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学科教学·历史）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现代教育观念和教育、教学及科研能力，具有较高水平的中等学校历史教学骨
干教师或管理人员。经过培养后的历史教师和管理人员具有较宽厚的文化基础与历史专业基
础，能通过阅读专业文献了解国内外历史学科教学理论和发展趋势，具有较高的教育学和教
学论的素养，具有较强的学科教学研究能力，在历史教学方面视野开阔、在教学管理方面具
有现代意识，胜任业务骨干的工作。被录取的考生为原单位委托培养。在学期间不转工资、
人事等关系，享受原单位福利待遇，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

二、 学制
基本学制为 2.5-3 年。可提前到 2 年或延期至 4 年毕业。

三、 培养方式
根据教育硕士的生源特点，实行脱产、半脱产（只限于长春市）、寒暑假集中学习三种
培养方式。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一）公共课（18 学分）
1．学位课（12 学分）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60 学时

3 学分

基础外国语课

90 学时

3 学分

教育学原理

60 学时

3 学分

教育心理学

60 学时

3 学分

现代教育技术

60 学时

3 学分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60 学时

3 学分

60 学时
60 学时
60 学时
60 学时

3 学分
3 学分
3 学分
3 学分

40 学时
40 学时

2 学分
2 学分

1．开题报告

20 学时

1 学分

2．文献阅读

20 学时

1 学分

2．非学位课（6 学分）

（二）专业课（不少于 16 学分）
1．专业基础课（12 学分）
中国史基本问题与前沿问题
世界史基本问题与前沿问题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问题
中学历史教材教法研究
2．专业方向选修课（不少于 4 学分）
当代世界热点问题
中国古代民族与边疆问题
（三）必修环节（2 学分）

五、考核要求
学院统一要求所有专业基础课都要有教学大纲、主要教材和参考书。所有课程可根据课
程内容由任课教师确定考核方式。

六、学位论文
教育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合格，完成各项必修环节，方可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1．论文选题
教育硕士论文选题应针对我国基础教育发展、改革与管理现状，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2．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以学生自己学习的教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专业知识与教学或管理经验相结
合的内容为主，可以进行理论探讨、实践研究、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也可以写
调研报告（无须写论文）。由于教育硕士为学科教学论专业，不属于历史专业，因此不需要
撰写历史专业论文，而是研究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或教育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问题的
研究。修完学校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可获得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证
书。开题报告到论文答辩的时间不应少于半年。开题报告必须公开进行。开题报告合格后记
1 学分。
3．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在第四学期末（或以后）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应公开举行，论文答辩应有
详细的纪录。论文答辩未通过但论文答辩委员会建议修改论文后再重新答辩者，可在半年后
至一年内重新答辩一次，答辩仍未通过或逾期未申请者，不授予学位。答辩委员会一般由 5
人组成，其中至少必须有一名中学历史教师。具体请按照《东北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中的有关要求进行。

七、教学实践
采取分散实践和集体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坚持课内与课外衔接，校内与校外互补，教育
理论与学科前沿相互渗透的原则，结合基础教育发展实际，学校组织教育见习、学术报告等
教学实践活动；教育硕士研究生本人运用所学理论与知识进行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根据基
础教育的现状与发展，实践内容不断进行更新。根据近年来的实践，一般是组织到长春市某
重点中学听历史课，或参观历史遗迹。

八、专业课程内容简介
--------------中国史基本问题与前沿问题研究--------------

课程名称：中国史基本问题与前沿问题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学

学

时：60 学时

开课学期：2

分：3 学分

考试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 3 个阶段的内容。教师在教学中要向
学生讲述各个阶段的史实，并进行必要的分析，对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必要的介绍，对一些有

争论的问题进行讲解和介绍。由于该课程内容多，一些具体史实不进行细致分析，但对重大
理论问题要予以说明。
主要教材：
1．赵毅、赵轶丰主编：《中国古代史》
，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
2．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
，中华书局，1994 年修订第四版。
3．《中国现代史》，人大复印资料。
参考书目：
古代部分:
1． 吕思勉：《秦汉史》，开明书店，1947 年版。
2．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秦汉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3．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4． 崔瑞德，等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
5． 陈宏恪：《沈化政治史论稿》，三联，1957 年。
6． 吴

枫：《隋居五代史》，人民出版社，85 年版。

7． 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家教育，85 年版。
8． 张博泉：《金史简编》、《西夏史》，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9． 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10. 韩儒林：
《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1.

汤

刚：《明史》，上海人民， 1991 年版。

2. 南炳文：《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3. 张晋藩：《清入关前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近代史部分：
1．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上册（1840-1900 年）
，1955 年人民出版社第九版。
2．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
，中华书局 1994 年修订第四版。
3．（美国）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第一节第二节三卷，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
店 1957-1960 年出版。
4．
（美国）费正清主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起陆续出版。
5．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
《回民起义》
、
《洋务运动》
、
《边疆危机》
、
《中日战争》
、
《戊戌变法》
、
《义和团》
、
《辛亥革命》、
《北洋军阀》共十二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及丛刊续编）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由神
州国光出版社、上海出版社等陆续出版。
6．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年版。
7．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 年）
，红旗出版社，1997 年版。
8．（台湾）李定一主编：
《中国近代史论丛》各辑，台北正中书局，1956 年陆续出版。

现代史部分
1、《毛泽东选集》（1—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2、彭明：《五四运动史》
，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3、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4、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5、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年版。
6、中国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
《抗日战争史》
（上、中、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1992
年版。
7、《大公报》
、《申报》等报纸类。
8、《中国现代史》人大复印资料。

--------------世界史基本问题与前沿问题研究--------------

课程名称：世界史基本问题与前沿问题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学

学

时：60 学时

开课学期： 2

分：3 学分

考试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将想向学生讲述世界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和存在的重大理论
问题进行介绍和分析，对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特征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对比，对世界历
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必要的介绍和描述，对历史发展的规律、特点等问
题进行解释。由于中学历史教师对一些基本史实比较了解，所以本课程不再细致讲述历史史
实问题。
参考书目：
综合参考书：
1.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
《世界史—古代史编》（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2.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
《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5. 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
6. 韦尔斯：
《世界史纲》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7. 布罗代尔：
《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一、二、三卷），三联书店，1992
年版
第一编选读书：
8．马克尧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9．林志纯主编：《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1981 年版。
10．林志纯：
《中西古典学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11．卓新平：
《世界宗教与宗教学》，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
12．张志刚：
《宗教文化学导论》，东方出版社，1993 年。
13．希提：《阿拉伯通史》
，商务印书馆，1990 年。
14．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
15．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经济社会史》（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
16．汤普逊：
《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
17．汤普逊：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1996 年版
第二编选读书
18．黄宗良、林勋健、叶自成主编：
《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年版。
19．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
20．钱乘旦：
《世界现代化进程》。
21．艾周昌、郑家磬主编：《非洲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 年版。
22．赵淑慧：
《非洲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 年版。
23．王觉非：
《欧洲史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24．孙宾辉、郑达：《德国史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 年版。
25．（英）阿伦-布洛克，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 年版。
26．（美）帕尔默-科尔顿著、孙福生，等译：〈近现代世界史〉
，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
27．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帝国的年代：1875--1914》，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28．丁则民：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

第三编选读书：
29．《世界通史》第 11 卷上、下册，苏联科学院，三联书店，1984 年版。
30．齐世荣，等：《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史部分第一、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5 年
版。
31．王绳祖，等：《国际关系史》十卷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版。
32．中国科学院：《20 世界科学技术简史》，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33．
（美）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1500 年到 2000 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
，求实
出版社，1989 年版。
34．张继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35．王斯德，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36．（美）C. E. 布莱克，等：《二十世纪欧洲史》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37．
（美）莫里森、康马杰：
《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下卷，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38．（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当今各种经济力量是如何塑造未来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39．陆庭恩、彭坤元：《非洲通史》现代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 年版。
40．李春辉：
《拉丁美洲史稿》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中学历史教材、教法及教学实践问题研究--------------

课程名称：中学历史教材、教法及教学实践问题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学

学

时：60 学时

开课学期： 2

分：3 学分

考试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将针对中学历史教师所需要或者所欠缺的教材与教法问题进行必要的教书，其中
包括对历史新课程标准的分析、认识和理解、对各种版本的新编历史教材进行介绍和讲解，
对历史教学过程中涉及的教学方法问题、教学目的问题、教学改革中的各种问题等进行必要
的认识。当然也包括对国家教育方针的理解等。
参考书目：
1．金相成主编：《历史教育学》，湘江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
2．赵恒烈：
《历史教育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
3．赵恒烈：
《历史教学研究》，今日中国出版社，1993 年版。
4．白月桥：
《历史教学问题课讨》，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5．王铎全，等编著：《比较历史教育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6．李克东主编：《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教程》，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7．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
《谈历史教学技能》，北京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
8．于友西主编：《中学历史教学基本功讲座》，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 年版。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问题--------------

课程名称：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问题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学

学

时：60 学时

开课学期： 2

分：3 学分

考试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本课程将针对中学历史教师所欠缺的基本历史理论问题进行教学，其中包括：历史发展
规律问题、文化与文明问题、史学基本理论问题、历史研究的方式方法问题、史学流派问题、

政治思想流派问题、经济发展特征问题等等。
参考书目：
（一）必读书目
1．黎澎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
。
2．黎澎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3．《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 1983 年版。
4．何兆武、陈启能主编：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5．田汝康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二）选读书目
1．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
2．张广智等：《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3．徐浩等：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4．《历史科学的反思》，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5．王缉思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6．项观奇：
《历史比较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
7．彭卫：《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8．蒋大椿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
9．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
10．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
，华夏出版社，1989 年版。
11．汤因比：
《历史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
12．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 年版。

--------------当代世界热点问题研究--------------

课程名称：当代世界热点问题研究

课程类别：专业选修课

学

学

时：40 学时

开课学期： 2

分：2 学分

考试形式：作业：（论文）

内容简介：
第一，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概念。使学生了解什么是当代国际热点问题；国际关
系的动因和目标；国家利益与权力及其两重性；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国家与国际组织；外交
战略；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国际条约与国际法、国内法；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世界
格局的形成与变化；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冲突与合作；大国、强国国际关系的变化；影响
国际关系变化的基本因素和国际关系变化的基本规律；我国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
第二，教授给学生分析当代国际热点问题的方法：从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问题入手，分

析行为体的国家利益目标，行为体的外交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教授给学生研究要从基础研究
入手，理论研究为主线。以对国家研究为主要对象，把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归结为国际社会。
第三，讲授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与世界秩序问题。使学生了解研究世界格局与世界秩序
的意义。使学生明确为什么我们要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
主要教材：
1．刘德斌主编：《当代国际关系问题》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2．蔡拓等：
《当代全球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3．金重远主编：《20 世纪的世界—百年历史回溯》上、下卷，复旦大学，2000 年版。
4．时殷弘：
《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末），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参考书目（文献）：
1．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诡，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 年版。
2． 杨曼苏主编：
《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导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
3． 杨铮编著：《1999 之后－21 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广播电视，1998 年版。
4． 李晔：《中日韩新四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比较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
年版。
以下是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数据库提供的中外文数据库资料
1． 中文数据库：

① 中国期刊网(期刊+学位论文+重要报纸)
②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③ 超星电子图书
2． 英文数据库：
①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PQDD）是世界著名的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有欧美

1，000 余所大学文、理、工、农、医等领域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是学术研究中十分
重要的信息资源。本数据库提供 PQDD 数据库中部分摘要或者全文。
② U.S. National Newspaper Abstract 美国国家报纸摘要

3、计算机网络搜寻网站：
① http://www.xinhuanet.com
② http://www.people.com.cn
③ http://www.zaobao.com

------------中国边疆问题研究-----------

课程名称：教学设计原理与方法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学

学

时： 40 学时

开课学期：2

分：2 学分

考试形式：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主要内容：本课程将向学生讲述中国古代边疆史学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主要王朝边
疆政策、中国“边疆内地化”问题近代以来中国边界问题、以及现代中国边疆问题等等。
参考书目（文献）：
1． 马大正，等：
《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
2． 张政文：《中国与周边主要国家关系》
，南京出版社，1993 年版。
3． 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出版社，1995 年版。
4.（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