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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动态 

 

“第十二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教育史论坛”成功举办 

2018年 11月 17-18日，由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主办的“第

十二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教育史论坛”在厦门大学成功召开。参加本次论坛的包括来

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澳门大学、厦门大学等近

50所大学的 100余名专家、学者。中心的潘懋元教授、刘海峰教授、张亚群教授、郑若

玲教授等多位老师参加了论坛的学术研讨。论坛围绕“多学科视野的教育史研究”主题，

与会代表就科举学研究、教育历史人物、通识教育史、民族教育史、师范教育史、区域

教育史、中外大学史等多个专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与研讨。 

 

潘懋元教授出席“2018 年第二期中国高校校友工作干部培训会” 

2018年 12月 4日，“2018年第二期中国高校校友工作干部培训会”在厦门举行。

中心潘懋元教授出席会议并作题为《校友会的作用与意义》的报告。潘懋元教授从利用、

关怀、反馈、研究四个阶段深刻阐述了大学校友会的作用与意义。他指出，校友会应对

工作五年以上的校友进行调研，把校友作为学校办学成果的检验，将调研成果作为促进

母校立德树人、提高教学质量的依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完善措施研究”开题报告会顺利举行 

2018 年 12 月 9 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考综合改革试

点完善措施研究”课题组在中心举行开题报告会。课题开题论证会专家组由复旦大学高

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研究员、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川教授、厦门大学高

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王洪才教授和张亚群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王伟宜教授五位

专家组成。开题报告会由专家组组长熊庆年研究员主持，攻关项目首席专家郑若玲教授、

课题组顾问刘海峰教授及子课题负责人、课题组部分成员十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别敦荣教授等出席“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研究”项目启动会 

2018年 12月 12日，“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研究”项目启动会在教育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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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心主任别敦荣教授、王洪才教授、陈兴德副教授、李国强副教授、陈斌助理教授

等作为项目研究团队成员应邀出席会议。吴岩司长就研究任务进行了分配，别敦荣教授

团队接受委托，将对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教材建设、思

政教育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别教授还对如何开展项目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启动会

后，中心组织了别敦荣、王洪才、吴薇、乔连全、郭建鹏、连进军、陈兴德、李国强、

陈斌等老师组成课题组，并进行了研究工作分工，相关研究工作已经展开。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等学校分类设置与质量提升研究” 

开题报告会顺利举行 

2018年 12月 20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等学校分类设

置与质量提升研究”开题报告会在厦门顺利举行。开题报告会由北京师范大学高教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洪成文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中传高教传播与舆情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保华

教授、美国东密执根大学助理校长 Bin Ning 教授、宁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徐晓丹教

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校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张婕研究员五位专家组成。开题报告会由

洪成文教授主持，项目首席专家史秋衡教授与课题组主要成员参加了开题报告会。 

 

邬大光、别敦荣教授获聘山东省高等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2018年 12月 21日，山东省高等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暨座谈会在济南

举行，中心邬大光教授、中心主任别敦荣教授获聘该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于杰向他们颁发了聘书。在座谈会上，别敦荣教授对如何处理山东高等教育存量与增

量的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安排，别敦荣教授赴聊城大学召开了聊大

发展咨询会，并指导该校本科教学工作，为该校干部教师作了“地方大学如何建设一流

本科教育”的辅导报告。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入选 2018 年度高校智库百强榜 

2018年 12月 22日，“2018中国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坛”在南京召开，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成功入选 2018“中国智库索引”（CTTI）高校智库百强

榜，被评为“A+”类智库。本次论坛上发布的 CTTI 高校智库百强榜是从 706 家来源智

库中经过多重指标科学测算的结果，百强榜中 A＋等级为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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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教授主编“高考制度变革与实践研究丛书”出版 

2018 年 12 月，中心刘海峰教授主编的“高考制度变革与实践研究丛书”由浙江教

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丛书紧密结合本轮高考改革的实践，突出应用性，与刘海峰教授

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另一套“高考改革研究丛书”22 册一起，共 30 册，成规

模、成系列，构成了高考制度研究的系统成果，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二、学术交流 

 

王伟廉教授为中心师生作学术报告 

2018 年 10 月 8 日，王伟廉教授为中心师生作题为《教育研究中理论与实践是如何

相互转化的——一个未解之谜》的学术报告。王教授认为，教育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的

转化是教育学中的老问题，也是难以调和的一对基本矛盾，他主要从理论如何指导实践、

实践如何上升为理论两个方面展开探讨。 

 

王洪才、郑若玲教授应邀参加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2018年 10月 13-14日，以“新时代我国一流本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在曲阜师范大学召开。中心

王洪才教授、郑若玲教授应邀参与此次学术盛会，王洪才教授主持了大会主题报告，并

作题为《一流本科教育的内涵》的报告，郑若玲教授主持了分会场报告，并代表小组对

分会场报告内容进行总结发言。 

 

中心师生应邀参加“第十一届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讨会”  

2018年 10月 24—26 日，中心王洪才教授、陈春梅博士生、朱乐平博士生应邀参加

在合肥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讨会”。中心王洪才教授与安哈尔特应

用科学大学奥托•凯尔斯滕教授共同主持了“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专题论坛。 

 

谢耀东副教授为中心师生作学术报告 

2018年 10月 29日，悉尼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博士生导师谢耀东副教授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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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作题为《全球化与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发展》学术报告。谢耀东副教授从全球化的视

角，运用文献分析和专家访谈等方法，深入论析了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因、特征与

启示。 

 

中心师生应邀参加“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九届年会” 

2018 年 11 月 2-4 日，中心刘海峰教授、张亚群教授、王璞副教授及部分硕博士生

应邀参加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九届年会”。张亚群教授作题为

《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的通识课程及其影响》的大会报告，王璞副教授作题为《2017

年外国教育史研究综述》的报告，刘海峰教授主持大会闭幕式，并为获奖研究生颁奖。 

 

田正平教授为中心师生开设讲座 

2018年 11月 18日，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所长田正平教

授为中心师生开设题为《鸦片战争前后一位乡村塾师的生活世界——<管庭芬日记>阅读

札记》的学术报告。田教授借助个案研究法，全面考察了特定历史背景下一位乡村塾师

管庭芬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揭示了 19世纪中叶社会变革对普通士人在思想、生活、

情感上造成的剧烈冲击和深刻影响。 

 

丁钢教授为中心师生开设“南强学术讲座” 

2018年 11月 19日，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丁钢教授为中心师生开设题为《教育文化研究的旨趣》的“南

强学术讲座”。丁教授在回溯中西方教育文化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文化研究

的新旨趣，指明了未来教育文化研究的趋向。 

 

刘海峰教授受邀到复旦大学作学术报告 

2018年 11月 30日，中心刘海峰教授受邀前往复旦大学作题为《科举学的文学视角》 

的学术报告。刘教授在对“科学文学”分析的基础上，简要论证了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

从多方面探讨了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从多学科的角度阐释了科举学的文学视角。他认为，

在诸多与科举学相关的学科中，历史学、文学、教育学并称为科举学的三大支柱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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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师生代表参加“第六届全国教育博士论坛”  

2018年 12月 6-8日，以“新时代 新教育：探索与创新”为主题的“第六届全国教

育博士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中心王洪才教授及部分教育博士生代表参加了论坛，

王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新时代教育发展模式创新与建构”分论坛，现场对博士生

的主题发言进行点评与指导，博士生郭广军、陈勤、陈鹏、殷陈君分别在相关分论坛作

了主题发言。 

 

熊庆年教授为中心师生开设学术讲座 

2018 年 12 月 8 日，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复旦教育论坛》执行副主编

熊庆年教授应邀为中心师生开设题为《说投稿》的学术讲座。熊教授以主编的视角详细

论述了为什么写稿、向哪份杂志投稿、如何选题和提炼主题、如何撰写题目与摘要等广

大师生广泛关注的问题。最后，熊教授还特别强调了修改文章、勤于练笔的益处。 

 

周海涛教授为中心师生开设学术讲座 

2018 年 12 月 7 日，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周海涛教授为中

心师生开设题为《教育学学术型研究生课程建设调研报告》的学术讲座。周教授从实际

问题出发，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研究生课程建设的背景及意义、科研团队的研究过程与方

法、我国教育学学术型研究生课程建设的现状、研究的结果与影响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周川教授为中心师生开设学术讲座 

2018年 12月 10日，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川教授为中心师生开设题为《文

本与证明：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文本为例》的学术报告。周教授借助“关

联性分析理论”分析了 1985-2017年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文本，总结了其

历史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周川教授阐述了文本分析的方法论意义，并提出文本研究

的三点建议。 

 

周祝瑛教授为中心师生开设讲座 

2018 年 12月 10 日，台湾政治大学周祝瑛教授应邀为中心师生开设第 97 期“厦大

高教讲座”，讲座题目为《全球化时代中的华人教育模式》。周教授从华人教育受重视

的原因谈起，指出制约当前教育改革成效的重要原因，进而论述了华人教育的三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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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提出了未来华人教育模式需要关注的一些课题。 

 

严文蕃教授为中心师生作学术报告 

2018年 11月 16日，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

严文蕃为中心师生作题为《SSCI研究论文撰写和发表攻略》的学术报告。围绕如何撰写

SSCI论文，严教授对 introduction、literature review、methodology、finding、co

nclusion 五个步骤进行剖析；围绕如何发表 SSCI 文章，严教授从杂志的阅读对象、地

位、风格、接受率、审稿时间五个方面介绍了如何选择杂志。 

 

郑若玲教授、徐岚副教授参加“香港教育研究学会 2018 国际研讨会” 

2018 年 12 月 14-15 日，中心副主任郑若玲教授、徐岚副教授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

大学召开的“香港教育研究学会 2018 国际研讨会”。郑若玲教授作题为《中国大陆城

乡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原因探析──基于 X、Y 两所重点高校的调查》的报告，

徐岚副教授作题为《有教无类还是分流淘汰：博士生中期考核机制形成及实施效果研究》

的报告。 

 

Rogan Kersh 教授和 J.Kline Harrison 教授为中心师生作学术报告 

2018年 12月 14日，维克森林大学教务长 Rogan Kersh 教授、全球事务副教务长 J.

Kline Harrison教授以《教育领域的跨文化能力研究》为题为中心师生作学术报告。两

位教授从理论层面对跨文化能力、全球思维进行详细解读，并结合维克森林大学的实际

情况进行了具体的讲解。 

 

武毅英、覃红霞教授参加“2018 年中国妇女研究年会暨研讨会” 

2018 年 12 月 13-14 日，中心武毅英教授、覃红霞教授率部分硕士生参加在北京举

行的“2018年中国妇女研究年会暨研讨会”。武毅英教授作题为《大学校园文化建构中

的社会性别审视——基于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个案解读》的报告，覃红霞教授作题为《性

别平等的拷问——性别可以成为差异高考分数线的主因吗？》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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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新论文目录 

 

王洪才：当代青年应胸怀天下 

《人民论坛》2018（33） 

 

别敦荣，易梦春，李志义，郝莉，陆根书：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发展趋势

及其启示——基于 11个国家(地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考察 

《中国高教研究》2018（11） 

 

林金辉：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目标及其实现条件 

《教育研究》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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