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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9年版）入选名单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 （2019 年

版）》 共有 883 位学者入选，教育学和中国语言文
学两个学科入选作者名单如下：

一、教育学 （72人）
1.鲍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2.曹永国，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3.褚宏启，北京开放大学
4.范国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5.冯建军，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6.郭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7.郭元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8.贺国庆，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9.侯怀银，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10.黄兆信，温州医科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
11.姜大源，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12.姜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13.蒋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14.靳玉乐，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15.柯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16.劳凯声，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17.乐传永，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18.李家成，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19.李立国，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20.李兴洲，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1.刘宝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2.刘奉越，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23.刘丽群，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24.刘庆昌，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5.刘铁芳，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6.刘晓东，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7.刘云生，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
28.龙宝新，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9.卢晓中，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30.马莉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31. 马陆亭，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教育部

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32.欧阳忠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33.潘洪建，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34.任友群，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35.申素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36.沈红，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37.石中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38.史秋衡，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39.宋亦芳，上海开放大学长宁分校
40.眭依凡，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41. 檀慧玲，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

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42.田正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43.吴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44.吴雪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45.项贤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46.肖凤翔，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47.肖磊，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48.谢莉花，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49.谢维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50.徐国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51.徐继存，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52.阎凤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53.阎光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54.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
55.杨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56.杨小微，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57.叶忠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58.余清臣，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59.袁振国，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60.张斌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61.张学敏，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62.张应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63.赵德成，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64.赵蒙成，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65.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66.钟启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67.周彬，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68.周海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69.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70.周建松，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71.朱季康，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72.庄西真，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
二、中国语言文学 （74人）
1.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陈平原，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3.陈思和，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4.程国赋，暨南大学文学院
5.程苏东，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6. 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

学学院
7. 党圣元，陕西师范大学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8.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
9.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0.杜书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1.杜晓勤，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2.段吉方，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13. 范玉刚，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文史教研部
14.方长安，武汉大学文学院
15.冯胜利，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
16.傅修延，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17.高楠，辽宁大学文学院
18.郜元宝，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9.韩高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20.贺仲明，暨南大学文学院
21.洪子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22.黄德宽，安徽大学文学院

23.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
24.黄霖，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25.黄念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26.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7.纪德君，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28.蒋寅，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29.蒋原伦，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30.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31.李炳海，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
32.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33.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34.李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院）
35.刘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36.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37.罗时进，苏州大学文学院
38.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
39.钱志熙，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40.乔以钢，南开大学文学院
41.单小曦，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42.沈家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43.宋剑华，暨南大学文学院
44.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45.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46.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47.谭好哲，山东大学文学院
48.汪维辉，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49.汪正龙，南京大学文学院
50.王彬彬，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51.王贵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52.王坤，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53.王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54.王元骧，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55.吴承学，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56.吴晓东，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57.吴秀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58.解志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59.邢建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60.杨建刚，山东大学文学院
61.杨扬，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62.姚文放，扬州大学文学院
63.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64.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
65.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
66.张进，兰州大学文学院
67.张均，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68.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69.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70.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71.赵炎秋，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72.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73.郑志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74.朱立元，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
报刊资料是从国内公开出版的近4000
种报刊上精选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并
按学科门类编辑出版的近百种二次文
献学术系列期刊。在信息冗余时代，
复印报刊资料客观上兼具了资料与评
价功能，基于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和评
价数据，我们相继研制了学术期刊、科
研机构、学者、论文等系列评价成果。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
者”，指一定周期内，被复印报刊资
料转载学术论文数量较多且被学术同
行评议为论文质量较高的作者，是依
托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数据和同行评议
数据开展的专门研究，从论文转载角
度梳理出人文社科各学科、领域的优
秀作者，旨在进一步满足人文社会科
学发展对学者评价的现实需求。此项
成果每3年发布一次，2019 年版是第
二次发布。

一、研制说明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
者 （2019 年 版） 》 是 依 据 2016—
2018 年3个年度复印报刊资料学术刊
的全文转载数据研制而成，根据参评
作者在此期间的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
数和同行专家评议得分加权求和形成
的“最终得分”确定作者是否入选。

作者最终得分=0.7×作者转载综
合指数+0.2×“精评专家”得分的归一
值+0.1×“海评专家”得分的归一值。

1.转载综合指数：转载量与篇均
得分这两项指标的加权求和。

作者转载综合指数=0.7×3 年转
载量之和的归一值+0.3×3 年篇均得
分之和的归一值。

（1） 转载量：指某作者 2016—
2018 年被复印报刊资料学术系列刊
全文转载的论文篇数之和；

（2） 篇 均 得 分 ：指 某 作 者 在
2016—2018年被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
载的所有论文的篇均同行评议得分。

2.同行评议
（1） 评议标准包括论文质量、学

术能力、学术规范、学术声誉、学术
影响力5个方面。

（2） 同行评议分为“精评”和
“海评”两类。“精评”，即每学科邀
请 5 位该学科权威专家对作者进行评
价，2019 年版共有 100 位专家参与了

评审；“海评”，则面向复印报刊资料
所有作者，2019 年版共有 1886 位作者
作为网络评委参与评议。

3.归一方法
数据归一值=某指标数据原始

值/同类数据最大原始值。
4.遴选规则

（1） 入选作者遴选时，限论文的
第一作者，不统计其他作者。

（2） 各学科入选作者数量，根据
洛特卡定律统计分析后确定。

（3） 由于作者被转载的论文存在
跨学科情况，评选规定满足各学科入
选标准的作者自动归入该学科入选列
表；转载总量较高但无法达到各学科
入选标准的，归入跨学科入选列表。
因此，有些作者会同时进入不同学科
的入选列表。

二、发布说明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
者（2019 年版）》的评选结果分为三部
分，一是入选作者的总名录，二是按学
科划分的作者名录，三是作者被转载
论文明细。其中，学科分类主要参考
国家教育部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
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并结合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实际论文
收录和转载情况，将作者分为哲学、理
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
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学、体育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
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历史学、
地理学、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
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共计 20
个学科。21 张入选作者名录均按姓
名音序排列。

因篇幅限制，本报只发布教育学和
中国语言文学两个学科入选作者的名
录。了解入选作者的全部内容，请登录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网站（http:
//zlzx.ruc.edu.cn/）和中国人民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微信
公众号、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微信公众号。

·公告·

复印报刊资料人大评价中心

扬州市汶河小学

正谊明道 浸润一生

物型文化，育人有形

书院将国学经典与校园大环境、班级小环
境、课程软环境相融合，立德树人使“无声的
环境”成为“有声的老师”。

1.营造古色古香的校园文化。
复建后的正谊书院再现了明清时代的厅馆

风格：门楼端庄而不奢华，俨然学府气派气
质。“务本”“景贤”和“崇文”三楼掩映于庭
院的花树丛中，修复浓缩历史文化于一隅的回
转连廊和陈列历代碑刻的碑林，同时恢复“资
任堂”和“博闻”“起道”二斋。

走进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温、良、
恭、俭、让”5 个大字，它是正谊书院师生的
精神追求和行为追求，似一泓清泉，流淌在每
一位师生的心田。美德长廊呈现了图文并茂的
励志故事，引导学生明礼诚信，厚仁笃行；文
化长廊展现了精美典雅的以国学为主题的师生
书画作品展，彰显着浓郁的人文气息；楼道
间、过道旁再现了催人奋进的名言警句，即使
是花坛内盛开的花朵也充满诗情画意⋯⋯经典
正以其独有的方式走进学生的心灵。

2.创设富有个性的班级文化。
走进教室，独具匠心的个性展示栏，主题

鲜明的班级自主栏，琳琅满目的经典图书架，
生机盎然的自栽植物群，凸显着每个班级的文
化内涵。书桌上一本本耐人寻味的经典诵读笔

记，墙壁上一篇篇脍炙人口的千古美文，一幅
幅刚劲有力的书法作品，一句句鼓舞人心的读
书标语，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净化心灵，陶
冶情操。国学经典就是这样“润物无声”地让
学生的道德品质有了质的升华⋯⋯

书院三礼，潜移默化

书院从学生素质发展的角度，以“体验”
为核心，引入丰富多样的活动，创设国学育人
环境，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

入学开笔礼：开笔礼是中国古代读书人
“四礼”中的第一礼，也是人生的首次大礼，

俗称“破蒙”。开笔礼作为人生进入学习阶段
进行启蒙教育的纪念仪式，在古代是一项隆重
的典礼，而在旷古大儒董仲舒的祠堂举行开笔
礼更具意味。开篇致辞、自正衣冠、致礼董
子、朱砂开智、击鼓鸣志、描红“人”字，简
约而又不失丰厚的开笔礼仪式散发着浓浓的人
文气息，唤醒每一个学生对生命、对人生的重
大体悟。董子祠前的开笔礼，对于每个学生来
说，都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心灵之旅。

十岁成长礼：“成童礼”是中国传统汉文
化中，子女由童年向少年成长过程中所必经的
一种礼仪。而我们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
就有了现在的“十岁成长礼”。举办地点在正
谊书院的碑廊前，碑廊上有 5 个大字“温良恭
俭让”，向学生们无言地传递着谦谦君子之

风：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
小学毕业礼：人生是需要有一些里程碑式

的记忆的，毕业礼就是师生共同见证的一个特
殊时刻。诵读 《少年中国说》，挥洒少年的朝
气蓬勃，表达为祖国奋发图强的愿望；行谢师
礼，表达对“传道授业解惑”教师的感激之
情。

书院课程，润物无声

1.以课程建设为核心，打造校本课程。
书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中遴选出

吟诵、古筝、围棋、书法、国画、武术这 6 种
技能，融入现代课堂，编写出一套符合书院实
际的、能够激发学生们读书兴趣的国学启蒙校
本教材系列—— 《走近董仲舒》《有趣的汉
字》《奇妙的对联》《浩瀚的诗词》《银杏读
本》《论语 （选章）》 等。在编写校本教材
时，书院注意整合内容，如 《奇妙的对联》，
不仅收集了形形色色的对联，还介绍了对联的
起源、发展、特点和创作技巧，读来引人入
胜。这些经典内容都蕴含着文化精神、科学理
性、创新实践的基因，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大有裨益。

每天，书院都以素读的形式，来迎接晨
读、午诵、暮吟。每天早上开设一节 10 分钟
的国学小课，每周开设一节 40 分钟的大课。
书院以一至二年级为第一梯队，开设内容为

《三字经》，任务是：诵唱中华传统美德童谣、
儿歌、启蒙读物，以国学启蒙，立身养性；三
至 四 年 级 为 第 二 梯 队 ， 开 设 内 容 为 《道 德
经》，任务是：诵唱古诗经典、对词吟诗，谈
古论今，扬中华精神，立命养志；五至六年级
为第三梯队，开设内容为 《论语》，任务是：
诵唱经典古诗文，知行结合，塑造儒雅风度，
从而引领学生走进教材，理解诗人，感悟诗
情，陶冶心灵，升华情感，达到塑造健全人格
的教学目的。

2. 以国学特色活动为抓手，开设选修课
程。

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
兼具儒雅气质和创新精神的“世界眼光中国
心”的一代新人，书院建立学校、家庭、社区

教育共同体，整合学校、家庭、社区等资源，
面向全体学生，尊重个性，发挥特长，开设了
琴韵悠扬、趣味剪纸、水墨、戏曲、陶笛、扬
派木偶、毛笔楷书、国术等系列特色选修课
程。学期初，学生可以通过网上报名方式，自
主选择自己喜爱的两至三门课程，上选修课，
遵循“先报先得”原则。一般每个班控制在 40
人左右，个别班级如“琴韵悠扬”班为确保教
学效果，限定在 22 人之内。

3.以互动平台为载体，创设体验课程。
书院独家定制的汉文化体验馆，集礼仪、

吟诵、书法、茶道于一体。每个级段目标明
确，低级段偏重于熏陶与兴趣，中级段偏重于
实践与积累，高级段偏重体验与展示。充分利
用古城自然风光、文化遗产、风俗民情等多种
国学课程资源与学科课程有效整合，还与社区
建立稳定的联系，为学生创设了丰富的国学实
践环境，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学学习与实践活
动，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

特色课题，聚焦素养

2019 年 7 月书院申报的课题“正谊书院课
程建设实践研究”，被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机
构定为省“十三五”规划课题。该课题以“正
谊明道”哲学思想特色课程为核心引领，以校
园环境文化为物质基础，以建构课程体系为核
心内容，以校园制度文化为重要保障，以校园
行为文化为外显表现，促进学校、教师、学生
的共同发展和提升，整体建构旨在弘扬和发展

“正谊明道”哲学思想的课程实施体系。
为了全面提升教师的素养，书院建立了正

谊书院国学课程网站，开辟了“正谊杏坛”
“课程资源”“经典品读”“雏凤清声”“他山之

石”等栏目，让教师利用网络平台专项培训菜
单，自主拓展国学知识。此外，书院采用“请
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聘请专家为教师
举办讲座；带领教师赴南京、徐州、北京等地
实地学习，以提升教师国学素养。书院每学期
开展一次“经典促师生共成长”课堂观摩评议
活动，形成“一人上课，多人备课，齐心教
研”的亮丽风景。书院还联合组团学校、城乡
结对学校举办“可亲的经典”课程文化专项研

讨活动。教师在一次次的教研活动中提升了教
学能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书院与绿杨诗社、广陵古琴学会共同举办
绿杨雅集，赋诗、听琴；以每年的“中秋诗
会”为契机，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师生
风貌等层面展示书院特色文化建设成果。书院
的学生们参加“致我亲爱的家乡——最美江苏
诗词大会”，表现非常抢眼；参加虹桥修禊活
动，与中外诗人以诗相和，互动联诗；参加

“广陵清韵·诗音雅集”活动，与央视 《中国
诗词大会》 擂主夏昆共话诗歌；浙江卫视 《同
一堂课》 节目摄制组来书院拍摄了著名歌唱家
蔡国庆给书院学生上的别开生面的语文课 《再
别康桥》，使学生在个性、交互、共享学习中
将生命成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相连。学
生先后获得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省特等
奖、江苏省传承经典阅读大赛小学组特等奖、
扬州市经典诵读大赛总决赛仅有的特等奖等多
个奖项。

学校还立足校本资源，着重培养学生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意识，开展相关的实践
活动。活动始终坚持“一个班级一个课题，努
力做到人人参与”“文昌路夜晚灯光太亮”“学
校附近的公交车站点乘车难”“阅读能成为公
众习惯吗”“食品安全离我们有多远”⋯⋯一
个个生活化、社会化、实用化的课题成为学生
实践锻炼、全面发展的助推器。他们通过召开
听证会，展示研究过程，阐述研究成果，提供
政策依据，接受质疑论证，在思考辩论中建言
献策。正是由于一批热点课题的研究和富有价
值的建议，先后得到市领导的批示表扬和社会
各界关注的目光。“居民小区垃圾分类难”教育
实践活动在全国班主任高峰论坛暨班主任核心
素养研究培训会上进行听证展示，参与学生表
现出色，被誉为“新时代有责任担当的学生”。

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田博琳说：“这
是一所被‘国学’浸染着的校园，这是我见过
的绝美小学校园！”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正谊书院
正在发扬光大“正谊明道”的精神，浸润学生
一生，使其成为具有“世界眼光中国心”的一
代新人，使书院成为古城一张具有丰厚文化底
蕴的名片。

（李菊梅 万晓霞）

2012年，扬州市汶河小学百年华诞之际，为延续千年文脉，根据汉
大儒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训言，确定了校训

“正谊明道”，鼓励师生“重义轻利”——追求精神道义，不讲物质功
利。在“正谊明道”思想的引领下，依托扬州著名历史文化遗迹——汉
大儒董子祠建设的弘扬中华国学的“正谊书院”，为扬州增添了一张厚
实的名片。

正谊书院以独特的课程文化体系为载体，正本清源，以培养学生的
世界眼光、中国心为己任，以润泽地方文化为主要担当，与中国梦同
步，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