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040103） 

（教育学部教育学系） 

 

一、培养目标 

（一）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贯彻科

学发展观，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学风严谨，品行端正，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积

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全面了解国内外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和最新成果，准确理解中外教育思想演变、

教育制度变迁和教育实践推进的重大主题和基本线索； 

（三）通晓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熟练运用教育史学理论和方法评价中外教育史实，

结合现实教育改革的需要，积极探索教育史发展规律，总结教育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四）具备较强的独立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能力，胜任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课堂教学、

科学研究和教育管理工作。 

二、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一）培养方式 

教育史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指导和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二）学习年限   

教育史博士研究生的学制 4年，培养年限最长不超过 6年。 

三、主要研究方向 

1．教育思想史研究 

2．教育制度史研究 

3．教育管理史研究 

4．教育文化与政策发展研究 

5．历史传统与区域教育研究 

6．教师教育的传统与变革 

7．中外教育与文化交流史 

8．中外教育发展问题研究 

9．历史传统与当代教育改革研究 

10．中小学教育变革研究 

11．外国高等教育史问题研究 

12．课程与教学发展史研究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一）课程与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课程包括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学位公共课包括政治理论、

外国语等公共必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6 学分；学位基础课为学位必修课程；学

位专业课包括以学科群为单位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和指向研究方向的专业选修课程，学位基



 

 

础课与学位专业课（必修）课程的学分之和不少于 5学分，学位专业课（选修）课程至少选

修 1门，不少于 2学分。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至少应取得 15学分。 

导师可根据专业培养需求和博士研究生已修读课程的情况，要求博士研究生补修一些先

修课程。 

（二）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分 开课时间 任课教师 

学位公共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Chinese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World  

2 第一学期  

外国语 

Foreign Language 
4 第一学期  

研究伦理与学术规范 

Discipline and Ethics in Academic 

Research 

/ /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Marxist Classics 
1 /  

学位基础课 
教育史学 

Education Historiography 
3 第二学期 杜成宪 

学位专业课
（必修/选

修） 
 

 

教育哲学问题研究 

Issues i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3 第一学期 

黄书光 

王保星 

科研论文写作 

Writing of Education Scienence 
1 第一学期 教研室 

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Research on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2 第一学期 教研室 

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Educational History 

2 第一学期 教研室 

中国教育的跨文化研究：知识、领域和
方法图景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Chinese 

Education 

2 第二学期 丁钢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 

Issues in Chinese Educational History 
2 第二学期 教研室 

教育叙事:理论与方法 

Inquiry in education Narrative 
2 第二学期 丁钢 

外国教育史专题研究 

Issues in Foreign Educational 
2 第二学期 王保星 

跨学科或跨
专业选修课 

至少选修 1门，不少于 2学分 

五、科研成果要求 

（一）科研能力训练 

科研训练和创新能力培养是教育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内容，积极鼓励博士研究

生通过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独立选择并开展科学研究、申请各类科研基金等方式提升自身

科研素养和能力。 

（二）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须参与学术讨论或聆听学术报告 30 次以上，本人做学术报告 2次

以上 。 

（三）科研成果发表 

结合博士研究生年度考核和论文答辩资格审核工作，指导并鼓励其撰写、发表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1.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

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在 SSCI、A&HCI收录期刊发

表 1篇学术论文；2.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华东师范大学

为第一作者单位，在文科一级学科权威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3.本人为第一作者、华东师

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在 CSSCI收录期刊（含扩展版）上发表 2篇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科研成果达到规定要求后，方能提出学位申请。 

六、学业考核 

（一）年度报告。每学年末，博士研究生向导师及指导小组汇报一年来的学习与科研进

展，院系、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二）资格考试。硕博连读研究生在课程学习结束后，一般是第三学期末第四学期初，

进行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 

（三）开题报告审核。博士研究生第一学年需要修满规定课程学分，需完成学位论文开

题工作。院系和研究生院在第三学期初进行考核。 

（四）答辩资格审核。秋季毕业生须在每年 4 月 10 日前，春季毕业生须在每年 10 月

31 日前进行论文答辩资格审核。具体审核日期以通知为准。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资格审核

主要包括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审核、科研成果的审核、学术活动参加情况的审核等。 

七、学位论文要求 

教育史博士学位论文是对教育史博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其综合运

用教育史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其是否获得博士学位的重要依

据之一。 

教育史博士学位论文在选题与写作上应体现前沿性与创新性，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研

究生独立完成，应能体现出博士研究生已掌握教育史学科宽广的学科基础知识和深厚的专业

知识。 

在写作内容上，教育史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包括：选题有理论意义和/或实践意义；

研究主题明确、具体，所要解决的问题意识强；熟悉与论文有关的学术背景，了解与论文相

关的前沿研究动态，明确前人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留下哪些问题。论文没有遗漏重要文献；

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能对问题作完整和系统的论述；能反映作者掌握了比较扎实的基础理论

和比较系统的专门知识；有新见解或发现。 

在撰写规范上，教育史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是：尊重他人成果，严肃对待文献；在

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语言精练，关键词得当；摘要

与正文相符、并能突出论文的新见解或创新性成果；语言符合现代汉语规范，句子流畅，表

达严谨。 

论文预答辩。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博士研究生必须通过院系组织的论文预答辩。院系组

织相关专业的教师、导师和指导小组成员听取申请人全面报告论文进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果，

提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学位论文的意见和建议，并确定申请人可否如期参加答辩。 

八、基本文献阅读书目(其中标示“★”者为基本文献阅读能力考核书目) 

（一）中国教育史部分 

[1] 杨伯峻. 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杨伯峻. 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任继愈. 老子新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孙诒让. 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6] 梁启雄. 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 礼记（大学、中庸、学记、乐记），田正平，肖朗. 中国教育经典解读[M].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2005. 

[8] ★董仲舒. 对贤良策. 参读田正平，肖朗主编. 中国教育经典解读[M].上海：上海教育出

版社，2005. 

[9] 朱熹.四书集注[M].湖南：岳麓书社，2004. 

[10] 王守仁.传习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11] 张之洞.劝学篇，参读田正平,肖朗主编.中国教育经典解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12] ★ 蔡元培著，高平叔编.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13] 胡适著，白吉庵，刘燕云编. 胡适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14] 黄炎培著，田正平，李笑贤编. 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5] 晏阳初著，马秋帆、熊明安编. 晏阳初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6] 梁漱溟著，马秋帆编. 梁漱溟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17] ★陶行知著，董宝良主编. 陶行知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18] 陈鹤琴著，吕 静，周谷平编. 陈鹤琴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19] 孙培青，李国钧主编. 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0] 陈学恂总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2002. 

[21] 田正平主编. 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22] 宋恩荣主编.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丛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997. 

[23] 王炳照，阎国华主编. 中国教育思想史（1－8 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24]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1－8 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25] ★张瑞璠主编，黄书光副主编. 中国教育哲学史（1－4 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26] 陈学恂主编. 中国教育史研究（1-7 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7]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28] 金林祥主编. 20 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29] 丁钢著. 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30] 杜成宪等著. 中国教育史研究九十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1] 黄书光等著. 文化差异与价值整合：中国基础教育百年改革进程中的思想激荡[M].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 

[32] 金忠明著. 教育十大基本问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33] 王伦信著.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4] 孟宪承等编. 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35] 陈学恂主编 . 中国近代教育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1987. 

（二）外国教育史部分 

[1] 滕大春主编. 外国教育通史（1－6 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4. 

[2] 吴式颖，任钟印总主编.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1－10 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3] 赵祥麟主编. 外国教育家评传（1－4 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4] [俄罗斯]卡特林娅・萨里莫娃,，(美) 欧文・V. 约翰宁迈耶主编，方晓东等译. 当代教育史

http://search.china-pub.com/s/?key1=%b8%df%c6%bd%ca%e5%b1%e0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7%99%BD%E5%90%89%E5%BA%B5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5%88%98%E7%87%95%E4%BA%91


 

 

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5] [美]格莱弗斯著，吴康译. 中世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李康译. 教育思想的演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 ★[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 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8] ★[捷克]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 大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9] ★[法]卢梭著，李平沤译. 爱弥儿论教育（上下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10] ★[德]赫尔巴特著，李其龙译. 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11] ★[美] 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 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12] 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等著. 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13] ★ [英]柯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 历史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4]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5] 张瑞璠，王承绪主编. 中外教育比较史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16] ★Bowen,J. 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V.1-3)[M]. London: Methuen, 1972-1981.  

[17] ★.Brubacher,J.S. A History of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M]. 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6. 

[18] Connell,W.F.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M].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0. 

[19] Brubacher,J.S. & W. Rudy. 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M]. New Brunswick, N.J. :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20] Cubberley & P.Ellwood .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M]. Boston: Houghton, 1920. 

[21] Lawson,J. Mediaeval education and the Reformation[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