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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与意义

壹



    （一） 研究背景
（1）改变当前中等职业学校教与学现状的的需要。

      主持人从参与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讲师钱和生老师主持的江苏省教育规划课题

“中等职业职业学校语文教与学策略实践研究”的调查报告中，从学生“学习现状调查”

调查问卷中选择一些数据，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基础薄弱，语

文素养不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认识肤浅，学习动机缺乏；教师在处理知识讲授与方法指

导的关系上，仍陷于知识传授的框框之中，缺少对学习方法指导的重视。



    （一） 研究背景
（2）体现现代教育观念，提升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需要。

    随着当今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教育也从专才教育向通识教育转变，这必

然牵动教学观念发生变革：从重视教师向重视学生转变；从重视知识传授向重视素质培养

转变；从重视教学策略向重视学习策略转变；从重视认知向重视发展转变；从重视结果向

重视过程转变；从重视继承向重视创新转变。



    （一） 研究背景
（3）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我们处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新的科技知识在成倍地增长。人们只有具备获取新知

识和新能力的自学能力，不断更新头脑中的知识结构，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世界

各国为了培养开拓型、创造型的人才，都在进行教育教学改革，都在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

能力。



    （二） 研究意义
      课题的理念是借鉴已取得的成果，依据教育教学原理和中等职业教育规律，以中等职

业学校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结构建构要素及其功能，确

定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指导原则体系，寻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指

导方法、途径，建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其理念具有一定的创

意。

      课题设置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的指导，努力促进中等

职业学校学生掌握科学的语文学习方法，激发积极的语文学习需要、学习情感和学习兴趣，

自觉保持坚定的学习毅力，逐步形成较强的语文学习能力，促使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核

心素养得到提升，形成个体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这也是课题实践意义所在。   



研究现状综述

贰



    （一） 国外与课题外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1）对“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的思考。

      20世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提出以“以学生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教

学理念，倡导一种“非指导教学”“自由学习”“自我指导的学习”等教学观点。之后，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提出的发现学习法；前苏联当代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培养个性全

面和谐发展的人”的理论等等，都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一） 国外与课题外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2）对学习理论的研究。

      先后出现早期刺激－反应学习理论（包括桑代克试误学习理论、巴甫洛夫条件作用理

论、华生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格思里学习理论、赫尔驱力还原学习理论、斯金纲操作学

习理论、早期认知学习理论（格式塔学习理论）、皮亚杰建构主义理论、布鲁纳认知结构

学习理论、奥苏贝尔认知同化学习理论、信息加工学习理论、早期折中主义学习理论、加

涅累积学习理论、布卢姆掌握学习理论、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等，各种学习理论从不同的

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探讨学习过程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透澈地了解学习的性质、

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条件，以及影响学习的诸因素，从而为课题研究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科

学的基础。



    （一） 国外与课题外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3）对学习指导的关注。

       [ 美 ] 荷 烈 治 、 哈 尔 德 、 卡 拉 汉 、 特 雷 维 森 、 布 郎 《 教 学 策 略 － 有 效 教 学 指 南 》 、

[美]James Bellanca,Carolyn Chapman,Elizabeth Swartz《多元智能与多元评价－运

用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美]Sally Berman《多元智能与项目学习－活动设计指导》、[德]

希尔伯特·迈尔《课堂教学方法（理论篇）》都或多或少地就教学中如何设计学生学习任务、

如何对学生进行学习指导、如何对学生学习进行评价做了阐述。



    （二） 国内与课题外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1）对学习理论研究。

      主要代表人物有施良方、林崇德。施良方的《学习论－学习心理学的理论与原理》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全面介绍了学习理论的发展动向，并对每个学习理论流派进

行了评论。林崇德主编的“当代学习心理学丛书”（包括《学习理论》《学习规律》《学

习动力》《学习策略》《学习方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探讨了学习的实质、

类型、过程、结构、动机、迁移、条件等一般性问题和学习研究史，基本上概括了学习心

理学的全貌。这在国内来说，也是系统、深入地研究学习心理学的第一部丛书。



    （二） 国内与课题外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2）对语文学习理论的研究。

      何更生、吴红耘等的《语文学习与教学设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根据现代

学习论和教学论的一般原理和我国中学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精神，着力探讨中学生语文学

习和中学语文教学的有关问题：从语文学习的基本特征（技能的学习）和语文学习结果分

类的角度来探讨语文教学目标、语文教学任务分析、作为语文学习者的中学生学习语文的

心理准备、外在环境对其影响的规律及语文学习结果的测量、评价，语文学习的诊断的补

救教学等问题，同时对中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写作能力、文学鉴赏能力和情感价值的学

习和教学设计问题进行研究。佟士凡的《语文学习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全面阐

述了语文学习的特点、学习兴趣、学习品质、学习习惯、学习类型、学习过程、学习方法

等，论述了语文学习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了语文学习规律以及培养语文能力

的途径。



    （二） 国内与课题外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3）对语文学习能力指导的理论。

      从现有文献看，并没有形成研究系统或体系，多数是进行实践性探讨，如李文华《浅

谈初中语文学习能力的培养》（课程教育研究[J]，2014：（12下））、池丽《高中语文

文本阅读的元认知能力培养》（语文教学之友[J]，2016：（8））、段润润《基于自主学

习能力培养的高中语文教学模式研究》（理论观察[J]，2017（4））、刘志波《从习惯入

手，培养中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课程教育研究[J]，2018：（35期））、柯榕财《在

合理比较中提升中职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基础教育[J]，2018：（5））、董春艳《浅

述技工学校语文学习能力的培养》（黑河教育[J]，2018：（5））。



    （二） 国内与课题外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其中，郑桂华《略谈指向语文关键能力培养的教学策略》（中学语文教学（京）[J]，

2018：（5））代表了对学生语文能力培养理念的新动向。她认为，语文学科的关键能力

主要包括语言自主学习与建构的能力、对不同特质文本的阅读能力、在具体情境下的沟通

能力、独立负责的思辨能力等。她还指出，培养学生语文关键能力的主要策略是：由基本

技能教学向促进关键能力建构转化，通过系列学习活动促成学生关键能力的发展，并注意

与其他学科共享资源，实现关键能力的共生。语文关键能力培养还要抓住从整体上培养人

的本质，避免陷入过于关注知识概念和将关键能力与一般知识对立起来的误区。



    （二） 国内与课题外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另外，涉及对语文学习指导理论研究的有王光龙主编的“21世纪语文课程学习指导丛

书”（包括《语文课程学习论》《识字写字学习论》《阅读学习论》《文学作品学习论》

《阅读方法指导论》《写作学习论》《写作方法指导论》《口语交际学习论》《语文综合

性学习论》《语文学习心理论》《语文学习指导论》《语文学习评价论》）（语文出版社，

2013），既包括了语文课程学习内容的基本理论，也包括了语文课程学习指导的基本理论，

对探索和构建我国当代语文课程学习理论体系具有现实意义。钱和生的《中等职业学校语

文学习方法指导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阐述中等职业学校

语文学习方法指导的专著，对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学习过程方法指导”“语文高级技能学

习方法指导”“语文学习能力训练与心理调节”均作了重点阐述。



核心概念界定

叁



     1.能力：

     能胜任某项工作或事务的主观条件。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商务印书馆，

2013：941－942]

     能力属于个性心理特征，是保证人们成功进行实际活动的一系列稳固心理特点

的综合[余文森.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15]。

     能力可分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二类。一般能力为进行各种活动都必须具有的

基本能力，如观察力、记忆力等。特殊能力为从事某特殊的活动所必须的具有的

能力。[祝新华.语文能力发展心理学[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2]



      2.学习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刘知新教授认为，学习能力就是“学生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去独立地获

取信息，加工和利用信息，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个性特征”。



      2.学习能力：

      也有专家认为，学习能力是指由学习动力，学习毅力直接驱动而产生的接受新知识、新信

息并用所接受的知识和信息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智力，主要包括感知力、记忆力、

思维力、想象力等。其中，学习动力是指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要包括学习需要、学习情感和

学习兴趣；学习毅力，即学习意志，是指自觉地确定学习目标并支配其行为克服困难实现预定

学习目标的状态。现代社会的学习能力主要是指不断取得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接受新观念，

从而不断地完善自己，以适应新的要求，这种能力更多的是一种终身学习的能力。

     简单地说，学习能力就是从学习中获得知识（技能）的能力，就是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

形成的概括化了的经验。

     



      2.学习能力：

      有专家从学习过程（认知加工）的角度，把学生学习能力分为阅读能力（输

入）、思考能力（加工）和表达能力（输出）三种。认为这三种能力是学生学习

的基本能力、核心能力，具有基础性、生长性、共同性、关键性特征，其他能力

如创新能力、研究能力、设计能力、策划能力等都是建立在其上的。这三种能力

是人生走向成功的基石。[余文森.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

版社，2017：18 ]



     2.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是人的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能力。

      所谓关键能力，201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的意见》指出，关键能力就是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它涵盖了三种能力：

一是认知能力，包括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学会学习、语言表达和文字写作的素养，

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二是合作能力，包括自我管理，学会与他人合作，学会过集体生活，

学会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遵守、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三是创新能力，包括好奇心、

想象力、创造思维和创新人格。



      2.学习能力：

      可见，学习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不仅需要智力因素，也需要非智力因素。智力因素决定着人

的感知、记忆、思维、想象、语言等水平，而非智力因素则是这些智力活动的动力，有着重要

的推动和调节作用。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相互协调与动作，可以较好地促进学习能力的形

成和发展。



    3.语文学习能力：

     按照心理学对知识的一般分类，语文学习能力其实质是学生语文学习

中用来解决“做什么”“怎么做”问题时的操作步骤和过程，以及心理

调控的心理行为。



     3.语文学习能力的构成形式，体现由低级到高级的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大致分为4个

层次。第一层次：感觉统合能力。是指在接受外界信息时，将贮存在长时记忆中的感觉信息

调动出来，与现在的感觉信息进行比较，使学习者认识到学习材料对象。第二层次：理解与

记忆能力。较强的记忆能力为学习所必须，而理解能力不论对帮助记忆还是对进一步加强新

知识的学习都是重要的。第三层次：学习策略能力。学习策略体现的是对学习方法和学习过

程的调控。掌握良好的学习策略，就能能从容地安排学习，为自己安排合理的学习计划，能

自我强化，自我控制，把握学习过程的主动权。第四层次：学习操作能力。经过理解和记忆，

并具有了一定的学习策略后，完成现在需要自主操作的学习活动。这些具体的学习活动涉及

视觉、听觉和动觉等过程的综合活动，与感觉统合和信息反馈有着密切关系。

      语文学习能力作为人类学习能力的组成部分，是直接制约着学生语文学习活动能否顺利

进行的心理基础。同样，语文学习能力的高低也直接制约着学生语文学习方法的优劣和语文

学习效率的高低。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指导，就是以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

文学习的心理过程为依据，通过一定的途径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进行语

文学习中的学习动机、过程、方法的诱导（诊治）、指导、传授，使中

等职业学校学生掌握科学的语文学习方法，激发积极的语文学习需要、

学习情感和学习兴趣，自觉保持坚定的学习毅力，逐步形成较强的语文

学习能力的一种教学行为方式。



研究目标与内容

肆



      运用教育学、教学论、心理学、方法论等理论，探究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结构建构要素及其功能，确定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

学习能力指导原则体系，寻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指导方法、

途径，建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对学

生语文学习能力指导的实验实践，努力促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核心

素养的提升。



（1）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影响要素研究。根据问卷及座谈的结果，教育学、

心理学、教学论理论，以及语文教育教学论，分析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影

响要素。

（2）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指导实施原则研究。遵循学生的心理发展的基本

规律、学习的基本规律，确定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指导实施原则。

（3）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指导方法研究。根据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

能力结构内涵，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能力，寻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过程

方法能力、语文学习基础能力、语文学习操作能力、语文学习心理调节能力的指导方

法。

（4）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指导的案例研究。通过案例研究，总结经验，反

思问题，提炼规律，完善方案，丰富、提升理论研究成果。



研究思路与方法

伍



（1）通过问卷、座谈，了解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现状，分析影响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的要素

（2）通过文献研究，结合研究对象特点及教学实践，确定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

能力指导实施原则。

（3）根据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能力内涵，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能力，寻求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过程方法能力、语文学习基础能力、语文学习操作能力、

语文学习心理调节能力的指导方法。

（4）通过案例研究，总结经验，反思问题，提炼规律，完善方案，丰富、提升理论研

究成果。



（1）文献研究：搜集、学习、分析对本课题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借鉴价值的各种文献

资料，寻求课题理论研究依据。

（2）调查研究：通过问卷、座谈等方式，了解、掌握当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语文学习

能力的现状，形成调查研究报告，为课题研究提供现实依据。

（3）案例研究：通过案例研究，发现问题，提炼规律，丰富、完善理论研究成果。



研究组织与分工

陆



      拟请以学校校长或分管校长为组长，校内外职业教育语文教学专家为

成员，建立课题研究指导小组，加强本课题研究过程的指导；建立结构

合理、分工明确的课题研究小组。



姓名 成员性质 职称 任教学科 分工

姜红艳 主 持 人 高级讲师 语文 文献研究、问卷、开题、结
题报告

范文霞 核心成员 中一 语文 现代文阅读学习能力指导

刘佳倩 核心成员 助理讲师 语文 古代诗歌阅读学习能力指导

马园园 核心成员 高级讲师 语文 文言文阅读学习能力指导

韦小利 核心成员 讲师 语文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学习能力
指导

高开平 核心成员 助理讲师 语文 口语交际学习能力指导

陈  梦 核心成员 助理讲师 语文 写作学习能力指导

郁海燕 核心成员 助理讲师 数学 调查数据统计分析



研究进度与安排

柒



（1）准备阶段（2019年3月～2019年7月）：组织申报；开展调研；搜

集资料。

（2）实施阶段（2019年8月～2020年7月）：完善课题研究方案；制定

课题研究实施细则；组织开题论证；进行课题理论和实验实践研究；根

据阶段实验实践研究情况总结，调整实验方案，继续实验研究，丰富、

完善理论研究成果。

（3）总结阶段（2020年8月～2020年10月）：编辑案例研究集；撰写

课题研究报告；申请结题。



研究经费与用途

捌



序号 金额 用途 序号 金额 用途

1 500元 调研、座谈 6   

2
6200
元

发表论文 7   

3 600元
材料打印、

装订
8   

4 300元 教学案例集 9   

5   合计 7600元



预计完成的成果形式及
完成时间

玖



序号 完成时间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 责 
人

1 2019年10月 中职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现状及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 姜红艳

2 2019年10月 中职教师语文学习能力指导现状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 姜红艳

3 2020年3月 中职学生语文学习能力指导原则 论文  姜红艳

4 2020年6月 中职学生现代文阅读学习能力指导 论文  范文霞

5 2020年6月 中职学生古代诗歌阅读学习能力指导 论文 刘佳倩

6 2020年6月 中职学生文言文阅读学习能力指导 论文 马园园

7 2020年6月 中职学生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学习能力指导 论文 韦小利

8 2020年6月 中职学生口语交际学习能力指导 论文 高开平

9 2020年6月 中职学生写作学习能力指导 论文 陈梦

10 2020年9月 中职学生语文学习能力指导个案研究集 教学案例集 课题组

11 2020年10月 中职学生语文学习能力指导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姜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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