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政策学专业博士培养方案(040123) 

（教育学部教育学系） 

 

一、培养目标 

(一)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和方法

论精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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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育事业心

和奉献精神，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和国外教育理论，了解国内外教育理论的发

展过程和最新成果，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 

(三)全面掌握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独立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改革探

索性实践，胜任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四)具有较高的教育政策分析与研究素养，能够成为教育政策决策咨询和政策研究的高

级人才。 

二、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一)培养方式 

实现导师指导和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四年，最长不应超过六年。 

三、主要研究方向 

1.教育政策研究。政策理论研究、决策方法研究、政策实施研究、政策伦理研究、监测

与评价研究以及国外教育政策研究等。 

2.教育制度研究。管理与财政制度研究、教师制度研究、课程制度研究、考试制度研究、

学校制度研究等。 

3.教育法学研究。包括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等各类法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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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一学期  



 

 

 Chinese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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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Studies on th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3 第一学期 范国睿 

学位专业课
（必修/选

修） 
 

教育政策文献研究 
Seminar on Educational Policy 
Literatures 

2 第一学期 
黄忠敬 
朱益明 

教育政策学研究 
Educational Policies 

2 第一学期 
吴遵民 
黄忠敬 
朱益明 

教育制度专题研究 
Topics in Educational System 

2 第一学期 朱益明 

教育政策问题研究 
Issues of Educational Polices 

2 第二学期 朱益明 

教育法律问题研究 
Issues of Educational Law 

2 第二学期 待定 

国际教育政策研究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Polices 

2 第二学期 吴遵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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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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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文献阅读能力考核。博士研究生应该掌握其研究领域涉及的基本文献，第一

学年结束时由院系组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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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淘汰机制。经全面考核较差者，例如，政治思想品德不良、学业成绩较差、明显

缺乏科研能力者，建议予以肄业。 



 

 

七、学位论文要求 

(一)开题报告要求 

(1)选题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意义和实践现实意义； 

(2)研究的主题明确，内容具体； 

(3)有比较系统的文献综述，明了国内外同类研究领域的进展和动态； 

(4)研究的设计合理、有可操作性； 

(5)研究的计划详细，各步骤及其任务明确； 

(6)对研究中存在的难点、疑点和问题有必要的应对和准备。 

(7)已经获得了相关的部分主要参考资料。 

开题报告的审查将由指导教师会同 3-5名相关研究领域的教师，对开题报告进行审查和

论证，分析、评估学位论文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二)学位论文答辩资格 

按照学校研究生院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学位论文要求 

(1)研究主题上体现出了理论价值意义和/或实践现实意义。 

(2)研究内容详细、数据可靠、资料丰富，体系结构合理。 

(3)反映了与论文有关的学术背景、前沿研究动态，吸收了重要理论和观点，体现了一

定的创新点。 

(4)论证严密，逻辑性强，对问题作完整和系统的论述。 

(5)反映出作者掌握了比较扎实的基础理论和比较系统的专门知识。 

(6)提出了新见解或有发现。 

(四)学位论文学术规范 

(1)尊重他人成果，严肃对待文献。 

(2)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 

(3)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 

(4)文字与语言正确、精练，关键词得当。 

(5)摘要与正文相符、并能突出论文的新见解或创新性成果。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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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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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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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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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伯特·G，欧文斯著. 窦卫霖，温建平，王越译.教育组织行为学[M]. 上海：华东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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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斯蒂芬·鲍尔著. 王玉秋译. 政治与教育政策制定——政策社会学探索[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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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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