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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十年 
农村初中语文新课程实施调查 ★ 

一

、问题的提出 l 

我国人口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比l 

重大，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农村地区的实施情 l 

况直接影响到全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进程。时至今日，· 

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新课程改革已进行了十年，农村语 l 

文新课程实施情况究竟如何?这是社会各界都非常关 l 

心的问题 ，也是直接影响语文新课程改革继续深化、l 

国家发展的大问题。 I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I 

本次调查主要从校长、教师、学生三方面展开，利 l 

用校长、教师、学生问卷及访谈提纲，通过分层整群抽 ： 

样及个案访谈等对河南省 l5个地级市 2个地区的 l 

28所农村初中(涉及河南省东、西、南、北、中部)进行 l 

调查。其中涵盖了语文新课程实施的保障系统、教师、l 

学生，相应的教学及学习方式、考评制度等。 ： 

三、调查结果分析 l 

1．农村初中语文新课程实施的保障系统 l 

(1)硬件保障系统 l 

①基础设施。调查问卷以及访谈都反映出农村初 l 

中教学设备落后的问题。问卷调查得知，45．27％的农 l 

村初中没有图书馆与阅览室。对于“学校在教育技术 l 

现代化方面的变化”这一问题，17．68％的教师认为变 ： 

化很大，20．37％的教师认为没有变化，61．95％的教师 l 

认为有一些变化。可见，农村初中的现代教育设备相 l 

比课改前有了明显的改观。但访谈中大多数教师认为 l 

教学设备仍无法满足新课程教学的需要。 ： 

②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 I 

是保证新课程实施的基本条件。它在转变学生学习方 l 

式、教师创造性实施新课程方面意义重大。有 14．63％ 

的教师对教材不作任何改动，完全按教材编排实施教 l 

学，努力实现编者意图；78．05％的教师以教材为凭 l 

据，将课文作为例子，同时积极开发其他课程资源；l 

7．32％的教师完全按自己的想法重新组织教学内容。t 

◎河南新乡学院 张青民 

可见，多数教师有意愿开发利用语文课程资源，丰富 

语文教学内容。但在后续的调查中发现，78．54％的农 

村初中教师认为，课程资源的短缺是语文新课改中遇 

到的主要困难之一。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方 

面，一是教育投入不足、经费短缺，造成了农村学校在 

财物资源方面普遍存在“跟不上”现象。二是教师的课 

程资源观偏狭，造成了大量潜在资源的流失，课程资 

源的流失无法为语文课改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2)软件保障系统 

①外部支持。课程改革属于系统工程，要有社会 

各界，尤其是上级行政部门和家长的参与和支持。调 

查中发现，52．29％的农村初中教师表示上级领导和 

学校领导比较重视语文课程改革，22．22％的教师表 

示十分重视，19．61％的表示有时重视有时不重视， 

5．88％的表示从不重视。可见绝大多数上级领导与学 

校领导对于农村初中的语文课程改革是比较重视的。 

对于家长支持方面，54．7％的教师选择了 “基本 

不能”或“完全不能”对他(她)的教学工作提供支持， 

45．3％的教师选择“基本能”或“完全能”。两个数据基 

本持平，可以看出受调查教师对该问题认识上的不确 

定。值得注意的是，就该问题的访谈显示：几乎所有教 

师都认为家长的支持意识薄弱，基本素养不高，影响 

了课改的实施。 

②内在保障。教师是课改的执行者，他们对课改 

的认同及对理念的把握直接影响着课改的顺利推行。 

调查显示，71．33％的农村初中语文教师表示愿意选 

择语文新课程教学，12．67％的表示不愿意，16％的表 

示无所谓。可见，绝大多数的农村初中语文教师愿意 

选择新课程改革，这为农村语文新课程改革的顺利推 

进提供了坚实的内在保障。语文课程标准集中容纳了 

新课改的理念，教师对课标的理解程度也可以映射出 

他对课改理念的掌握程度。调查显示：1 8．29％的教师 

表示多次认真地看过课标并完全能够深刻理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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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FFB108062)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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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5％的教师仔细看过一两遍，基本深刻领会；大致 

看过且基本理解但不能深刻领会的占51．03％；稍有 

了解的占2．44％。但对于课改后教师的主要工作问 

题，78．6％的教师认为是讲授教材内容、备课、改作业 

等，对于班主任还需处理班级事务。21．4％的教师表 

示能够认真整理工作素材、阅读相关书籍、收集教学 

资源等。可见，仍有部分教师对课改理念的把握比较 

肤浅 、不够深刻。 

学生的理解与支持也会影响到课改的顺利推进， 

因此也是课改实施的重要内在保障。调查发现， 

47．52％的农村初中学生听说过语文新课改，但是很 

模糊；28．08％的很了解；24．40％的没听说过。可见，只 

有极少部分农村初中学生对语文课程很了解，绝大部 

分学生了解不多或根本不了解，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③教师培训。学校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国家推 

行新课程改革普遍持积极态度，因此，课改之初就组 

织了一期期的教师培训班。访谈中，教师也提到：“新 

课程实施之初，老师们都是要参加培训，学习新课程 

理论的，有时暑假要去县里学习，还要参加达标考 

试。”从表 1可以看出，大多数农村初中的语文教师是 

遵循了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对于培训效果，27．43％ 

的教师认为非常好，22．54％的认为比较好，37．33％的 

认为不好，12．26％的认为非常差。通过访谈了解到培 

训不理想的原因有：培训者缺乏对中小学实际状况的 

了解、培训内容不合理、培训经费短缺、培训形式单一 

等。 

表 1农村初中语文教师平均每年参加课改培训情况 

参 加 次 数  人 数  百 分 比 

O 15 l0．98 

1 58 41．46 

2 27 19．51 

3次 以 上  4O 28．05 

合 计  14O 1O0．O 

2．教师的教学方式 

(1)教学观念 

教学观念来源于个人的教学实践与经历，是在教 

育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教学的本质及其特征的一 

般性的主体认识。语文新课程实施以来，92．71％的农 

村初中语文教师的教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只有5．96％ 

的教师与原来基本一样，1．32％不清楚有没有变化。 

在与教师的访谈与座谈中，多数教师表示新课程的实 

施使他们的教学观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使他们能够 

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学生为主体，全面培养 

学生阅读能力、操作能力，培养学生动脑动手的好习 

惯。 

(2)教学行为 

观念只有转换为行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调查中 

发现，37．25％的教师尝试过课堂教学改革，但学生不 

适应，所以还是以前的教法占主流；43．14％的教师根 

据课改理念，主动改革教学方法，改革效果良好； 

19．61％的教师感觉课改理念多半不合实际，有上级 

听课时才组织一节“课改课”；没有教师认为不了解课 

改精神，从来没有尝试过课堂教学改革。在教学方法 

的使用上，30．66％的教师课堂以讲为主，偶尔有提问 

和练习；38．49％的老师提出问题，学生思考、讨论并 

练习；21．15％的教师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思考 

讨论，最后老师就不懂的进行讲解；9．6％的教师让学 

生课前预习，课堂也是学生自己独立学习。可见，多数 

教师能够根据课改精神主动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充分 

让学生进行自主思考、合作探究，能够很好地体现学 

生的主体地位，改变了以往讲授式或简单问答式的教 

学。通过对教师的访谈了解到，教师进行课程改革遇 

到的主要障碍有：班级人数过多、缺乏针对性的培训、 

考核标准没变等。 

3．学生的学习方式 

(1)学习兴趣 

兴趣是一切活动的动力和源泉。有了兴趣，学生 

对学习活动就不再感觉是负担，而是一种享受、一种 

愉快的体验，必将产生事半功倍的效率。调查中发现， 

40．37％的农村初中生表示非常喜欢语文课，44．40％ 

的表示比较喜欢，12．97％表示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 

2．26％的表示不喜欢。对于所使用的语文教材 ， 

37．12％的农村初中生表示非常喜欢，43．73％的表示 

比较喜欢，16．42％的表示谈不上喜欢不喜欢，2．26％ 

的表示不喜欢。可见，绝大多数农村初中生喜欢语文 

课与所使用的语文教材。 

(2)自主、合作、探究学习 

自主学习是个体终身学习和发展的基础，是新课 

程倡导的学习方式，它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和主动 

性，有助于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J。调查结果显示：78．51％的农村初中生能够在课 

外主动阅读书籍报刊，19．53％的很少阅读，1．95％的 

从不读书。学生喜欢的语文学习方式，25．00％的农村 

初中生选择了“自主探索学习”，34．67％选择了“与其 

他同学合作学习”，40．33％选择了“听老师讲授”。可 

见，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逐渐被 

农村初中生所接受，但由于传统思维惯性以及教师教 

学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为数不少的农村初中生 

依然偏爱于“听老师讲授”这种教学方式。 

(3)语文综合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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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认，不少教师的学历虽然提高了，但其整体素质 

与具体的操作能力等仍无法达到目前课改中对教师 

的要求。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不少农村初中教师对 

“教师”这个职业的兴趣、热情并不高，他们选择教师 

职业只是为了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因此，新课 

改对他们来说更是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了。当然，也有 
一 部分教师热爱自己的工作，但他们头脑中那种传统 

的教学理念和模式已经根深蒂固，这也无法激发起他 

们改革的热情。 

(3)教师培训问题 

通过对教师的访谈了解到，由于经费投入太少， 

不少教师只经过三五天培训就上岗了。出现了培训中 

“走走过场，应付了事”的形式化倾向。对于“新课程改 

革实验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这一问题，63．41％的农 

村初中语文教师选择了“缺乏卓有成效的教师培训”。 

多数教师认为“培训内容、形式等比较单调，理论性过 

强，缺乏与教学实际的联系，教师的可操作性不强”； 

而且很多教师认为“培训过于重形式，表面上看热热 

闹闹、感觉挺好，但真正操作起来时又是一头雾水 

了”。访谈中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农村教师 

太需要培训了。可见，以往所组织的让大家集体来听 

报告、听讲座的培训形式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进 
一 步访谈中也了解到互动式交流研讨和有针对性的 

实践指导是教师们比较欢迎的培训形式。 

(4)评价问题 

目前，评价已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在某种 

程度上它甚至成了我们课程改革难以突破的“瓶颈”。 

访谈中也了解到，大多数语文教师对课标中倡导的多 

元评价制度比较认可，主观上也愿意改变对学生的评 

价方式，不再唯成绩论英雄。但他们也表示，目前国家 

在学校、教师和学生评价方面的指标体系还不健全， 

成绩和升学率仍被作为评价学生和学校的主要标准， 

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教师也不得不去关注学生的 

考试成绩而无暇顾及学生的其他表现。“一方面，想通 

过课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另一方面，又怕课改不成功影响了学生的考试成绩， 

使家长怨老师，同时我们还怕自己的年终考核会受到 

学生成绩的影响。”一位李姓教师道出了大多数农村 

语文教师的心声。 

2．建议 

(1)增加资金投入，加大政策倾斜 

农村新课程改革除需先进的教育思想等软件外， 

还需较好的硬件支撑，否则，将是空中楼阁，虚无缥 

缈。为了保证农村新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和持续性， 

政府要将课程改革经费纳入教育经费的范畴，列入财 

l政预算予以保障。斯坦豪斯称：“没有教师发展，就没 

I有课程发展”嘲。新课改倡导“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 

l新理念。可以说，虽然教师不再是主体，但其教学行为 
- 的优劣仍会直接影响到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然 

f而，农村基层学校由于条件差、待遇低等因素往往很 

l难吸引和留住优秀的教师。所以，国家或地方政府要 

I加强相应的政策引导，使更多优秀教师能够投身于 

I农村基层学校，也为农村新课改的顺利推进提供智 

I力支持。 
l (2)创造培训机会，提高培训效果 

： 众所周知，农村基层学校不仅办学条件相对薄 

f弱，教师参与各种学习的机会也比城市教师要少。但 

I是作为基层学校，我们不能仅仅抱着“等、靠、要”的思 

l想，而是自己应该积极去争取。比如，学校可以请县教 

：研室牵线，通过与一些先进学校、先进教师联系，积极 

j开展“城乡共话”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可以让农村教 

I师了解城市教学与科研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请城市 

l优秀教师到农村来进行示范课教学，也可以让农村教 

f师去城市学校讲课等。同时，各级教育部门在组织培 

l训时，要注意对农村教师培训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I改变以往单调的讲授模式，要注重教师与培训者之间 
- 的交流与互动，通过示范课、说课、评课、专题讲座等 

l多种形式提高农村教师培训的实效。 

1 (3)完善评价体系，加强考试研究 

I 一方面，国家应根据课程改革的理念和要求，制 

定真正能够促进学校、教师和学生发展的评价体系， 

l并结合具体措施将其落到实处，彻底推翻唯升学率的 

I评价方法，真正为学生的发展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 

另外，地方教育部门要加强对中考命题与阅卷的研 

I究。评价体制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可以 

l预见在此之后的很长时期内，考试还将会是我们评价 

i的主要方式，考试的内容、形式以及评卷的标准、倾向 

等也将会是教师教学的重要的方向标。因此，加强考 

I试命题与评卷的研究就成为当务之急。我们可以逐步 

l地使考试内容与新课程理念更加对应，并使之向联系 

f实际、学生能力发展等方面倾斜，使考试中的不合理 

J之处逐步得到改进 ，让考试在课程改革中真正发挥出 

I指挥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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