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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自行设计的“高师学生对中学新课程改革认识调查问卷”，从新课程实施的保障系统、管理方式、教
师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学习方式等四个方面，对高师学生认识新课程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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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和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推

行对中学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高等师范院

校作为培养中学师资的摇篮，应走在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的前沿，师范院校的学生将是基础教育的实施

者，他们毕业后将直接进入新课程体系。他们的教

育理念、教育教学能力等能否与课改实践相适应，

将关系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能否顺利进行。那么高

师学生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认识情况如何？高师

教学又是否能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接轨呢？本文就

针对这些问题对山西省师范院校的学生做了详细

的调查，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供

教学参考。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在山西省高师

院校中随机抽取高师学生共 348 名 （男生 128 名、
女生 220 名）。收回有效问卷 320 份（男生 118 名、
女生 202 名）。数据采用 Excel、SPSS11.0 社会统计

学软件和 SQL 语句进行管理和收集处理。
主要调查高师学生对中学新课程改革的认识；

调查的内容涉及新课程实施保障系统、管理方式、
教学观念及行为和学习方式等四个方面；采用单项

选择题、多项选择和排序题进行呈现；另外还设有部

分开放性的问答题，以调动其积极参与并畅所欲言。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新课程实施保障系统

1.新课程实施的环境。高师学生对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实施的了解，是新课程顺利实施的保障之

一。调查结果表明：仅有 12.2%的学生表示“了解的

十分清楚”；有 57.8%的学生表示“了解一点，但没

当回事”；30.0%的学生表示“完全不了解或没必要

了解”。可以看到，有近 90.0%的高师学生对基础教

育改革几乎不了解。在“对新课程改革的支持程度”
调查中，有 80.0%的学生表示“强烈赞成或赞成”；
有 18.1%的学生表示“无所谓”；仅有 1.9%的学生

表示“不赞成”。可见学生还是较认可新课程改革，

这也为新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调查实施新课程的实验教师存在的压力情况

时，23.0%的高师学生认为应同时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⑴怕学生考试成绩上不去；⑵担心自己的辛勤

付出得不到领导和同事的肯定；⑶担心万一课改失

败，自己的辛勤劳动会付之东流。而有 89.1%的学

生选择了“怕学生考试成绩上不去”。可见，高师学

生仍将学生的考试成绩放在了首位，这必将成为新

课程的实施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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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开发和利用课程资

源对于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创造性的实施

新课程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课程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也是保证新课程实施的基本条件。
在调查中，有 32.7%的学生认为“比较重视改

革，且应积极开发利用课程资源”。这个结果再次印

证了上面的调查，高师学生对新课程的改革知之甚

少，且认为效果很好的更少。
对“教师使用辅助教具进行教学”的调查中，学

生认为教师在教学中，除使用黑板、粉笔等常规教

具外，还应采用一些其他的辅助教具。其中 29.1%
的学生认为可采用幻灯机和多媒体计算机；20.0%
的学生认为可采用实物；15.3%的学生认为可选择

挂图；另外还有些学生认为可采用模型、录音机、录
像机等。

（二）管理方式———考评制度

课程评价在新课程改革实施中起着导向与质

量监督的重要作用。我们首先调查了高师学生心目

中评价一节课的优劣标准。学生的回答是五花八

门、各不相同。由此可见在高师学生对判定一节课

的优劣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在“评定中学生成绩的依据”的调查中，有

80.6%学生认为是进步状况；79.1%的学生认为是考

试成绩；74.4%的学生认为是努力程度。可见，成绩、
进步、努力是中学学生成绩评定比较恒定的标准，这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评价方式也是影响新课程实施的重要因素，高

师学生对新课程提倡的目标多元、方法多样的评价

方式看法不一。在调查中有 33.1%的学生认为“完

全可以做到，但是与升学考试存在矛盾”；10.9%的

学生认为“完全可以做到，而且效果会很好”；51.6%
的学生认为“受条件限制，暂时不能做到”；4.4%的

学生认为“根本不能做到”。
由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高师学生对新课

程改革后课程评价标准的相关内容并不了解，也没

有掌握对中学生进行成绩评定的标准，没有形成一

个完整的评价体系。
（三）教学观念和行为

课程改革的根本在于教学观念与教学行为的

转变。我们主要从教学行为、教学观、课程观和学生

观四个方面调查学生对教学观念和行为的认识。
1.教学观念。教学观念决定着教学改革的深度

和广度，它直接影响着高师学生对教育教学的认识。

在“对教学过程的认识”的调查中，有 21.9%的

学生认为“教学过程是课程传递和执行的过程”；有

75.6%的学生认为“教学过程是课程创新与开发的

过程”；有 2.5%的学生认为“不知道教学过程”。可

见，大部分高师学生对教学过程并没有清晰的认

识，这是高师教育的缺陷。
在“对高校教师教学认识”的调查中，79.4%的

学生认为“教师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创设情境来调

动学生积极性，对自己讲课条理性、逻辑性可以较

少考虑”；47.5%的学生认为“注重学生的学习方法，

并能给予正确的指导”。可见，大部分学生认为应该

注重创设情境来调动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性，从而

在教学中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
2. 教学行为与教学方式。我们主要从教后反

思、教学方式和课外作业三个方面调查学生对教学

行为与方式的认识。
自我反思是促进专业成长的一种手段，也是教

学行为转变的首要目标。“对课后进行教后反思或

写教后日记”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81.3%的学生认

为“很重要，每节课后都应进行”；有 14.1%的学生

认为“有时间再进行”；有 2.2%的学生认为“对自己

没有帮助，从不需进行”。
课堂教学中，除讲解外，还需用到一些辅助教

学方式。调查中，约 80.6%的学生认为应“鼓励学生

阅读有关教学指导书”；55.9%的学生认为应“课外

布置大量书面作业”。
在对学生所喜欢的课外作业形式调查中，有

42.2%的学生喜欢“书面作业”；40.4%的学生喜欢

“查资料”；8.8%的学生喜欢“动手操作、设计”；
8.4%的学生喜欢“进行实践调查”；仅有 0.3%的学

生喜欢“访问”。可见，学生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

的教学模式中，并没有转变，而且不喜欢开放性、实
践性的作业形式，这从侧面反映出学生的动手能力

差和与他人交往的能力不强。
3.课程观。课程是教师、学生、教材和环境四要

素动态交互作用的“生态系统”[1]。学生与教师的经

验即课程，生活即课程，自然即课程。分门别类的教

材只是课程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只有在与其他因

素整合在一起并成为课程生态系统的有机结构时，

它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高师学生对教学中教材处理情况的看法”

的调查中有 84.1%的学生认为要对教学内容进行

拓展；68.8%的学生应依据实际情况对教材做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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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仍有约 17%的学生认为应该基本按教材

走、完全不需要进行处理。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高

师学生认为要根据实际情况对教材进行一定的调

整即修改、补充或拓展，这也从侧面表现了对课程

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4.学生观。新课程改革要求面向全体学生，为

每一个学生提供公平的学习机会和有效的指导；要

充分考虑到学生之间的差异，因材施教，体现教育的

公平性原则。在调查中约 95%以上的学生认为教师

的注意力应该是大部分学生，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
新课程改革并不只局限于教师是否关注所有

的学生，还应充分地考虑到每个学生在性别、兴趣、
生活环境、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调查中 54.1%
的学生认为“特长和爱好只需得到相关科目任课教

师的支持与鼓励”；15.0%的学生认为“特长和爱好

应该得到大部分任课教师的支持与鼓励”；37.2%的

学生认为“特长和爱好不需支持，也不需鼓励”。调

查结果并不乐观，因为全面把握学生的个性发展是

我们基础教育改革的新起点，所以针对目前状况我

们需要努力改进，全面促使学生的个性发展。
（四）学习方式

现代学习方式是以弘扬人的主体性为宗旨、以
促进人的可持续性发展为目的，由许多具体方式构

成的多维度、具有不同层次结构的开放系统[2]。
1.学习态度和学习意识。学习态度和意识主要

体现在行为上。在学习中，学习态度的影响是不容

忽视的，它可以在学习上形成一种潜意识，并影响

一个人的毕生发展。调查中，有 59.1%的学生表示

“即使没有人监督也会努力学习”；有 24.7%的学生

表示“如果有人监督学习会更加努力”；有 13.8%
的学生表示“如果没有人监督或考试，就不会像现

在这样努力”；仅有 2.5%的学生表示“即使有人监

督，也不会非常努力”。
在“高师学生每周用于阅读课外书籍的时间”

调查中，有 20.0%的学生表示“1 个小时”；约 70%
的学生表示“2—4 小时及以上”；约有 10%的学生

表示“从不或没有条件”。而阅读课外书的学生中几

乎没有将时间用于阅读与新课程改革的有关书籍。
由以上可知，多数高师学生能够主动的学习，

但是对于拓展知识的意识和对新课程了解的积极

性不是很乐观。
2.学习方式。科学的学习方式可促进学生较快

地接受新知识，发展成为全面独特的人。在对合作

学习、自主学习、参与式学习等学习方式的认识调

查中，有 23.8%的学生表示“非常好”；有 59.7%的

学生表示“较好”；有 14.7%的学生表示“较差”。
可以看到，高师学生对课改后的学习方式还是

能接受的，并且能说出这些方式的好处及在培养能

力方面的作用。

三、问题与建议

（一）问题

1.高校教师对新课程改革重视程度不够。新课

程改革要求中学一线教师尽快接受前沿教学理念，

放弃传统的教学思想。师范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事业

的“工作母机”，肩负着培养和造就从事基础教育的

新型师资的重任。这要求高师教师也需要转变自己

原有的教学思想。通过调查发现，多数教师的教学

观念和行为没有转变，这令我们非常担心。
在调查中，有 54.7%的高师学生表示“教师在

课堂上几乎不留时间给学生交流，讨论”；另外有

19.4%的高师学生表示“大部分任课教师不容易接

近”。可见学生与教师接触的机会很少，让学生参与

到课堂活动中的机会也较少，高师教师的教学观念

没有改变，这严重影响到高师学生教学观念的转变。
2.高校对教育类课程重视不够。教育类课程是

作为教师职前培养阶段的主要课程，本应该在教师

教育的整体课程结构中处于重要的地位。然而，通

过调查发现，90.3%的学生不喜欢教育类课程。多数

高师院校不同程度的歧视教育类课程。如学科教学

论，在调查中发现，很多领导明目张胆的限制这些

不受重视科目的课时。部分专业授课学时少得可

怜———34 学时，以至于很多同学奇怪这也是专业

课。仍操持着这门课程的学者，是在艰难地扮演着

“无米下锅”的巧妇角色。
3.高师学生了解新课程改革的意识不够。新课

程实施以后，课程是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师生面

前，作为未来的基础教育工作者，应该积极地去认

识、了解它，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深入理解其内涵，

也才能保证其有效的实施。而调查结果完全出乎研

究者的意料，高师学生对新课程改革的了解少之又

少，并且在调查中还发现，90%的学生表示从没有

看过有关课改的任何书籍。这就意味着高师学生不

知道新课程改革的内容及精髓，那么当面临施教时

他们就无从下手，这将严重阻碍新课程的顺利实

施，并且为继续教育增加了很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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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和学生对考评依据熟悉程度不高。无论

是传统课程还是新课程，教学都需要一套系统而完

整的考评制度。考评制度在课程改革中起着导向与

监督的作用，体现着课程改革的最新理念。因此无

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熟悉考评依据。但在对高师

学生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学生并没有真正的掌握多

元化的评价方式，没有听说过表现性评价、档案袋

评价等，甚至有 80%的学生认为，教师仍然可以通

过纸笔测验及一个分数来评定学生，这再一次给我

们敲响了警钟。
（二）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强新课程改革在高师院校中的培训范围

和宣传力度。新课程背景下的课程结构、课程功能、
教学内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方式、课
程管理、课程评价等层面的深刻变革，不仅给高师

院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明确指明了改革的方

向。然而很多高师教师面对中学新课程改革不知道

自己该如何做，如何很好地适应新课程改革。因而

对于新课程改革的宣传，不仅要在中学一线教师中

进行，而且要在高师院校中展开。同时宣传方式也

要灵活多样，不能只简单的说教，应以实际的图文

展现。通过各种方式的培训，使高师教师认识到课

程改革的理念、做法等。而对于未来基础教育改革

的实践者———高师学生，应使其多体验新形式的课

堂，了解新课程，支持新课程、熟悉新课程改革。这

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切不可一步登堂。
2.加强教育学类课程的开设，完善教育实习的

管理。高师院校作为中小学教师培养的“工作母

机”，其培养对象是中小学教育的人力资源。作为高

等师范院校，要加强教育类课程开设。通过教育学

类课程的学习使师范生能够对教育有一个全方位

的认识，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学会科学的教学方

法，掌握必备的教育技能技巧等。教育实习却是理

论与实践结合的体现，是促使一个师范学生转变成

一个教师的重要一环。教育实习与其他理论课的学

习方式不同，它包括教学技能训练、教材教法研究、
模拟教学与教学实践、班主任实习、基础教育教学

调查等，通过教育实习能使得高师学生适应中学课

程改革的发展，能够使得高师学生比较熟悉中学课

程改革的理念等。所以作为高师院校对于教育学类

课程的开设和教育实习的管理要加强和完善。
3.改革高师院校的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新课

程标准要求要关注“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即教学

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全面提高公民的

科学素养为主旨，同时要求以探究式学习为学生学

习的主要方式。要让学生深刻理解这些理念，仅仅

依赖教育学、教学论教师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全

校教师共同努力，参与到培养合格中学教师的队伍

中来。那就要求专业课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和

教学模式，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4.明析考评依据。考评依据对教师和学生都有

导向作用。考评依据是教师教学的依据，也是学生

学习的尺度，它指导教师的教法和学生学习的侧重

点。明晰考评依据，会让高师学生很快地熟悉、了解

课程评价依据和学生成绩评定标准，掌握新课程改

革在实施中的细节，并使高师学生明确对自我的要

求，在以后的教学工作积极进取，促进自身和学生

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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