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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公报 

 

课题名称：新课程背景下学校课程文化建设的行动研究 

课题批准号：ABB06028 

课题类别：重点课题 

研究领域：基础教育研究 

课题负责人：王岚、数学特级教师、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小学 

主要成员：高雅萍、何澄、满媛媛、陆卫平、丁福环 

 

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1、课程文化建设的重点、难点和价值取向 

2、课程文化建设的途径及内容 

3、学校文化建设其它子系统中与课程文化建设共生的文化因素的建设 

注：具体内容设计见表 1-2  

表 1：课程文化建设的途径内容设计 

主题 具体建设内容 

课程建设

宗旨 

创   建设符合学生发展需求的课程，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课程要求：符合学生三个方面的需求，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

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的需求、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形成的需求。 

体现课程

观念 

课程不能仅仅视为学科，课程是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课程

本质上是一种教育进程，是一种实践状态的教育。课程主体是教师和学生，他

们是课程的开发者、知识的建构者，在师生平等对话、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

师有效地指导，热情地鼓励，学生积极地探究，自主地建构。课程的最终价值

取向是学生的发展，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都要从学生发展需求出发。 

课程结构、

活动形态 

课程结构形态：课程资源有机整合，基础与特色、全面与个性兼备的课程体系。 

课程活动形态：课程实施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的设计，提倡学本化的教学模式，

倡导以自主、合作和探究为特征的学习方式。 

课程文化 

特性 

课程体现文化特性：开放性、自主性、选择性、综合性、交互性、融通性 

 

课程文化 途径一，基于新课程规定的“三级课程”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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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途径 途径二，基于学校特色发展和大课程观，基于学生全面和个性发展的，学校课

程体系构建的课程文化建设。 

途径三，建立课程文化建设的导向性评价体系 

课程文化

建设内容 

1、进行基于三级课程的文化建设。 

（1）国家课程信息化建设，通过学习环境、学习资源、学习方式和教学模式

的变革，形成信息化、交互性的课程；开发以创新为主题的校本课程，为学生

提高多类别的校本课程，逐渐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课程实施中形成选修与

必修、自主选择、走班学习的课程运行模式；地方课程建设以资源利用为重点，

形成研究性学习课程。课程呈现开放性、选择性、综合性、交互性的文化特性。 

（2）通过三级课程建设，不断转变课程活动形态，使教师形成符合新课程要

求的课程观念。 

2、构建具有学校教育特征的科学而融通的课程体系，形成基础与特色并存、

课内与课外结合、兼顾学生全面和特色发展的课程系统。课程呈现系统性、开

放性、选择性、综合性、交互性、融通性的文化特性。 

3、建设符合新课程观念的课程文化建设实施评价，发挥评价的导向性，引导

课程活动形态和课程观念的变革。 

 

表 2：学校文化建设其它子系统中与课程文化建设共生的文化因素的建设内容 

〖建设项目 1：教师人力资源建设〗 

系统归属 组织文化建设 

建设宗旨 

在课程建设过程中，统整教育科研、学科教研、培训考核，构建以学校为基地，

以问题为中心，以课程改革为舞台，以教师发展为目的的教师发展系统。 

在课程改革的课程观念的引领下，推动课程文化建设，促进教师发展，形成一

支专业水平高、综合能力强的教师队伍，实现教师专业化发展。 

体现组织

文化特性 

整合、融合、高效 

共同、共享、开放；自觉、自主、进取 

建设内容 

1、在课程建设过程中，依据教师人力资源状况，在不同阶段实施思路目标一致，

路径不同的教师人力资源建设的有效方式。 

（1）基础型：构建科研型校本研修模式，形成教师动态的专业发展体系。 

（2）提升型：构建“二八”教育科研管理模式，形成科学的人力资源建设系统 。 

2、通过与课程文化建设共生互促的，统整教育科研、学科教研、培训考核的教

师资源建设的实施，促进学习型组织建立，逐步形成“共同、共享、开放； 

自觉、自主、进取”的组织文化特性。 

〖建设项目 2：课程管理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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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归属 制度文化建设 

建设宗旨 

从课程建设角度讲,依据三级课程建设的特点，建立与课程建设相适宜的课程管

理机制，有效促进和保障课程的健康、科学发展。从形成制度文化角度讲，课

程管理机制建设的过程及成果都要体现科学、严谨和人文的文化特性。 

体现制度

文化特性 

科学性、严谨性、人文性 

建设内容 

1、针对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建设的特点，建立课程管理机制。 

（1）建立国家课程质量健康体系，保障课程实施质量。 

（2）建立校本课程管理机制，有效规范校本课程开发和实施。 

2、通过课程管理机制建设，规范教师课程建设行为，形成科学的课程建设意识。

体系制度文化建设的特性。 

〖建设项目 3：特色文化项目建设〗 

系统归属 校园文化建设 

建设宗旨 

在学校创新课程体系的构建和运行中，融合德育和教学特征，建设学校特色文

化项目。社团、基地的建设形式与相应课程的建设内容融为一体，为学生个性

发展创设平台。 

体现校园

文化特性 

融通性、个性化、互助性 

建设内容 

（1）以校本课程为基础，建设特色文化项目，包括科学类、艺术类和体育类。 

（2）各类别课程以社团和基地建设为组织和运行形式，形成综合实践活动性课

程，形成个性化学习方式。 

〖建设项目 4：课程硬件环境建设〗 

系统归属 校园文化建设 

建设宗旨 建设课程实施的信息化的硬件环境，为课程信息化建设和建设信息化课程服务。 

体现校园

文化特性 

多元性、互动性、整合性、适用性 

建设内容 

（1）建设三类课程实施信息化硬件环境，为课程实施课程信息化建设服务。 

课程实施信息化硬件环境建设要做到两个兼顾，即：第 1，常规教学信息环境建

设和课程信息化前沿探索信息环境建设的兼顾；第 2，课程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不

同媒体环境的兼顾。 

（2）三类课程实施信息化硬件环境的建设特点体现校园文化的多元性和整合性

文化特性，环境多元、功能整合为课程实施提供多样化环境；体现校园文化的

互动性和适用性，为建设课程文化服务。 

〖建设项目 5：校风、教风、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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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归属 精神文化建设 

建设宗旨 以“求真、求善、求美”为目标，倡导合作，追求创新。 

体现精神

文化特性 

求真、求善、求美 

建设内容 

1、通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研讨过程、思考与实践的行动过程和从汇聚到

凝练的思维过程，形成校风、教风和学风。 

2、在校风、教风和学风的形成和解读中，形成“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文

化特性。 

 

（二）研究方法 

以行动研究法为主要方法，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经验总结法等为辅助方法，开展

相关研究工作。 

二、结论与对策 

（一）课程文化建设的重点、难点和价值取向 

课程文化具体表现为一种课程观念和课程活动形态。课程文化建设的重点就是学校课程

结构形态和课程活动形态的变革，是课程形态不断改造、重组和发展，最终形成符合新课程

改革要求的课程结构和活动形态。课程文化建设的难点是课程观念的不断转化和蜕变，在课

程形态的重构过程中，使教师形成以适应新课程改革本质要求的课程观念。课程文化建设的

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课程形态与课程观念的变革，最终形成具有开放性、选择性、综合性、交

互性、融通性的课程文化。 

课程文化建设最终的价值取向是人的发展。学校全体成员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在与学校

文化环境的互动中不断自我超越、自主更新，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逐渐改变。学

生在课程文化建设中形成新的学习方式，提高思维品质，逐渐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二）课程文化建设的三个有效途径和建设内容 

通过理论构建和实践验证，确定课程文化建设的的有效途径。途径一，基于新课程规定

的“三级课程”的文化建设；途径二，基于学校特色发展和大课程观，基于学生全面和个性

发展的，学校课程体系构建的课程文化建设；途径三，建立课程文化建设的导向性评价体系。

每个途径中包含着若干的建设内容。 

1、基于新课程规定的“三级课程”的文化建设 

（1）基于新课程规定的“三级课程”的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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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说明：基于三级课程的课程文化建设的过程是通过三级课程的建设，进行课程活

动形态的变革，在形成符合新课程要求的课程活动形态的基础上，确立正确的课程观念，从

而使课程本身诸要素、课程的运行和实施具有开放性、选择性、综合性、交互性的文化特性。 

课程活动形态主要指课程本身的特征、课程运行的方式、课程实施中学习环境的营造方

式、资源的应用方式、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等要素。基于“三级课程”的文化建设就是以构

建和重构课程活动形态为切入点的行动过程。 

基于“三级课程”的文化建设具体包括三个路径： 

第一，国家课程实施中的文化建设。具体策略是进行课程信息化建设。在国家课程信息

化的过程中，变革课程活动形态，实现学习环境数字化和学习内容的资源化，构建信息化和

多样化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实现以自主、合作和探究为特征的学习方式。从而带来人课程观

念的变革，使得国家课程实施中呈现出开放性、自主性、交互性的文化特性。 

第二，校本课程建设中的文化建设。 

校本课程开发中的文化建设。开发多领域、综合性、信息化课程。课程呈现出开放性、

综合性和信息化的文化特性。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就是课程文化建设的过程。 

校本课程实施中的文化建设。首先建立和实施校本课程运行机制，形成必修与选修结合、

可选走班制的课程运行方式，体现开放性、自主性、选择性等课程文化特性。其次校本课程

课堂实施是重要的课程文化建设契机，倡导特色化的教学模式和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构建符

合新课程要求的课程活动形态，体现新课程文化的本质特性。 

图 1：三级课程文化建设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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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地方课程建设中的文化建设。主要策略是围绕资源的研究性学习的课程重构方式

和课程学习方式。研究性学习方式的课程活动形态，集中体现了课程文化的开放、融和、自

主等特性。 

基于三级课程建设的文化建设的重点是课程形态的重构和变革，课程形态的变革潜移默

化地影响课程观念的变革，从而在课程建设中形成具有新课程特征的课程文化。 

2、基于学校特色发展和大课程观，基于学生全面和个性发展的，课程体系构建与运行

的课程文化建设。 

 

 

 

 

 

 

 

 

 

 

 

 

 

 

具体说明: 

（1）构建基于学校特色发展和大课程观，基于学生全面和个性发展的课程体系的必然

性。第一，构建符合学生需求的课程体系是课程文化建设发展的趋势。第二，构建基础与特

色整合、开放融通的课程体系是课程文化建设深入发展的必然。 

（2）创新教育课程体系的结构形态具有四个特点，即：基础与特色整合、课内与课外

结合、全面和个性兼容、开放且融通。体现了开放、自主、综合、融通的文化特性。 

创新教育课程体系包括“三级课程”和“特色课程”两个子系统。“三级课程”是基础

系统，“特色课程”是在基础课程系统上的延伸和拓展。两个子系统相互衔接，整合为学校

的创新课程体系，形成基础与特色整合、开发和融合的结构形态。 

图 1:创新教育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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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与课程文化建设共生的文化因素建设 

创新教育课程体系是以课内的科技、艺术、体育和人文四大类别的校本课程为基础，延

伸出课外的科技、艺术和体育三大项目特色课程，课程以特色社团和特色基地的综合性实践

活动为运行方式，学生学习方式更加开放和灵活、更具个性特征，资源的利用更加广泛而实

效，这都体现了新课程的文化特性。 

课外社团形式课程突出学生自主发展和个性发展，与国家课程结合，形成了课内与课外

结合，学生全面与个性发展兼容的结构形态。 

3、课程文化建设的导向性评价体系 

建立“以学评教” 课程文化建设实施评价体系，以学生在学习中呈现的六种状况，即：

情绪状态、注意状态、参与状态、交往状态、思维状态、生成状态为参照，在评价学生学习

行为和学习质量的前提下，评价教师教学行为和教学质量。 

依据“以学评教”的基本特征， 进行了“以学评教”的指标体系及要素分解，研制了

“以学评教”评级体系的两个评价工具。 

（三）学校文化建设其它子系统中与课程文化建设共生的文化因素建设 

1、与课程文化建设共生的文化因素

建设的内涵和价值 

在课程文化建设过程中，学校文化

其它子系统中与课程文化建设共生的

诸文化因素的建设，形成针对课程文化

的，集引领、基础、保障和动力作用为

一体的支撑系统。 

其中，精神文化中的校风、教风和

学风是学校核心价值观和新课程观念的凝练，对课程文化起到引领作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

课程硬件环境建设为课程实施创造外部环境，是课程文化建设的基础，特殊文化项目建设是

创新课程体系的一部分，是课程文化建设的延伸和拓展内容。课程管理机制是学校制度文化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管理机制建设与课程建设相伴而生，是课程科学、健康发展，实现

课程文化建设价值的有力保障。教师人力资源建设是组织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度，一支课程

观念先进、具有课程开发和实施能力的教师队伍是课程文化建设的根本动力。 

与课程文化共生的，学校文化其它子系统中的诸文化因素建设形成了围绕课程文化建

设，作用于课程文化建设的文化集合，是课程文化建设的支撑系统。 

2、与课程文化建设共生的文化因素建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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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科研型校本教研

模式 

（1）成果之一：教师人力资源建设方式的研究和实施成果 

在课程建设过程中，依据教师人力资源状况，在不同阶段实施思路目标一致，路径不同

的教师人力资源建设的有效方式。 

①基础型：构建科研型校本研修模式，形成教师动态的专业发展体系。 

具体说明：科研型校

本教研模式可以概括为 4

个以。即：以教育调查法找

准问题，确定目标和方向；

以行动研究法贯穿始终，强

调反思和调整；以教育实验

法辅助研究，量化分析和质

性评价；以案例研究法深化

研究，集结经验和提炼策略。 

“4 个以”形成了以调查研究为起点，以解决问题的行动研究为实施途径，以实验研

究和案例研究辅助深化的科研型螺旋式上升的校本研修体系。 

 

②提升型：构建“二八”教育科研管理模式，形成科学的人力资源建设系统  

●学校“二八”教科研管理模式 

 

 

 

 

 

 

 

 

 

 

具体说明：该模式中包括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两个体系，即：“4个 2”教科研管理运

行体系和 “二八”人力资源动态发展体系。 

图 5：“二八”教科研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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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体系: “4 个 2”教科研管理运行体系。该体系主要包含 4方面要素，即：两个

团队、两个层级、两种性质和两个难点。具体讲：①两个团队指的是依据“二八法则”原理

和人力资源调配原则而形成的两个研究团队，即：科研核心组和多个学科研究组；②两个层

级指的是依据不同团队教师水平开展的两个层级的课题研究，即：针对课程改革重难点问题

开展的市区及以上课题研究和校级的学科课题研究；③两种性质指的是不同科研团队以各自

适应的研究策略开展不同性质的课题研究，即：核心组开展的创新性研究和学科研究组开展

的应用性研究；④两个难点指的是两个团队围绕两个层级的课题，以不同的策略完成两种性

质的研究，突破教育科研的两个难点，即：创新成果和成果推广。 

第二个体系：“二八”人力资源动态发展体系。该体系主要指在教育科研创新与推广的

良性循环中形成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相应的发展机制。在教师专业和职业发展过程中，个

人发展与团队要求之间总是一个从相互“适应”到“不适应”，再到“适应”的过程。以绩

效考核为依据，两个团队实现互动选择，形成核心与基础团队的人员动态流动管理。这样有

利于维持学校人力资本的活力，形成学校人力资源发展的长效机制，进而保持和不断提升学

校核心竞争力。 

“二八”教育科研管理模式具有两个明显特点：第一个特点：整体构建、分步推进、相

辅相成，形成发展循环。在整个模式运行过程中形成了 3个统一结合的共同体，即：市区级

与校级课题主题统一，层级结合，形成学校教育科研运行共同体；创新研究与应用推广科学

统一，相互衔接结合，形成研究实践共同体；核心团队与基础团队思想统一，相互促进，形

成专业发展共同体。第二个特点：以教科研为核心，在实施有效的人力发展制度的基础上，

形成人力资源不断螺旋上升的长效发展机制。 

“二八”教科研模式实施中存在两个策略，突破教育科研的两大难点。第一，实施中抓

“两个关键”策略，形成 “创新”成果；第二，实施中培植“基础”策略，形成“推广”

成果。 

     通过与课程文化建设共生互促的科研型校本教研模式和“二八”教育科研管理模式的

构建与实施，形成了教师人力资源建设基础与提升的组织文化建设体系，统整教育科研、学

科教研、培训考核的教师资源建设的实施，促进学习型组织建立，逐步形成“共同、共享、

开放；自觉、自主、进取”的组织文化特性。  

（2）成果之二：课程管理的体系和机制建设成果 

在课程文化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国家课程质量监控体系，在校本课程建设中，建构了校

本课程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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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课程质量监控体系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即：目标性监控、过程性监控、终结性监控

和前景性监控。这是个贯穿课程实施始终的行动过程和动态的不断循环上升的发展环。 

校本课程管理体系包括以下 4个管理模块，即：双重组织机构模块、管理制度模块、评

价体系模块、质量监控模块。这是一个组织健全，制度严谨，评价全面，监控科学，注重成

效的连续性的动态管理体系。 

（3）成果之三：课程实施硬件环境建设 

（4）成果之三：校风、学风、教风的确定 

 

三、成果与影响 

研究成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获得市区奖励。 

表：相关成果出版、发表和获奖列表 

序

号 
成  果  名  称 作者姓名 

成果 

形式 
出版、发表或获奖 

1 
《学校文化建设足迹——精神

文化篇》 

主编：王岚 

副主编：张立英、

孙彤 

论著 
2009年 11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 

2 
《学校文化建设足迹——制度

文化篇》 

主编：王岚 

副主编：曾晖、

席长禄 

论著 
2009年 11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 

3 
《学校文化建设足迹 

——校园文化篇》 

主编：王岚 

副主编：陆卫平 
论著 

2009年 11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 

4 
《学校文化建设足迹 

——组织文化篇》 

主编：王岚 

副主编：时淑英 
论著 

2009年 11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 

5 
《学校文化建设足迹 

——课程文化篇》 

主编：王岚 

副主编：高雅萍 
论著 

2009年 11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 

6 
《学校文化建设足迹 

——案例篇》 

主编：王岚 

副主编：高雅萍 

宋燕辉 

论著 
2009年 11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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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本课程教材 

52分册 

策划：王岚 

主编：高雅萍 
教材 

2008年 6月 

中华书局印制 

校内发行 

8 
《让白板技术融合在新课程改

革之中》 
高雅萍 论文 

《中国电化教育》 

2008年 12期 

9 

《交互白板促进学生学习方式

变革，提高学生思维品质的行

动研究》 

高雅萍 论文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

第 7—8期 

10 
《基于交互白板的学生学习方

式的行动研究》 
高雅萍 

研究

报告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09第 1期 

11 
《新课程背景下以校为本的课

程文化建设的行动研究》 
王岚、高雅萍 

研究

报告 

2009年 5月获得东城区教

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12 
《基于交互白板的学生学习方

式的行动研究》 
王岚、高雅萍 

研究

报告 

2009年 5月获得东城区教

育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3 《灯市口小学校本课程教材》 王岚、高雅萍 教材 
2011年东城基础教育课程

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 

14 《学校校本课程管理体系》 高雅萍 
管理

制度 

2011年东城基础教育课程

建设优秀成果二等奖 

15 
《建立完善的校本课程管理体

系，保障校本课程建设》 
高雅萍 论文 

2011年东城“十一五”教

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6 
《建构网络环境下的语文教学

方式，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高雅萍 论文 

北京市 2007基础教育科学

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 

17 
《建构科学的校本培训体

系，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高雅萍 论文 

北京市 2010-2011基础

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

文一等奖 

 

 

四、改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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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背景下的课程文化建设要以课程活动和结构形态变革为建设基点，以课程观念变

革为建设目标，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取向，以导向性评价为观念引导，在课程建设中逐渐形成

文化特性。 

课程建设中如何将课程文化的特性通过有效的途径、策略来渗透、融合和呈现？如何使

教师自觉地将新课程要求的观念落实到教学行为中，形成科学的、具有文化品质的行为方式

和思维方式？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