 选修 2

22 职业技术教育学 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石伟平 选修 2

23 职业技术教育学 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 徐国庆 必修 2

24 学前教育学 童年哲学与儿童教育哲学 刘晓东 选修 2

25 学前教育学 教育与社会研究专题 姜勇、李召存 选修 2

26 学前教育学 国际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专题 周兢等 选修 2

27 学前教育学 学前教育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姜勇 选修 2

28 学前教育学 科研论文写作 任丽欣 必修 1

29 特殊教育学 特殊教育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刘春玲、贺荟中 必修 2

30 特殊教育学 特殊儿童发展与教育专题研究 刘春玲 选修 2

31 特殊教育学
特殊儿童认知与社会性发展专题研
究

贺荟中 选修 2

32 言语听觉康复科学 特殊儿童认知研究前沿问题研讨 杜晓新 必修 2

33 言语听觉康复科学 科研论文写作 杜晓新 必修 1

34 言语听觉康复科学 特殊儿童康复教育的前沿技术研究 黄昭鸣 选修 2



35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政策评论 代蕊华 必修 2

36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经济学 张万朋 必修 2

37 教育技术学 大数据与学习分析 吴永和 选修 2

38 教育技术学 教育技术与学习科学 吴忭 必修 2

39 教育技术学 教育技术项目的管理与评估 徐显龙 选修 2

40 教育技术学 在线交流评价方法 陈向东 选修 2

41
课程与教学论（教师
院）

物理教育名著选读 潘苏东 选修 3

42
课程与教学论（教师
院）

学习科学前沿研究 裴新宁 选修 3

43
课程与教学论（教师
院）

数学教育研究方法 朱雁 选修 2

44
课程与教学论（教师
院）

认识论的演进与科学教育改革 李雁冰 选修 2

45
课程与教学论（教师
院）

数学教育专题研究 孔企平、徐斌艳 选修 2

46
课程与教学论（教师
院）

化学教育心理学 王祖浩 选修 3

47
课程与教学论（教师
院）

语文教育史与语文教育 张心科 选修 1

48
课程与教学论（教师
院）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傅海辉 选修 2

49
课程与教学论（教师
院）

科研论文写作

潘苏东（物理方
向）、王祖浩
（化学方向），
其他方向为导师

必修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