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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研究方向 

本校世界史硕士学位授权点瞄准学术前沿和国家需求形成了四

个研究方向，分别是： 

1.澳大利亚与华侨华人研究：主要研究澳洲历史文化与华人新移

民、中澳关系、英联邦国家移民政策。 

2.丝绸之路与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主要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

史、民族、宗教和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与

旅游发展案例。 

3.亚非史研究（含巴基斯坦史）：主要研究巴基斯坦、中亚、南

亚的历史宗教与文化；中巴关系；南非的种族与政治经济以及非洲一

体化问题。 

4.欧美史研究：主要研究欧洲古典文明、英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

的民主传统与社会政治变迁。 

（二）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培养方向有 4 个，分布是：世界专门史（中外关系史）、

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与国别史。 

（三）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共有专任教师 14 人，分别是张文德、蒋保、赵辉兵、

颜廷、鞠长猛、孙红旗、宋严萍、邵政达、那传林、张荣苏、王娟娟、

张天骄、郭小瑞、赵昌。专任教师学历均为博士，其中教授 7 人、副

教授 4 人、讲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9 人。团队年龄结构分布合理，26-35

岁的成员占比 21.4%，36-45 岁的占 35.7%，46-59 岁占 35.7%，60 岁

及以上占 7%。 

（四）培养条件 

1.加强科研平台建设：2020-2021年，本学科获批两个省部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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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平台，分别是张文德教授领衔的江苏高校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

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张秋生教授领衔的国家民

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研究中心。除上述两个

新获批中心外，本学科在 2020 年完成了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和巴基斯坦研究中心的验收工作，验收成绩为合格。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新增硕士生指

导教师 1名。 

3.完善培养方案：推进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编写工作，2021 年完

成了世界史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完成了世界史专业留学生培

养方案的编写工作，构建以立德树人、全面发展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

系。 

4.推进国际化办学水平：加强研究生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招收

1 名泰国籍留学生攻读世界史硕士学位，增强了本学科的国际化办学

水平。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1.开展科研诚信学习活动：2020 年 6 月，学科成员自主学习了

教育部、省教育厅和学校关于学术诚信的文件，随后完成 1000 字左

右的学习心得上交学校。 

2.开展师德师风专项警示教育活动：2021 年 9 月，学科成员学

习了学校关于师德师风建设及惩处的文件，随后向学院上交学习过程

证明材料。 

3.出席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宣讲团报告：听取并学习了关于科研

过程中的诚信问题、学术道德问题。 

4.参加《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在线开放课程：对科研中的学术

规范问题进行了深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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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席“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研究生宣讲团：听取关于科研过

程中需要注意的诚信问题。 

（二）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1.紧贴四史教育，开展党员主题教育活动。2020 年鞠长猛为全

院党员师生做了题为《华侨华人与中国发展》的党课，简述了华侨华

人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建设和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

要贡献。 

2.结合时事热点，提高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觉悟。多次召开世界

史教研室研讨会，对侨务政策、“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进行研讨，提高向有关部门建言献策的能力。团队多篇咨政报告获

得国家和江苏省相关机构批示。 

3.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积极履行党员义务，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党员同志积极学习“学习强国”，学习情况在全校各学院中排名

保持在前 30%。党员同志积极缴纳党费，定期召开党支部会议和民主

生活会。 

（三）日常管理服务等开展情况 

1.学院配备专职研究生管理秘书陈翠老师，负责研究生教学、科

研、就业等各项工作。为保护研究生的权益，学校相继出台《研究生

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教研〔2020〕12 号）》和《江苏师范大学关于

全面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意见（苏师大发

〔2014〕45 号）》等文件，加强对指导教师的管理，保障研究生培

养质量。在校研究生对学院满意度达到 95%以上。 

2.学院定期统计本学位点攻读学位的留学生和交流学者人数、学

生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情况、毕业生的签约情况、毕业生

在相关领域突出贡献者等相关数据。 

三、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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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建设 

2021年本学位点完成了新版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其中，

主要课程简介如下： 

1.世界历史文献选读：基础核心课，2 学分。任教教师：蒋保、

赵辉兵。本课程主要使学生熟悉并掌握教材所选取文献材料相关的历

史知识、文献及作者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文献研究的学术史。 

2.社会科学研究导论：基础核心课，2学分。任教教师：张文德、

孙红旗。本课程通过对社会科学及其分支学科的主要理论与方法的介

绍，力求使硕士生对社会科学有一个总体认识，并初步把握社会科学

及其主要学科的研究方法。 

3.史学理论与学术前沿：基础核心课，2 学分。任教教师：蒋保、

张文德。本课程从认识历史学是什么出发，了解世界史学研究的最新

进展，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 20 世纪西方史学

写作的主要研究范式。 

4.中亚古代史研究：基础核心课，2 学分。任教教师：张文德。

本课程主要讲授中亚旧石器时代至公元 1991 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

特点，着重讲述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各种文明的兴衰，梳理草原地带游

牧民族的兴起、迁徙及其与绿洲定居民族的交往、冲突和融合。 

5.中古欧洲史专题研究：专业核心课，2 学分。任课教师：邵政

达。本课程主要探讨中世纪欧洲政治发展脉络、封建经济的形成及主

要特点，培养学生了解欧洲史的学术前沿问题，帮助学生初步掌握中

世纪欧洲史研究的学术路径。 

6.欧美近代经济社会史专题研究：专业核心课，2学分。任课教

师：宋严萍。本课程系统讲解欧洲近代经济社会史的主要内容、研究

概况、学术前沿和发展趋势，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科研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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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西方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专业核心课，2 学分。任课教师：赵

辉兵。本课程从认识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出发，

讲解近现代西方思想的古典渊源与中世纪基础，近现代西方的主要思

想流派、代表人物与基本主张，进而开阔世界史专业研究生的历史视

野、精神境界与史学才识。 

8.中澳关系史：专业核心课，2 学分。任课教师：颜廷。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将促进学生对中澳关系的历史、现状、发展特点及前景

的了解与认识，加强对澳大利亚华人社会及其在中澳关系中的作用的

理解，进一步推进中澳交往和合作。 

9.南亚史研究：专业核心课，2 学分。任课教师：孙红旗。本课

程主要介绍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中巴关系

和中印关系，使学生对南亚形成系统、深刻的认识。 

10.南太平洋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业选修课，2 学分。任课

教师：鞠长猛。本课程通过教师课堂授课、师生研讨和学生独立研究

等，使研究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与发展、南太平洋国家及其与中

国的关系等形成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11.澳大利亚史研究：专业选修课，2 学分。任课教师：颜廷。

本课程主要探讨澳大利亚历史发展、演变的基本逻辑及其特点，通过

讲解澳大利亚历史研究的相关历史文献和研究方法，为研究生进一步

进行专门化学习，以及从事澳大利亚历史研究等奠定学术基础。 

12.华侨华人研究：专业选修课，2 学分。任课教师：张荣苏。

本课程在民族国家和跨国主义视域下研究华侨华人，让学生了解华人

充满血泪的移民史、艰苦的创业历程以及海外华人社会发展变迁，掌

握华侨华人与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互动。 

13.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专业选修课，2 学

分。任课教师：张文德。本课程主要讲述 1840 年以前中国与中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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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中

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相互往来，文化上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从

而阐明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和影响。 

14.英国史：专业选修课，2 学分。任课教师：宋严萍。本课程

以专题形式讲述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发展、经济体制的发展

演变，使学生系统掌握英国政治、经济、司法史的主要内容，国内外

研究概况，以及目前本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和发展趋势。 

15.国际移民政策研究：专业选修课，2学分。任课教师：颜廷。

从全球化视角和国际人才竞争双重视角考察和研究世界各国移民政

策的历史与现状，使得学生充分了解和把握不同时期移民政策变迁的

主要原因、特点、发展逻辑及其时代价值和意义。 

16.基础俄语：专业选修课，2 学分。任课教师：那传林。本课

程从语音教学入手，学习词性变化，培养学生掌握变格、变位、遣词

造句的基本规则，通过学习扫清语法障碍，并为更深入的语法学习打

下基础。 

17.古代游牧民族与宗教专题研究：专业选修课，2 学分。任课

教师：张文德。本课程主要讲授民族与宗教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与历史

研究，重点是古代尤其是中世纪游牧民族的历史与宗教发展，聚焦于

中亚民族历史与伊斯兰教史。 

18.俄罗斯史研究：专业选修课，2 学分。任课教师：那传林。

本课程是俄罗斯历史的入门课程。 本学期主要任务是对俄罗斯的古

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进行初步的学习，了解各个时期的俄

罗斯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重要历史事件。 

19.近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专题：专业选修课，2学分。任课教师：

张荣苏。本课程系统地阐述 1648 年以来代国际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历

史，以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为线索，分析不同时期国际体系的基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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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本质特征、主要矛盾和大国关系的变化，让学生把握近代国际关

系的发展历程。 

20.丝绸之路贸易史：基础核心课，2 学分。任教教师：张天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促进学生对丝绸之路贸易的历史、发展特点的

了解与认识，加强对古代丝绸之路以及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

为深入研究丝绸之路问题打下基础。 

（二）制度建设 

1.学院颁布《科研诚信工作管理办法》，将加强科研诚信工作制

度化。2021 年 6 月本学位点集中对研究生导师集中开展了科研诚信

学习教育活动。 

2.学院颁布《师德师风考核管理办法》，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制

度化。2021 年 11月开展“师德师风知识竞答”活动，并获得优秀组

织奖。 

3.将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常态化。2020 年，组织学科教师拍摄师

德师风展示视频，并在学院播出，激发师风师德学习热情。 

（三）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2020-2021 年本学科共引进 3 名专任教师，

分别是 2020年引进的王娟娟和张天骄，2021 年引进的郭小瑞。2020

年，1 名教师被遴选为硕士生指导教师：鞠长猛 

（四）培养条件建设（包括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 

1.建有多个省部级科研平台，积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本学科现

有 5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即江苏高校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国侨办侨务理论研究江苏基地、

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两个教育部区域和国别

研究中心。围绕“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开展研究，为“一带一

路倡议”、侨务政策、中澳和中巴关系等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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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强科研团队，突出研究特色。澳大利亚与华侨华人、中巴关

系与丝绸之路史、欧美国家与古典文明史等研究在省内外具有重要影

响力。 

3.加强导师团队建设：世界史导师团队在 2020 年获评“立德树

人优秀研究生导师团队”、颜廷获评“立德树人优秀研究生导师”。 

（五）科学研究工作 

1.科学研究成果丰硕。2020-2021年度，本学位点获批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9 项。出版专著 2部，发表论文 19 篇。 

2.科研经费充足：2020 获批纵向科研经费 46.1 万元，2021年批

纵向科研经费 20.3万元。 

3.获得多项科研奖励：邵政达的论文《革命与司法：17 世纪英

国普通法法院的独立》获评 2020 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

等奖；张秋生的专著《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政策与亚洲新移民问题研究》

获评 2020 年“澳大利亚在华基金会优秀原创著作奖”；鞠长猛的咨

政报告获评江苏省智库研究与决策咨询优秀成果二等奖。 

4.积极服务社会，提供决策咨询。邵政达 2020 年分别在《中国

侨联侨情专报》和《江苏侨情专报》上发表《警惕和应对疫情期间海

外分裂势力与我争夺侨心》《做好华侨华人疫情防御和舆情工作》；

张文德为上海博物馆展览撰写《15 世纪的中亚：陆上丝绸之路的最

后辉煌》；颜廷的咨政报告《中国对澳侨务公共外交的困境与对策》

2020 年获得全国人大常委、民主党派中央专职副主席肯定性批示。

2020 年 8 月张秋生教授应邀担任中央电视台（CCTV-4）《世界听我

说》嘉宾。2020 年 8 月-12 月，本学位点教师为完成中国侨联委托重

点课题《江苏华侨华人史》，对全省 13 地市侨情进行了调研。 

5.出版专业系列辑刊：2020 年，出版《华侨华人研究》辑刊第 7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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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生与就业 

1.招生：2020年和 2021年各招收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14人，

培养方式均为全日制，无推免生。 

2.毕业：2020 年和 2021年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人数分别

为 10人和 13 人。 

3.就业：2020 年毕业生中，就业类型为中初等教育单位的共 8

人，占比 80%，其他类型的共 2 人，占比 20%。2021 年毕业生中，就

业类型为中初等教育单位的共 6 人，占比 46%；升学 2 人，占比 15%；

党政机关 1 人，占比 8%；其他类型的共 4 人，占比 31%。 

 

（七）人才培养等工作取得的成绩 

修订世界史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重点加强研究生科研能力训练，

提供一定经费支持研究生举办或参与各种学术论坛，加大研究生科研

课题项目经费支持额度与发表核心科学论文奖励力度，对获省级研究

生创新项目予以经费支持。对硕士研究生考博予以支持和必要的资助。

设置华侨华人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方向，招收国外留学生（主要

是华人），对留学生予以一定的经济资助。加强对研究生就业指导和

培训。研究生培养取得的成绩如下： 

1.研究生培养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2021 年招收 1 名泰国籍研

究生攻读世界史硕士学位。 

2.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显著提升。2020-2021 年，2 名研究生在

CS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3名研究生获得江苏省研究生创新工程项目。 

3.研究生就业质量进步明显。近年来，研究生就业和升学率达

100%，多数同学在教育单位就业，2 名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 

 

四、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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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缺乏标志性学术成果。 

2.缺乏省部级及以上教学团队或教学成果奖。 

3.毕业生就业方向较为单一。 

 

五、改进措施 

1.培育高水平学术成果：通过引育并举，引进国内外具有较高知

名度的学者，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以五个省部级科研平台和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大专项为突破点，发表高水平科研成果，提

高本学科和学位点在全国的知名度。 

2.培育高级别的教学团队和教学成果奖：打造研究生培养科研团

队，坚持推进思政课程改革和课程思政建设“双轮驱动”，以“课程

育人、实践育人和教书育人”为示范引领，打造立体宏观的人才培养

体系，形成研究生培养新路径，产出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3.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深化研究生教学改革，提升教育

教学内涵质量。立足办学特色，探索“新师范”“新文科”建设路径，

为研究生实现多元化就业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