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宣传教育科学学院简介 

一、学院院标 

 

二、学院简介 

教育科学学院（田家炳教育书院）成立于 1953年，前身为教育研究室、教

育科学研究所和教育系。2002年，为铭记香港田家炳先生的无私捐赠，学院又

冠名为田家炳教育书院。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建设成为省内一流，国

内著名的教学科研型组织，具有办学质量高、层次全、功能强、辐射广等特征。

学院现有教育学系、心理学系、高等教育研究所、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中心、

东北教育史研究所、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所、社会教育研究所、职业教育研究所、

人力资源与管理研究所、教育学原理研究所、教育政策与法律咨询中心、绩效评

估教育中心等机构。 

学院现有教育学、应用心理学 2个本科专业。拥有教育学、心理学两个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具有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高等教育学、

职业技术教育学、比较教育学、教育法学、特殊教育学、基础心理学、应用心理

学、教育硕士（教育管理）、教育硕士（职业技术教育）、教育硕士（心理健康

教育）、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的硕士学位授予权。高等教育学和课程与教学论是省

级重点学科。教育学学科是辽宁省高水平建设学科、辽宁省教育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入选“辽宁省一流学科支持计划”。教育学专业是省级示范专业、省级综合



改革试点专业、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首批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首批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学院现有教职工 53人，其中教授 14人，副教授 24人；博士和博士在读教

师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五，近半数的教师具有国外留学经历或参与国际学术合

作研究的经历。学院科研工作突出，近五年，教师获教育类国家级科研课题总数

在东北地方高校中排名第一，科研经费总数达 500余万元，本科专业专项投入经

费 200余万元。教师中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辽宁省特聘教授、辽宁省

“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辽宁省高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共 15人。 

学院重视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共建“俄罗斯教育

研究中心”；与抚顺市社会科学院、抚顺望花区教育局、雷锋中学、雷锋小学共

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与美国、日本等国多所高校签有合作

办学协议；与我国台湾地区高校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每年都有学生赴台做交

换生或访问生。目前学院有国际学生近 10人。 

学院今后的发展定位是通过特色化办学和引进培养高端师资，在专业建设和

学科建设上继续保持和固化全国知名、东北一流的地位，相关各项评估指标在东

北相同专业和学科上处在前 2名的位置，成为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的基地、教育家

成长的摇篮、政府教育咨询决策的智库、教育科学和心理科学学术研究的重镇。 

三、教育学、心理学学科专业特色 

（一）教育学科优势与特色 

一是学科与专业一体化建设成绩显著。教育学入选省一流学科 A 层次，教育

学专业是国家一流专业；二是学科专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国务院学位办和

上海软科的学科评估中，沈师教育学专业都排名在全国前 25%；三是专业的整体

优势明显。沈师教育学专业是全国少数能将二级学科硕士点都开齐的教育学专业

之一；四是高端人才、高端成果聚合效应显著。教育学专业拥有国家和省级高端

人才 20 余人，仅近 5年就有 25项成果获教育部和辽宁省政府优秀成果奖励；五

是社会贡献突出。老师和学生的咨询报告多次被中央和省市领导批示。 

（二）心理学科优势与特色 

一是研究方向特色鲜明，研究成果显著。管理心理方向东北唯一，相关心理



智库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心理发展与社会认知方向近 4 年连续获批 6 项

国家级和部级科研项目，孤儿心理、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等领域成果的学术和社会

影响巨大；二是服务国家尤其是地方重大社会需求成效突出。加强新时代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建立高校-政府-中小学校-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四位一体联动研

究与实践体系，近 5 年有 18 项咨政建议获得省委书记等省部级领导批示，或被

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等党和政府决策部门采纳；三是学科渐趋年轻化，高端人才

聚集效应凸显。除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指导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外，近五年引

进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位心理学青年才俊，发展潜力巨

大；四是研究生培育多元化发展。学科借助心理学硕士一级学科、应用心理硕士

专业学位及教育硕士心理健康教育领域，大力培养复合型高端人才，毕业生广泛

分布于政府机关、国内外高校、中小学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心理服务机构等。 

四、招生专业目录 

 



 

 

五、导师简介 

（一）张淑华 

张淑华，女，现任沈阳师范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后、东北师范大学兼职博

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辽宁省特聘教授、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带头

人、被中国心理学会认定为心理学家、辽宁省管理科学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认

知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沈阳市行为科学学会会长、辽宁省公务员局面试考官、辽

宁省公务员局公务员培训讲师、国家人力资源管理一级管理师、国家自然基金项

目函评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函评专家第十二届辽宁省政协委员、九

三学社沈阳市委副主委。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3 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40 余

篇，著作 10 余部，多次获得省级科研奖励，多篇资政报告被领导批示，培养硕

士研究生 50余人。 



 

（二）徐涵 

徐涵，女，1964 年生人，德国不莱梅大学哲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教科院

二级教授、职教研究所所长；辽宁省特聘教授，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

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22 项，国际合作项目 7 项，

10 项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其中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全国教育科学

优秀成果二等奖 1 项。出版学术著作 9 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 10 余篇

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三）朴雪涛 

朴雪涛，男，朝鲜族，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高教所所长，二级

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毕业，浙江大学博士后出站，美国东西方

中心访问学者，中国高教学会院校研究分会监事长，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

理事，省政府督学，省特聘教授，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入选者。 



 

（四）张君 

张君，1963 年出生，教授，教育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

教育学原理专业硕士生导师；沈阳师范大学与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教育博士

“课程与学生发展”合作项目博士生导师。 

兼任辽宁基础教育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课程专业委员会理事、

中国人类学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辽宁省普通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全国首届教育硕士优秀教师。 

研究成果主要有：“试论课程的时空取向”、“美国中小学生家庭作业的若干

基本问题”、“课业负担监测预报模型构建研究”、《校本课程论》、主编《学校课

程与教学》教研丛书等。 

“师范院校实践教学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辽

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校本课程论》曾获辽宁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

一等奖。 

 

 



（五）周润智 

周润智，沈阳师范大学二级教授，2002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获教育学

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教育基本理论与学校教育管理。现任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硕

士研究生院院长，中美“课程实践研究”项目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教育学会教

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教学案

例专家工作组副组长、辽宁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在《教育研究》、《光明日

报》、《Springer Nature》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与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主持、

参与《课程改革的社会支持》、《教育专业学位发展报告》、《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全日制教育硕士学位基础课课程标准》、《教育博

士申请基本条件》、《全国教育硕士专项评估标准》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专业标

准 50余项，20余项成果获国家及省部级奖励。 

 

 

（六）迟艳杰 

迟艳杰，教授，教育学博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2013 年被聘为山东师

范大学合作博士生导师。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访学。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学论、教育哲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的研究，在《教育

研究》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加“马工程”《教育哲学》教材的编写。 

学术兼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学术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哲学专业

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课程和教学论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 



 

（七）王雷 

王雷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本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高级访问学者，

浙江大学教育史博士。沈阳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三级教授，教育史学科学术带头

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史研究所所长，社会教育研究所所长，冯庸与东北教育史

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学术兼职有中国地方教育史志学会教育文物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教

育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特色

与优势为中国教育历史与文化、中国教育文化遗产、社会教育学等。发表学术论

文 40余篇。独立出版专业著作 8部。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11项。获辽宁省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首届政府奖二等奖。 

 



（八）经柏龙 

经柏龙，男，1965 年 8 月生，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人。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三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多年来主要为教

育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教育学原理》、《教师教育研究》和《基础

教育改革与实践》等课程。曾先后在《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 30

余篇，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或教材 20 余部，主持国家或

省级科研课题 10 余项。在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积极投身于社会服

务工作，对中小学教师招聘和教师资格证考试有较深入的研究，在省内外

多所本科和高职院校以及社会培训机构任兼职研究员或兼职教授；同时在

省内多所中小学担任负责学校发展规划、教师专业发展等任务的兼职副校

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等。 

 

（九）唐卫民 

唐卫民，女，1967 年生人，博士，三级教授。现任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硕士

研究生院直属党支部书记，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硕士研究生导

师，全国第四届教育硕士优秀教师，兼任全国高等教育院校研究理事会理事、辽

宁省高等教育学学会理事，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立项和结

题课题评审专家。研究领域主要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高等教育管理、比较

高等教育。先后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质量现状及保障措施研究》、教育部重点课题《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



展研究——中日比较的视角》、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大众化背景下我国普通高

校专业设置转型研究》、辽宁省创新团队课题《专业转型：我国地方高校发展的

路径选择》、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基地标志性成果选题《我国地方普通

高校学生满意度研究》、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教育硕士研究

生培养模式改革研究》等近 20 项课题。在《高等教育研究》、《光明日报》、《中

国教育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50 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科学出版社出版学术

专著 3部，研究成果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1项，获其

他各级各类奖励 20 余项。2015 年 11 月，决策咨询报告《辽宁省全日制教育硕

士研究生培养的几点建议》获辽宁省副省长贺旻批示。 

 

（十）王凤玉 

王凤玉，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美国密苏里大学兼

职督导、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高级访问学者，入选辽宁省特聘教授支持

计划。主要研究领域：外国教育史、比较教育等。出版著作 3部，译著 2部，与

他人合著、合编及参编著作 10 余部。在《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

刊物发表论文 50余篇，主持国家基金课题、教育部重点课及省级课题多项。 



 

（十一）张野 

张野，1973年生，三级教授，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中美教育

博士项目博士生导师，心理学硕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本科、硕士，辽

宁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后。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

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

发展中心专家、辽宁省普通高校心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项目、辽宁省社

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等课题 10 余项，在国内外学术

期刊发表论文 100余篇，出版心理学著作 3部；获辽宁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奖、辽宁省教学成果奖 4项。 

主要研究领域：人格发展与社会认知、教育心理学 

 



（十二）郝淑华 

郝淑华，民商法学硕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法学。

曾先后担任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与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辽宁省教育厅法律咨询

专家，沈阳市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专家，兼职律师。 

承担《教育法学》、《教育行政法学》、《学校法律实务》等多门课程的教学任

务。先后出版学术著作及教材近 10部，发表学术论文近 30篇，独立主持国家及

省级科研课题 10余项。 

 

（十三）马立武 

马立武（1967.12-），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比较

教育分会理事，教育部学位中心硕士、博士论文评审专家。教育史、比较教育学

专业硕士生导师，教育硕士（教育管理专业）导师。毕业于河北大学外国教育史

专业，获教育学博士（2004.0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

（2007.06）。美国密西西比杰克逊州立大学访问学者（2013.08-2014.08）。为教

育学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讲授外国教育史、比较教育学课程，研究领域为外

国教育史、美国教育史、美国高等教育、美国教育法政策与法律。 

 



（十四）韩玉 

韩玉，女，1973 年生，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2010

年西南大学博士毕业，2015 年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后

出站，2016年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2018年入选“辽宁省高

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自高校工作以来，一直从事职业技术教育教学与研究工

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高等教育学。 

 

（十五）田铁杰 

学历学位：博士研究生 

毕业院校：辽宁师范大学 

专业技术职务：副教授 

社会兼职：辽宁省教育学会理事 

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德育）、教育管理 

主要学术成就：出版学术专著一部；主持或参与省级及以上课题近 20 项；

发表学术论文 17篇。 



 

（十六）周铁民 

周铁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学习心理，认知发展。近年，

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省级科研课题，发表多篇科研论文。 

 

（十七）胡雅梅 

胡雅梅，女，1966 年出生。2005 年获得辽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博士，专

业是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方向是特殊人群的社会性发展，论文探讨的是聋人的

身份认同问题。现任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

及特殊人群心理发展与教育。 



 

（十八）赵伟 

赵伟，男，1969 年生，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社会科学版学报主

编，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兼任辽宁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高校文

科学报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编著作《学校教育概论》《中国编辑成就史论》《中国教育法制史》等 4

部，参编《伪满洲国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成长型高校发展研究》《现代大学

制度与大学文化》等 10 部。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论中国古代家庭中的社会

教化》《刘向刘歆编辑思想评介》等 40 多篇，在报纸上发表 《和谐：宝贵的社

会财富》 《“述学”：干部考核的新视野》等学术言论 30多篇。主持（参与）科

研课题《儒家思想与高校和谐校园建设》《研究生教学与科研互动关系问题研究》

等 10 多项。获全国优秀编辑、东北地区优秀编辑、辽宁省优秀编辑等各级各类

奖励 20 多次。 

 



（十九）李艳辉 

李艳辉，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俄罗斯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莫斯科大学访问学者、沈阳市高层次人才。主要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

究、俄罗斯国别教育研究，主持“俄罗斯高等师范教育以人为本的保障机制研究”、

“俄罗斯研究生教育国家标准研究”多项全囯教科规划和省部级课题，已在《高

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外国教育研究》、《复旦教育

论坛》、《伊尔库茨克国立理工大学学报》、《新西伯利亚大学学报》等中、俄文

CSSCI 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并有 2 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和中国社会科

学网全文转载。论文《俄罗斯第三代教师教育国家标准的内容与特点》获辽宁省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政府奖）三等奖和辽宁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 

 

（二十）王桂艳 

王桂艳，沈阳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高等教育学博士，

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美国院校研究会委员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

现代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高等教育与教师教育，出版专著 1 部，

主编与合编 4部，主持、参与国家级、部级、省级课题 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 



 

（二十一）赵爽 

2005年东北师范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2008年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基础教育政策与管理、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 

兼任： 

中国教育学会德育理论分会理事； 

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 

辽宁省民盟第十四届教育委员会委员； 

辽宁省德育讲师团成员 

在研课题： 

1. 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辽宁省初中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数据库建设” 

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2020 年

专项重点课题“儿童生活经验的德育意义提升策略研究” 

3. 辽宁省“双一流”建设项目——国家级项目培育：“城市可持续发展视

角下区域义务教育综合治理循证研究” 

 



（二十二）田若飞 

田若飞：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学校办学绩效评

估咨询中心执行主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问学者，曾任美国评价学会

（AEA）基础教育分会常务委员，辽宁省挑战杯优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得辽

宁省第“十三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十三届”三等

奖，第 15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大赛三等奖。 

主要研究领域：教育评价，教育与幸福 

主讲课程：教育评价，教育测量 

国际交流 

报告人  Supportiveness-focused Evaluation in Promoting Effective 

Learning.  国际学校效能与改进大会（ICSEI）2016年会 

评价工具编制.  美国评价协会基础教育分会 Exemplars 项目.  2015.4 

报告人  From Effective to Supportive ------ Accountability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Evaluation for Learning and 

Accountability（与来自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同仁共同组织的座谈 ）.  美国

评价协会（AEA）2013 年会  

田若飞，孙宏玲. The Dilemma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Where China 

and America meets（海报）.  美国评价协会（AEA）2013年会 

获美国评价协会国际旅行资助并主持 The Role of the Evaluator 

Reconsidered（圆桌会议）.  美国评价协会协会 2011年会  

主要研究成果： 

专著 

作者 社会控制论视角下的教育与幸福——以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为例.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6 

参编 .区域基础教育发展水平评价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8.1 

论文 

第二作者  师范生教师教育课程的满意度调查——基于专业和院校类型的

研究. 郑州师范教育，2019（6） 

第一作者  教师“学生学习观”现状及文化制约因素研究. 基础教育，2015



（6） 

作者   美国小学教育中的两个“尊重”. 中国教师报（教育家周刊版） 

2014.12.3 

作者 课程文化与学生幸福感：一项质性研究. 全球教育展望，2009（7） 

作者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高三学生主观幸福感结构分析. 心理科学，2009（3） 

作者 示范性高中高三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2） 

课题 

主持人 辽宁省校外实践基地效能评估及创新创业背景下的政策扶植研究   

2016省社科联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委托课题  2016lsljdwt-24 

第二参与人 省域内县区基础教育发展水平评价与动态监测子课题  2014

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础教育重大决策咨询攻关课题   JGZDGG201402 

主持人 学校教育关涉学生幸福的有限性及可能性研究  2009 年教育部青

年专项  EEA090371  

获奖 

第二作者.辽宁省“特岗计划”实施问题及对策研究. 市级学会学术研究成

果奖.第十五届沈阳科学学术年会.二等奖 

第二作者.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研究——基于四位中东地区来华留学生的访

谈. 市级学会学术研究成果.第十五届沈阳科学学术年会.三等奖  

 

（二十三）高军 

高军，男，山东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辽

宁省普通高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 



曾获学院“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优秀研究生导师”、“科研标兵”等多项荣

誉。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和辽宁省教学成果奖。 

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科研项目。在

《中国高教研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等 CSSCI、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指

导研究生在《高教发展与评估》、《职教论坛》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部分论

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高教文

摘》全文转载或大部转载。多篇资政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 

 

（二十四）张慧杰 

张慧杰，女，中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国家沙盘游戏、早期教育等

职业技能鉴定考评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长期从事心理学教学及科研及心理咨询工作，主持并参与国家级及省级“初

中班主任心理健康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离异家庭亲子沟通与初中生个性

发展特点的相关研究”等多项课题，并发表多篇论文。 

 

 



（二十五）王江洋 

王江洋，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毕

业，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后，沈阳市高级人才，抚顺市教育局、

沈阳市青少年教育保护办公室特聘顾问专家。主要从事儿童青少年人格发展与教

育研究。在孤儿及留守儿童积极人格品质与心理健康教育等研究领域有自己独到

的见解。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国家一般项目 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项目 1项，省级课题 3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省部级课题 20余项；

累计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专著 2 部；其研究成果曾获得辽宁省政府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二十六）杨云兰 

杨云兰，毕业于浙江大学，教育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

究领域为教育史、教育财政等。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以上课题多项，在《浙

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复旦教育论坛》、

《教育评论》等核心及省级刊物发表多篇论文，部分论文被全文转载，独撰及参

与编撰多部著作和教材。 

 



（二十七）冯旭洋 

姓名：冯旭洋 

学历：研究生 

学位：博士 

毕业学校：华东师范大学 

职称：副教授 

研究领域：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 

社会兼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师发展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学术成就：主持辽宁省教育厅课题、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辽宁省社科

联课题等 5项，在 CSSCI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部分论文被人大复印

资料全文转载。 

 

（二十八）蒋春洋 

蒋春洋，教育学博士、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专业，副教授。辽宁

省百千万人才千人层次人选、沈阳市高层次人才拔尖人才、沈阳师范大学杰出青

年学者。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基本理论。 

近年来，围绕研究方向发表系列研究成果，获得辽宁省政府奖等省市级奖励

9项；作为课题主持人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文化和旅游部职业教育课题等国

家级、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先后在 CSSCI 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发表

论文 20 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教育报》等转载。 



 

（二十九）刘伟 

刘伟，男，1983 年 9 月出生，辽宁盘锦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先后在教育科学学院、学科与科研工作处、教育服务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办公室等

单位工作，现任我校教育服务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先

后获校优秀人才、辽宁省青年教育科研骨干，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千层次人才等荣

誉称号；其学术成果先后获 2016 年辽宁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二等奖，2017年获辽宁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多项省部级奖励；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辽宁省教科规划重大决策咨询项目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

课题。 

 

（三十）赵士谦 

赵士谦，副教授，东北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中国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法

治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法学、教育政策学、教育政治学等。曾



先后在 CSSCI和核心期刊以及省级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先后主持过辽宁省教

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基地项目等，先后出版专著《高校教师绩效薪酬制度的理论与实务研究》和主编

《生命安全课教师指南》等。 

 

（三十一）冯景波 

冯景波（1976-），男，满族，辽宁东港人，中共党员，现任沈阳师范大学教

育硕士研究生院副院长，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

管理、教育政策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三十二）张艳 

张艳，女， 1972 年 10 月生，吉林省长春市人，副教授，现任沈阳师范大

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所教师，组织管理与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室主任。2019

年入选沈阳市“高层次人才”高级人才。毕业于吉林大学企业管理专业，获博士



学位，师从金晓彤老师，2020年 9月至 2021 年 1月在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做

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管理心理学与消费者行为学、企业战略管理、品牌管

理，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国家级项目 4项、主持省级以上项目 8项、主持市级和

校级项目 5 项，参与省级项目 11 项。在消费者行为、员工创新、组织管理等领

域，对老龄消费行为、员工心理、社区养老、大学生创新等领域发表 20 篇学术

论文，并在品牌创新、智库建设、人才开发等上发表咨政报告数篇，其中 1篇咨

政报告受到省领导批示。 

 

（三十三）刘学利 

刘学利，副教授，教育学博士，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术兼职是中国教育

学会教育学分会课程学术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变迁与课程教材研究，

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在教科书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主编《课程与教学论》教材 1部。 

 



（三十四）张淼 

张淼，博士，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专业，副教授，亚洲职业教育

和培训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基本原理、职业教育管理。在《教育

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教育科学》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2篇；参编著作 2部；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

课题 1项，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 1项，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1项、一

般课题 2项，辽宁省社科联基地课题 1项，并参与若干项国家省部级课题工作。 

 

（三十五）刘振宇 

刘振宇，男，1980 年生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辽宁省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

员会理事、珠海中国留学博物馆专家库专家、沈阳市家庭教育讲师团专家。主要

研究方向为教育史、教育交流与教育国际化、教育文化。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国家

级、省部级课题 5项，在 CSSCI、中文核心及省级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

学术著作 4部，获得省部级奖励 4项。 

 



（三十六）朱艳 

朱艳（1980-），女，辽宁法库人，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管理学博士，现为沈

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制

度与政策、高等教育管理，社会兼职为沈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与行政鉴定中心的考

评员。2014 年入选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9 年入选辽宁省百千

万人才工程“千层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1 项、省部级课题 5 项，在《国

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教育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近 20篇。 

 

（三十七）李晓虹 

李晓虹，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大连理工大学法

学博士、访问学者，主讲《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统计学》等课程，主要研究方

向为教育测量与评价、学生学习成果评估研究。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

目、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辽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辽宁省科研管理智库

课题、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资助课题等 10 余项。在《外国教育研究》、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理论教育》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 CSSCI

检索文章 4篇。成果荣获沈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 

 



（三十八）勾月 

勾月，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毕业

于浙江大学，主要从事比较教育和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版学术专著，并获辽宁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同时还参与了其他著作和译

著的编写工作。先后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部分论文被“人

大复印资料”转载。此外，主持全国教科规划青年专项项目，并主持或参与省部

级课题多项，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十九）杨婕 

杨婕，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

事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研究。主持并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出版学术专著《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建构研究》，在《比较教育研究》、《教育科学》、《当

代教育科学》、《现代教育管理》等 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余篇。

曾获辽宁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多项荣誉。 

 

 



（四十）吕光洙 

吕光洙，日本广岛大学教育学博士，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广岛大学高等教

育研究开发中心客座研究员、辽宁省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重点基地客座研究

员。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高等教育。主持过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

项目、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经费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

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辽宁省教育

科学规划课题项目。《教师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过十

余篇论文。 

 

（四十一）张珊珊 

张珊珊，博士，讲师，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中国心

理学会青工委，沈阳市青少年教育保护办公室特聘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

问题行为及社会适应的研究。主要讲授心理统计学、沙盘游戏治疗等课程。主持

教育部、辽宁省社科基金、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等多项课题，在 CSSCI、中文核

心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主编《小学生心理发展与教育》等多部教材。 

 



六、主要代表性成果 

（一）学院教师近五年获批的部分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 

级别 

项目类

别 
立项部门 

立项时

间 

1 

当代中国特色教学实践的理论建构研

究 

迟艳杰 国家级 
国家一

般项目 

全国教科规

划办 
2015 

2 

去自我污名心理视域下的孤儿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研究 

王江洋 国家级 
国家一

般项目 

全国教科规

划办 
2016 

3 

基于职业核心素养的我国高等职业教

育课程标准建设研究 

徐  涵 国家级 

国家一

般项目 

全国教科规

划办 2018 

4 

欺凌治理视域下中小学生校园排斥预

防与干预体系构建的实证研究  

张  野 国家级 

国家一

般项目 

全国教科规

划办 2018 

5 

新时代东北地区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优

化与区域经济转型协同发展研究 

朱  艳 国家级 
国家一

般项目 

全国教科规

划办 
2019 

6 社会教育学 王  雷 国家级 
国家一

般项目 

国家社科基

金后期资助

项目 

2019 

7 

高等教育“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守正

创新研究 

朴雪涛 国家级 
国家一

般项目 

全国教科规

划办 
2020 

8 

语言系统中的语词：“课程”指称的时

空歧变与共识寻求 

宋国才 国家级 
国家青

年项目 

全国教科规

划办 
2015 

9 

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职业教育变革动

力模型与机制研究 

张  淼 部  级 

教育部

重点项

目 

全国教科规

划办 
2016 

10 

职业教育制造业专业关键能力一体化

培养体系研究 

韩  玉 部  级 

教育部

重点项

目 

全国教科规

划办 
2016 

11 

近代化进程中域外大学教学制度的本

土适应性研究：以民国大学导师制为中

心 

刘振宇 部  级 

教育部

重点项

目 

全国教科规

划办 
2018 

12 应用型大学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研究 高  军 部  级 

教育部

重点项

目 

全国教科规

划办 
2020 



13 

教育公平视角下的中美义务教育支出

绩效考评机制的比较研究 

勾  月 部  级 

教育部

青年项

目 

全国教科规

划办 
2015 

14 中学生双角色欺凌的心理危机与干预 张珊珊 部  级 

教育部

青年项

目 

全国教科规

划办 
2017 

15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美国中小学欺凌干

预机制研究 

杨  婕 部  级 

教育部

青年项

目 

全国教科规

划办 
2017 

16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教科书整理与研

究 

刘学利 部  级 

教育部

人文社

科项目 

教育部 2017 

17 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方案研究 徐  涵 部  级 
横向项

目 

教育部职业

技术教育中

心研究所 

2017 

18 

双路径动力模型视角下大学生网络集

体行动研究 

石  晶 部  级 

教育部

人文 

社科青

年项目 

教育部 2018 

19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蒋春洋 部  级 
部级项

目 

文化和旅游

部 
2019 

20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for the 

Formation of Asian Community 

吕光洙 部  级 
部级项

目 

One Asia 

Foundation 
2019 

 

（二）学院教师近五年发表的部分高水平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刊物名称 
检索   

类型 

期刊类

别 
发表时间 

1 
德国学习领域课程：职业教育教

学体系的转变 
徐  涵 比较教育研究 CSSCI A 2015.01 

2 
权利感对社会排斥下自我关注的

影响 
张  野 心理科学 CSSCI A 2015.07 

3 
当代美国和英国基础教育公平政

策及启示 
王凤玉 教育研究与实验 CSSCI A 2015.08 

4 教育学者与教育学 迟艳杰 教育学报 CSSCI A 2016.08 

5 
世界教育学者眼中的《民主主义

与教育》 
王凤玉 教育研究 CSSCI A 2016.06 



6 
社会排斥对自我损耗的影响：自

我觉知的克服作用 
张  野 心理科学 CSSCI A 2016.09 

7 
普通高中培养目标的实践偏离与

现实矫正 
经柏龙 教育科学 CSSCI A 2016.12 

8 
发达国家中小学科学教育的经验

与启示 
关松林 教育研究 CSSCI A 2016.12 

9 
发达国家中小学校长培训的经验

及其借鉴 
关松林 教育研究 CSSCI A 2017.12 

10 
顺应与进取：密歇根大学发展过

程中的四次转机 
王凤玉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CSSCI A 2017.01 

11 
新世纪以来中国职业教育课程改

革：成就、问题及对策 
徐  涵 

职业技术教育--人大

复印资料转载 
CSSCI B 2017.09 

12 
不同次级任务对序列学习的影响

及年级差异 
周铁民 心理与行为研究 CSSCI A 2017.07 

13 论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与目的 迟艳杰 教育学报 CSSCI A 2017.03 

14 教学的概念考察与重塑 迟艳杰 教育研究 CSSCI A 2017.10 

15 
不同内隐学习任务在不同认知风

格个体上的成绩差异 
周铁民 心理与行为研究 CSSCI A 2017.09 

16 
大学中国模式逻辑要义、基本特

质与文化效应 
朴雪涛 高等教育研究 CSSCI A+ 2018.09 

17 教育综合改革的方法论探析 郝德永 教育研究 CSSCI A+ 2018.11 

18 

俄罗斯私立大学学术委员会制度

安排及启示——以俄罗斯新大学

为例 

李艳辉 复旦教育论坛 CSSCI A 2018.04 

19 如何理解教育哲学   迟艳杰  教育学报 
 

CSSCI  
A 2018.04 

20 

数字技术引领下的教育创新-基于

对 OEDC《数字技术和技能的力

量》报告的分析 

田铁杰 教育科学 CSSCI A 2018.08 

21 
不同社会情境对儿童奖惩分配公

平性的研究 
张  野 心理科学 CSSCI A 2018.10 

22 
“进步即质量：”指向学生成长过程

的教育质量观与价值追求 
迟艳杰 教育研究 CSSCI A+ 2019.07 



23 
大学中国模式：逻辑要义、基本

特质与文化效应 
朴雪涛 新华文摘 

新华

文摘

全文

转载 

A+ 2019.04 

24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

革的逻辑、样态与前瞻 
朴雪涛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中国

社会

科学

文摘

全文

转载 

A+ 2019.02 

25 
新中国 70 年高等教育话语体系转

换的逻辑 
朴雪涛 高等教育研究 CSSCI A+ 2019.12 

26 
学校人际关系对初中生乐观倾向

的影响：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张  野 心理与行为研究 CSSCI A 2019.09 

27 
中国课程开发研究 40 年：回顾与

展望 
宋国才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 
CSSCI A 2019.01 

28 
孤儿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心

理教育干预 
王江洋 心理与行为研究 CSSCI A 2019.09 

29 
以德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

论述的理论蕴涵 
郝德永 教育研究 CSSCI A+ 2019.08 

30 

Investigat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Absence and 

Developmental Trauma Disorder 

Symptoms 

张  艳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SSCI A 2019.04 

31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Occupational Stress on 

Teacher Burnout: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s 

张  野 
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SSCI A 2019.08 

32 
校园排斥对初中生外化问题行为

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张  野 心理与行为研究 CSSCI A 2020.07 

33 

依恋与孤儿初中生心理健康的关

系:自我污名和心理韧性的并行中

介作用 

王江洋 心理发展与教育 CSSCI B 2020.03 



34 

Effect of Social Exclusion on 

Social Maladjustment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Parent–Child 

Cohesion 

张  野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SSCI A 2020.04 

 

（三）学院教师近五年发表的部分著作 

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社名称 出版时间 

1 社会教育及管理 王  雷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6 

2 生命安全课教师指南（小学高年级） 赵士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6 

3 

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世界银

行辽宁技术和职业教育贷款项目成果

报告 

徐  涵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6 

4 魅力辽宁 经柏龙 辽海出版社 2016 

5 

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世界银

行辽宁技术和职业教育贷款项目成果

报告 

徐  涵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6 

6 生命安全课教师指南（高中） 经柏龙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6 

7 中小学法治教育读本（小学高年级版） 郝淑华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8 教育知识与能力 经柏龙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9 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 经柏龙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0 保教知识与能力 经柏龙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1 综合素质(中学) 经柏龙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2 综合素质(小学) 经柏龙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3 综合素质(幼儿园) 经柏龙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4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建构

研究 
杨  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5 积极心理调适与心理成长 张  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16 中小学法治教育读本（小学低年级版） 赵士谦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17 教育文物：书写在大地上的教育史 王  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8 教育管理心理学 郭瞻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19 进化心理学的人类学哲学批判 杨  硕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8 

20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

效性研究 
李晓虹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21 大学学生组织教育功能研究 田铁杰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 

22 
幼儿延迟满足能力的发展与教育策略

研究 
王江洋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 

23 
内隐学习在学习效率上的个体差异性

研究 
周铁民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 

24 王阳明文选读本 刘振宇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 

25 日本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韩  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26 世行亚行职教项目技术咨询报告 徐  涵 东北大学 2019 

27 高质量义务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 经柏龙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9 

28 教育哲学 迟艳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29 
守护成长-农村儿童教育读本.学前阶

段 
郭瞻予 

辽海出版社 

2019 

30 
守护成长-农村儿童教育读本.小学阶

段 
郭瞻予 2019 

31 
守护成长-农村儿童教育读本.中学阶

段 
郭瞻予 2019 

32 学生学习效率手册（系列书 18册） 经柏龙 辽海出版社 2019 

 

（四）近三年采纳的部分咨政建议 

序号 申报人 成果名称 批示人 
采用部门/转让企

业名称 

批示/转让时

间 

1 李晓虹 
关于推进我省众创空间产业集群化发

展的若干建议 
省人大代表 省科技厅 2018.05 

2 徐  涵 
关于推进我省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体系

改革的几点建议 
省人大代表 省教育厅 2018.05 

3 王  雷 
关于抢救和保护辽宁珍贵教育文物的

建议 
省人大代表 省文化厅 2018.03 

4 王  雷 关于创建辽宁教育文化博物馆的建议 省人大代表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 
2018.03 



5 蒋春洋 
关于加快发展我省高等职业教育的几

点建议 
省人大代表 

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

咨询委员会办公室 
2018.09 

6 蒋春洋 
关于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在辽宁自

贸区建设中作用的几点建议 
省人大代表 省教育厅 2018.05 

7 张  野 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园排斥防治的建议 省人大代表 省教育厅 2018.05 

8 韩  玉 
关于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优质多样化发

展的建议 
省人大代表 省教育厅 2018.05 

9 韩  玉 
关于以管理创新推进辽宁省本科高校

向应用型转变的建议 
省人大代表 省教育厅 2018.05 

10 杨  婕 关于全面加强儿童性安全教育的建议 省人大代表 省教育厅 2018.05 

11 王  雷 
关于保护辽宁教育名家教育遗产的建

议 
省人大代表 辽宁省人大 2019.03 

12 蒋春洋 
关于加快发展我省高等职业教育的建

议 
省人大代表 辽宁省人大 2019.06 

13 韩  玉 
优化辽宁省职业教育及财政支持政策

建议 
省人大代表 

辽宁省人民政府研究

室 
2019.10 

14 韩  玉 

关于以“智造型”人才培育助推沈阳

建设东北亚先进装备智能制造中心的

建议 

省人大代表 辽宁省人大 2019.01 

15 高  军 

关于发展辽宁高校“一带一路”智库，

助力辽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建

议 

省人大代表 辽宁省人大 2019.06 

16 高  军 
关于辽宁深入推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的建议 
省人大代表 辽宁省人大 2020.08 

17 于  涛 
关于提高我省善惠性幼儿园教师专业

水平的几点建议 
省人大代表 辽宁省人大 2020.08 

18 蒋春洋 
关于建设高水平实训基地，提升我省

职业培训水平的建议 
省人大代表 辽宁省人大 2020.08 

19 张  野 
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小学校园欺凌综合

治理的建议 
省人大代表 辽宁省人大 2020.08 

20 张淑华 
关于保护辽宁教育名家教育遗产的建

议 
省委书记 辽宁省委 2020.02 

 

（五）近五年部分科研获奖 

序

号 
成果名称 负责人 获奖名称 

获奖等

级 
获奖年份 

1 
超越左与右：课程改革的第三条

道路 
郝德永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奖 
一等奖 2018 

2 
区域内义务教育师资均衡配置：

问题与破解 
关松林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奖 
一等奖 2018 



3 
现代性与大学-转型期中国大学

制度的变迁 
朴雪涛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奖 
一等奖 2016 

4 
初中生人际交往能力、学业成绩

及其发展背景系统间的关系 
张  野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奖 
二等奖 2016 

5 
大众化背景下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设置研究 
唐为民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奖 
二等奖 2018 

6 

怀旧倾向对老龄消费者品牌偏

好的影响——以中华老字号品

牌为例 

张  艳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奖 
二等奖 2018 

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哲学与

时代的互动 
迟艳杰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奖 
三等奖 2015 

8 
德育的关怀：迈向教师的意义世

界 
韩  玉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奖 
三等奖 2015 

9 
现代性与大学-转型期中国大学

制度的变迁 
朴雪涛 

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

会科学） 

三等奖 2015 

10 
中德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比

较研究 
徐涵等 

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16 

11 
国际视野下的中高等职业教育

衔接：模式、特征与启示 
蒋春洋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奖 
三等奖 2018 

12 
高等学校人事代理制度的现实

困惑与发展思路 
刘  伟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奖 
三等奖 2018 

13 
俄罗斯第三代教师教育国家标

准的内容与特点 
李艳辉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奖 
三等奖 2018 

 

（六）学院的研究基地建设情况 

序号 基地名称 部门 负责人 

1 俄罗斯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 李艳辉 

2 
辽宁省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基

地 
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郝德永 

3 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基地 
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公

室 
朴雪涛 

4 
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基地 

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公

室 
徐  涵 

5 
辽宁省教育纠纷预防与干预研究基

地 

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公

室 
马焕灵 

6 辽宁省妇女理论研究基地 辽宁省妇联 张  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