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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课改前沿 引领教师成长

课题研究要念好“真”字诀

■刘军

当前， 中小学对课题研究越来越

重视， 科研成果在改进教学实践中的

作用也日益明显。 但在中小学课题研

究实践中， 依然存在重立项、 轻管

理， 重结题、 轻过程， 重成果评奖、

轻成果转化及应用等问题， 导致课题

研究形式化、 功利化现象日益突出。

如何把课题研究做得切实有效，

真正发挥课题研究在服务教师成长、

引领教学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笔者认

为， 首要的是要念好“真” 字诀。

课题研究的问题要“真”。 开展

课题研究， 选好题是关键。 课题研究

者要选择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真问

题” 进行研究， 以确保研究的针对

性、 实效性、 可操作性。 “真问题”

有助于揭示教学规律、 深化教学认

识、 改善教学实践。 在课题研究过程

中， 一定要立足于研究“真问题”，

从教育教学面临的突出问题中选题，

从日常的教育教学中选题， 从成功的

教育教学经验中选题， 从教师自身课

堂实践的矛盾冲突中选题。 只有这

样， 才能生成先进的教育思想、 精湛

的教学艺术， 才是教育科研真正的

“科学性” 与“方法论”。 在课题选题

过程中要有研究“真” 问题的心态，

按照“选题要小， 立意要高， 研究要

深， 拓展要广” 的要求， 科学慎重地

选题。

课题研究的态度要“真”。 态度

要认真， 目的要明确， 认识要到位。

课题研究的目的， 就是解决教育教学

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通过课题研究提

升教师的专业成长， 为教育教学实践

服务。 可以说， 课题研究与教师日常

教学密不可分，研究无处不在、无时不

在，“工作即研究” 应是中小学教师科

研的基本方向。 教师进行课题研究要

有长远目光，要真正静下心来，潜心研

究， 不要把目光仅仅局限于进行课题

研究就是为了评优晋职、装点门面。既

要克服课题研究无用论， 又要克服课

题至上论的错误倾向，正确把握课题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课题研究的过程要“真”。 一项

教育科研课题的实施， 是一个从研究

假设到理论验证、 到组织实施、 再到

成果推广的去伪存真的动态过程， 它

追求的是实践中的探索， 注重的是过程

中的实效。 因此，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

既要重视“方案” 和“报告” 的撰写，

又不能忽视实施过程的历练； 既要重视

开题时的“轰动场面”， 更要重视实施

进程的厚积薄发； 既要重视课题的结题

验收， 也要关注研究过程中材料的搜

集、 整理与分析。 真正树立“研究过程

重于研究结果” 的意识， 加强课题的过

程性管理， 在研究过程中把课题做实、

做细、 做真。

课题研究的成果要“真”。 衡量一项

课题是否完成研究任务、 达到预期研究

目标， 关键是看这项课题是否取得了符

合研究内容和目标的成果。 中小学教育

科研的成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实效性，

因此， 课题研究者在梳理提升课题研究

成果时一定要客观真实、 有特色， 不拾

人牙慧或人云亦云。 课题成果必须是研

究者亲自通过潜心研究总结出来的， 而

不是剪刀加浆糊、 复制加粘贴来完成的。

对成果的总结要实事求是， 全面客观，

不夸大也不缩小。 要进行认真总结与反

思， 切实把几年来的工作总结好， 把取

得的成果提升好， 把存在的问题分析好，

成果既要有理论的提升， 又要有真实的

数据及必要的推理过程， 而不是东拼西

凑、 照抄照搬。

总之， 教师只有心存“真” 字， 才

能把课题研究做得从容， 做得扎实， 做

得有效。 唯有此， 才能凸显课题研究在

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 山东省济宁市教育教

学研究室）

筲观点

从试卷讲评课看测评的得失

■王芳

在到学校进行视导时， 我听了

一节初中二年级的英语试卷讲评

课。 L老师拿着卷子对学生说：

“这次期中考试题目多简单啊！ 连

听力都没考， 考的都是刚学过的语

法项目， 只要你会背单词和课文就

应该能答上。 可是你们班的排名却

是倒数第三， 与学年成绩相比你们

班的平均分低了8.11分， 高分率低

了6.81%， 优秀率低了15.12%， 及

格率低了12.45%， 差生率却高了

3.22%， 而且排名倒数第一的同学

就在你们班……” 听着教师滔滔不

绝的批评， 望着学生垂头丧气的神

情， 我浏览了一名学生的试卷， 陷

入了深深的思考。 学业质量测评究

竟应该测什么？ 评什么？ 怎么测？

怎么评？ 看似简单的四个问题其实

异常复杂， 问题背后涉及到一系列

理论、 技术和管理问题,需要教师

认真梳理和反思。

目前的学业质量测评体系中，

堂测、 周测、 月测、 期中测、 期末

测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这些测评

在试题框架制定、 内容选择、 数据

统计、 结果分析和运用等方面都存

在着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 从上述

的案例分析可以梳理出以下问题：

一是英语“听说读写” 技能检测失

衡。 试卷结构存在题型缺失的问

题， 缺少听说技能的检测。 二是英

语课程目标的5个维度只是片面呈

现。 试题只是检测了英语语言目标

内容， 却忽视了非语言目标内容的

考查。 硬性记忆类测试过多， 语法

试题偏难偏怪， 没有体现在真实的

语境中考查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

力。 三是测评数据检索过于单一。

教师单纯强调学生成绩的横向对

比， 缺少对学生个体成绩的纵向比

较， 没有全面反映学生个体的学习

状态和变化。 四是窄化了测评结果

的分析和运用。 教师的评价没有基

于测量的评价,没有发挥测量所应

该具有的诊断、 反思、 矫正、 提升

和激励功能， 没有服务于学生学习

和教学改进。

学业质量测评应该具有两种功

能， 即测量和评价。 测量是把数据

测出来， 评价是对数据进行评析。

目前学业测评的测量工具和测量数

据的评析和应用比较薄弱。 因此，

我们要加强学业质量测评的研究和

实践， 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学业质

量测评监测体系， 制定学业质量测

评标准， 发挥学业质量测评功能，

减少考试的负面效应。 让学业质量

测评成为学校改进课程管理， 教师

改善教学， 学生查找问题的有力支

撑。 同时还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

系：

死记硬背与灵活运用的关系。

英语课程标准强调， 语言知识与语

言技能需要同步发展。 听、 说、

读、 写四项语言基本技能是学生进

行交际、 形成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

重要载体和手段。 然而， 从上述案

例可以看出， 大多数测试过度重视

语法项目考查， 只要学生会背单词

和课文就能答题， 忽视了听、 说等

技能的测试。 因此， 学业质量测评

应注重考查学生语言技能的灵活运

用能力， 而不仅仅只是要求学生死

记硬背语言知识。

显性目标与隐性目标的关系。

英语课程标准中除了设置显性的语

言知识、 语言技能等语言目标以

外， 还设置了一些隐性的非语言目

标， 即语言学习过程产生的非语

言结果， 如情感态度目标和学习

策略目标。 英语综合语言运用能

力的形成应建立在语言技能、 语

言知识、 情感态度、 学习策略和

文化意识等方面整体发展的基础

之上。 这5个方面相辅相成， 既有

利于学生发展语言运用能力， 又

有利于学生发展思维能力， 从而

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

英语课程标准是确定测评内容与

标准的依据。 因此， 测评时， 应

考虑这5个方面的目标要求和特

点，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 确定测

评标准， 选择测评内容。 避免过

分强调对显性知识的考查， 忽视

对隐性目标达成情况的检测， 以

切实提高测评的有效性。

测量与评估的关系。 英语学科

学业质量测评要根据英语教育的目

的及原则， 通过测量和评估两种方

式， 对学生学习过程及其成果进行

定性和定量测量， 进而作出有价值

的判断， 并为学生的发展程度和教

学改进提供依据。 现有测评仍然以

选拔和排序为主要功能， 学生、 教

师和学校在选拔和问责的测评制度

中疲于应付， 导致教学内容不断加

深， 课业负担不断加重。 因此， 不

能只测不评， 应当对所测成绩进行

分析和评价， 发挥测评促进学生发

展、 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的功能。

横向比较和纵向对比的关系。

现有的测评方式僵化、 简单化和

表面化， 过于注重学生成绩的横

向比较， 没有关注学生个体的处

境和需要。 像上述案例里L老师关

注的只是班级与班级、 学生与学

生之间的平均分、 高分率、 优秀

率、 及格率以及差生率等。 学生

个体发展的进步、 学生个性特点

和学生的努力都被泯灭在一组组

抽象的数据中。 其实， 对学生成

绩的纵向对比能够全面、 深入、

真实地再现出评价对象的特点和

发展趋势， 有利于尊重与保护学

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让学生了

解自己所处状态， 体验进步与成

功， 从而产生进步的动力。

诊断与改进的关系。 在平时

的教学中， 测评往往只是成为判

断学生答题对错的工具。 这种只

有诊断没有改正的做法， 窄化了

测评结果的效用。 应时刻关注测

评对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反馈

作用， 客观分析、 认真研究测评

数据和结果。 利用这些数据和结

果， 让教师反思自己的教、 让学

生反思自己的学， 查找存在的问

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 教师要及

时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 并

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及时提

出指导和改进的建议。

研究与培训的关系。 测评是英

语课程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实现课

程目标的重要保障。 随着新课程不

断深化， 越来越多的英语教师开始

关注和研究测评问题。 但是， 由于

教师缺少测量素养和专业测评理论

知识的培训， 导致研究效果不明

显。 因为教师不懂得合理运用测量

学技术， 使得测试陷入了题海困

局。 因此， 建议对中小学英语教师

进行学业质量测评方面的培训， 并

希望将测量课作为师范类大学生的

必修内容。

总之， 学业质量测评要以基

础教育课程标准为准绳、 以提高

教育质量与改善教与学的方式为

目的。 让测评为教师和管理者进行

教学研究、 改进教学方法提供科

学、 客观的量化依据。

（作者单位： 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教育研究院初中教研部）

教育不能少了“微量元素”

■徐辰

作为一所高级中学， 我们没

有把所有精力放在高考升学上，

而是思考并践行如何为学生未来

发展奠定基础。 学校开设30多门

“特别课程” 的初衷， 是为了给学

生补充“微量元素”。

教育是个有机体， 就像人的身

体一样， 缺了微量元素， 身体就不

会健康。 我们知道， 钢的主要成分

是铁， 但在铁中加入一些“微量元

素”， 铁才能变成钢。 培养学生也

是一个道理。 孩子老吃一种单一

“食物”， 营养不全面， 必须补充微

量元素。 但又不能仅吃些“钙片”

之类的， 必须从生活中汲取， 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要让学生到大自然中

去， 自己去体验、 去感悟的原因。

小羊羔， 一个冬天都圈养在围

栏里， 到了春天则要把它们放出

来， 到草地上， 到山坡上去撒欢。

其实， 学生就像小羊羔一样， 不能

光在课堂上学习， 也需要到大自然

中去撒撒欢。 呵护成长， 奠基未

来， 如何做到？ 我们的培养目标就

是要让学生成为身体素质过硬， 行

为习惯良好， 有独山子第二中学独

特气质的学生。 我认为， 用“农耕

文明” 的哲理开展“田园诗化” 的

教育， 回归自然是一条出路。 就如

同种庄稼， 按照规律慢慢来， 注重

过程， 丰富学生精神内涵。 对学生

不能简单地以学习成绩论高下， 更

重要的是着眼学生发展潜力的培

养， 打好基础， 这才是关键。

（作者系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

子第二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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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传真

筲锐言

学生们种下幼苗， 然后期待收获。 本报记者 蒋夫尔 摄

带学生到大自然中撒欢

———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第二中学“特别课程”探寻

■本报记者 蒋夫尔

一提起高中的学习生活， 给人的感觉

就是时间紧、压力大、学习任务重。然而，记

者日前在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第二中学

采访时发现，虽然生活在城市里，这所学校

的高中生并不是一味埋头学习功课。 他们

享受着很多“特别课程”，学生们表示，这些

课程让他们度过了快乐的高中时光， 留下

了美好记忆。

从2004年开始，这些“特别课程”成为

高一、高二年级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涉及学

生成长的方方面面。10年来， 这所学校缘何

舍得每年拿出近200个课时，让学生们“玩”，

让学生们“撒野”呢？为探寻其中的秘密，记

者日前来到独山子二中，进行深入采访。

【特别课程一】

远足30公里

———获得亲近大自然的特别体验

4月29日，高一、高二两个年级的1200

名学生，开始了新学期第一门“特别课程”

———“远足30公里”。课程内容为寻访独山

子的母亲河———奎屯河。根据课程安排，学

生需要徒步往返30公里， 时间为一天，共

计10个课时。

走出校门， 学生们很兴奋， 像飞出笼

子的鸟儿。 沿途， 学生们上山鸟瞰独山子

城区， 地理教师现场讲解地质地貌。 地理

课就这样被搬到野外来上了， 生动形象的

讲解和现场观察， 使学生们学到了在课本

上学不到的地理知识。

野炊，是这个“特别课程”的一项内容。

没有灶台，学生自己在戈壁滩上搭建；没有

柴火，学生自己去捡拾。同学们合作做饭、

炒菜，品尝自己做的饭菜，很有成就感。“在

家没做过饭，才发现做饭也这么有乐趣，我

做的是烤羊肉和鸡肉盖饭， 老师说做得很

好吃。”高二（14）班学生王晶告诉记者，

除了野炊，课程内容还包括在戈壁滩上

举行入团仪式，红歌赛优胜班级的野外汇报

演出， 听奎屯河管理站工作人员讲故事。奎

屯河管理站成立70年了， 为了60多万人能

喝上干净的饮用水，工人们不分春夏秋冬坚

守在这里，建站以来先后有60个人为此献出

了生命。听着感人的故事，学生知道了甘甜

的自来水背后，还有这么多人在付出。

完成课程的全部内容，学生开始返回，

15公里的回城路格外辛苦，但学生都坚持

走回学校。校长告诉记者，2014年，学生将

去往驻扎着部队的巴音沟，走进军营，和部

队官兵一起开展活动，感受军魂、感受战士

的质朴、军人的神圣，接受国防意识教育。

【学生感想】高一（1）班学生郭浩文：第

一次徒步走这么远的路，对我是个考验，但

我很高兴能够坚持下来。这在我的一生中，

都会留下深刻的记忆。

【校长观点】这么远的路，如果一个人

走，无论如何也是走不下来的，但有整个团

队在，大家相互鼓励，就走下来了。通过课

程，同学们互相帮助，相互扶持，认识到了

团队精神的重要。

【特别课程二】

种植园里当一回“农民伯伯”

———让劳动改变内心

5月6日， 校园里好不热闹。 高一 （1）

班的学生们挥舞着手中的锄头在翻土、 平

地、 挖沟。 然后， 撒下向日葵种子、 玉米

种子， 把茄子苗、 辣椒苗、 西红柿苗和豆

角苗栽进地里。 这是学生们在校园里上

“特别课程” ———“种植园里当一回农民伯

伯” 的情景。

在校园西北角，有一块半亩大的土地，

是学生们的种植园，取名“躬耕园”，也叫

“半亩园”。学校给每个班分配了20平方米

的土地，并规定种植内容，全校每个学生都

必须参与其中，共计20个学时，贯穿一个

学年。通过这个不大的园地，为学生创设一

个体验观察研究的平台， 让学生尝试一种

完全不同于课堂教学活动的体验。 学生自

己撰写种植方案， 完成从4月播种到11月

收获的全过程。 学生在挥汗劳作中感悟人

生，收获生命的成长与精神的升华。

【学生感想】高三（8）班谭雯蔚：第一次

下地翻土时，闻到了泥土的香气，这块地成

了大家热议的话题。大家分工协作，呵护幼

苗生长。我们亲自种了回庄稼，把果实送给

老师品尝，和同学们分享，品尝了收获的喜

悦，也懂得了要珍惜粮食。

【校长观点】建立“躬耕园”，是想给学

生田园式的体验。 在当今浮躁的社会背景

下，如果学生能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完成从

耕耘播种管理到收获的全过程，性情一定会

更加沉稳， 为未来发展积淀定力和担当。而

且，师生在共同劳作中也密切了情感关系。

【特别课程三】

练习600公里长跑

———练就强健体魄

当一些学校取消了冬季长跑的时候，

独山子第二中学却从未间断开展200公里

环校冬季长跑活动， 并将其作为“特别课

程” 纳入学生必修课。 “你想强壮吗？ 跑

步吧； 你想健美吗？ 跑步吧； 你想聪明

吗？ 跑步吧。” 这是刻在古希腊的埃拉斯

山崖上的几句古老名言， 如今成了该校冬

季长跑活动的口号。

这门课程时长共计11周， 每天上午

两节课后全校进行跑步锻炼， 每次跑一圈

是2000米， 75天跑下来， 每个学生跑了

将近200公里。 高中三年， 每个学生长跑

总里程为600公里。

除此之外， 学校利用校外教育资源，

在确保“安全第一” 的前提下， 开设了游

泳课， 共计18个学时。 学习游泳技术是

为了让学生获得生存能力的学习与锻炼，

多一个生存本领。

越野远足， 在独山子二中也成了一门

课程。学生走在广阔的原野，在跋涉中锻炼

意志，感受合作和帮助，感受师生以及同学

间的友谊，使紧张的学习得以缓解。在跋涉

过程中，营造明丽的内心世界。

【学生感想】 高三 （1） 班金梦茹： 我

过去不喜欢体育运动， 现在因为学了这门

课程变得很喜欢运动， 很多同学和我感觉

一样。 虽然上了高三， 但是我每天都要打

一会儿篮球， 一个月前， 我去参加市里举

办的比赛并获得了亚军。

【校长观点】课程开设后，感冒的学生

减少了98%。每年参加区里组织的纪念“12·

9”环城4公里跑，学生没有一个晕倒的，男

生跑完4公里，就像没事儿一样，女生也都

能顺利跑完全程。 储备健康是一个战略投

资，学生们练就健壮的身体和坚强的毅力，

必然会为学习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