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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  说  明 

 

一、项目类别填写“委托课题”、“重点资助”、“重点自筹”

或“一般立项”。 

二、课题登记号是指《立项通知》相应栏中所列的代码，如

“ZZZ1”。 

三、课题名称应以《立项通知》公布的名称为准。 

四、本材料提交一式 1 份。内页填写为小 4 号字，A4 纸双

面打印，左侧装订成册。 

五、课题相关资料的电子版本可从江苏省职业教育与终身教

育研究网“教改课题”栏目（网址：http://www.jsies.cn/）下载。 

 

 

 

 

 

 

 

 

 

 

http://www.jsvler.net）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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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题会议简况：时间、地点、主持人、评议专家（不少于 5 人，其中本单

位以外专家不少于 3 人）、参与人员、主要议程等。 

 

时间：2019 年 6 月 13 日下午 

地点：联通楼底楼会议室 

主持人：孙簃 

评议专家：方健华  陈向阳  于黔勋  孙  簃   

参与人员：彭召军  江  宁  景  波  闻丽萍  王千芬  张忆 

姜海洋  江  红  李春桃  陈雨佳  陆  卫   

主要议程： 

1．主持人介绍与会专家、课题组  

2．课题负责人作开题汇报 

3．课题论证专家开题论证 

4．课题负责人表态 

 

二、开题会议专家名单 

 

姓名 职务/职称 专业背景 工作单位 

方健华 所长/博士 职业教育研究 
江苏省教科院职业教育与

终身教育研究所 

陈向阳 博士 职业教育研究 
江苏省教科院职业教育与

终身教育研究所 

于黔勋 研究员 职业教育研究 南京市职业教育教研室 

孙簃 副所长 职业教育研究 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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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方案（可加页）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2014 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教育部于当

年颁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教基二〔2014〕

4号）。该文件在第三部分（即“着力推进关键领域和主要环节改革”）提出：“研

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自此之后，“核心素养”成为

教育领域热词，研究其内涵要义，落实策略，以及实施路径与方法的文章呈喷

涌状。检索整理相关文章，我们发现研究的方向与内容，往往集中于较为宏观

方面的探讨，而涉及具体课程如何落实核心素养的研究数量偏少，核心素养与

教师专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稀少，核心素养对语文教师专业发展引领

作用的研究少而又少，核心素养与中职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为零。 

在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改革的当下，我们必须清醒地意

识到：核心素养必须依靠课程、教学、评价等途径落实。目前，职业教育作为

类型教育，已形成自己的教学质量标准体系，作为体现学科核心素养的中职语

文课程标准即将颁行，因此，教师成为核心素养落地的关键因素。在教学改革

进入新阶段之际，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推进教师课程执行能力，使课程标准真

实落地显得十分重要而紧迫。本课题从核心素养高度，按照课程核心素养（以

中职语文课程为样例）内涵要义对教学实践的要求，研究教师课程执行能力的

内涵，并编制评价教师课程实施及效果的指标，提出实践研究成果的案例，对

中职教师适应新阶段改革要求提供前行目标与范例，具有相当的应用性，也可

为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教师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为学校形成优质教师队伍提供

可供操作的规范。 

如上所述，本课题基于核心素养且以一门重要课程为样本进行教师课程执

行能力研究，弥补了国内同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研究价值。如果达成研究

目标，也应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二）研究现状综述（包括已有的著作、论文、研究报告及各种代表性观点） 

课题组从“中国知网”和“中国学述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分别以“核心

素养”“教师课程执行能力”“语文教师课程执行能力”“中职语文教师课程执行

能力”“基于核心素养的中职语文课程执行能力”为关键词检索，发现在研究教

师专业发展的文章中，尚有以下不足或缺失： 

一是研究目标偏高。 

有些文章虽标以教师课程执行（或实施）能力题目，但内容是职业院校语

文课程的功能定位，对核心素养背景下的教师课程执行（或实施）能力基本未

涉及。 

二是研究内容偏狭。 

有些文章主要从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的及其课程实施路

径，未将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维度：课程执行（或实施）能力置于宽广的视

野，按系统论、方法论进行研究，未将其视为从理念→观念→行为的系统工程

进行研究，因此，“核心素养”这一引领性的关键因素被忽略。 

三是研究思路有待论证。 

检索中得到的核心素养与语文教师专业发展及课程执行能力的文章，虽多

次引用“专业”概念，但语焉不明。如提出“专业阅读”“专业价值”“专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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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专业知识”“专业学习力”“专业能力”“专业团队”等概念共达 10个，之

间关系似不并列，不无交叉乃至包容。概念引用芜杂，说明研究思路尚不明晰。 

 

（三）核心概念界定 

1. 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即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

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确立中国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是对党的教育方针具体化、细化，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重大决策。 

2. 素质与素养 

 

3. 中职语文教师课程标准 

 

4. 课程执行能力 

中职语文课程是各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课程教学目标是提

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即从语言、思维、审美、文化等四个方面使学生在初中

语文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中职语文课程在帮助学生具备正确价值观念、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功用。 

中职语文教师应通过坚持立德树人、把握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掌握语文教

学特点、加强教学反思与研究、深化课堂教学与评价改革等方面促进自身的课

程执行能力，适应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 

（四）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与课题相关的理论及典型性实践梳理分析） 

政策依据：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二十条》）； 

《教育部关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职语文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理论基础： 

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指明了教师

专业发展的阶段和路径，帮助教师明确自己在专业发展的过程中要经历的步骤，

既有助于教师根据发展阶段制定自身发展的短期和长期的目标，同时也有利于

学校或教师培训机构针对教师专业发展的特点提供促进专业发展的辅助性条

件。 教育发展教师为本。这个本就是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

关键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认识问题，要从宏观的教师专业化到教师自身的专

业发展，对有关历史、现状、规律等予以认识，做到心中有数；二是实践问题，

要能立足于自身专业素质的提高，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并利用各种组织支持

等有利因素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三是保障问题，教育行政部门、教师教育机

构、教研机构，以及教师任职学校等相关组织应从管理机制、条件创造、评价

促进等各方面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保障支持。 

教师课程意识理论，课程意识是教师对课程系统的基本反映。课程意识支

配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行为方式。教师的课程意识内含主体意识、生成意识和

资源意识。在教学改革进入以推进核心素养为目标的新阶段，课程意识对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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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课程标准，提升课程执行能力具有不可轻忽的指导性。 

 

（五）研究目标与内容 

 

本课题研究目标设定为以下三项： 

1.研究核心素养、课程意识与课程执行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中职教师

适应现阶段教学改革取向明确目标。 

2.基于核心素养及课程意识，按课程执行能力基本内涵要素，从课程标准

理解能力、执行能力、和教学效果、教学反思、应用研究五个方面形成科学、

明晰的中职语文教师“课程执行能力内涵表”，并按教学素养、教学工作、教学

效果三个维度构建（中职语文教师）“课程执行能力评价体系”。 

3.编制教师依据课程意识理论，运用有效策略、路径、方式方法达成实效

的案例集。 

依据研究目标，本课题研究内容安排为以下三个子课题。 

子课题一  现状研究。 

确定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为样本校，研究语文教师专业素质现状，

包括对教育理念的认识、中职语文课程标准的把握、中职语文课程教学特点的

掌握，以及核心素养的内涵要义及其意义的理解。 

子课题二  理论研究。 

研究核心素养内涵要义，及其对中职教育人才培养的价值导向；研究中职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内涵要素，研究其对中职语文教育改革的导向，对语文教师

课程执行能力的新要求。 

子课题三  实践研究 

之一：在中职语文课程教学真实情境中研究教师适应课程标准必具的课程

执行能力，并按系统梳理其中要素，以及提升课程执行能力的路径与方法。 

之二：在“之一”研究基础上，遴选 2-3 位样本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经历

与成果作为案例，研究教师课程执行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评价维度、内涵

及标准）。 

 

（六）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与计划安排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以核心素养的内涵要义及其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功用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阐释教师课程执行能力与核心素养、课程意

识、课程标准之间内在关系为研究的重点内容，以提出中职语文教师提高课程

执行能力的策略、路径与方法，以及评价课程执行能力水平指标体系为研究旨

归。 

本课题采用如下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通过检索国内相同领域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等文献资料，汲取有益部分，

为本课题研究提供借鉴和参照。学习教育部有关课程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的文

件，以及林崇德教授团队关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报告，作为本课题研

究的政策依据。学习专家有关教师课程意识、课程执行的论著和国外教师资格

证书制度，作为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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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研究法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了解样本校语文教师专业素养现状，及其对核

心素养的认识，对学科核心素养的理解和把握程度，为教师提高课程执行能力

共的策略、路径及评价指标提供参照依据。 

（3） 行动研究法。 

本课题研究成员通过真实的教学和研究情境，开展教师专业发展要素以及

专业水平，评价指标维度与内涵的探讨，实现行动中研究、研究中行动，以求

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完善研究内容。 

（4） 案例研究法 

本课题以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为研究样本，以该校中职语文教师为

样例，并遴选两至三位教龄、授课专业、技术职称不同的教师为研究实验对象，

从课程核心素养认识与实施、专业素质现状与发展、教学研究的水平与提升、

教学效果提高与效率等方面进行跟踪比较，以验证和调适有关研究内容与结果。 

 

本课题的阶段安排如下： 

阶段 研究内容 日期安排 

准备

阶段 

确定课题 

文献检索分析 

调查研究 

组织课题申报 

2018年 10月

— 

2019年 3月 

实施

阶段 

制订研究方案（明确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确定方法，

编制子课题研究方案） 

组织开题论证，调整研究方案，进行理论、实践研究 

组织中期论证，完善、丰富研究方案 

总结阶段性成果 

2019年 4月

— 

2020年 12月 

总结

阶段 

继续实践研究 

搜集、整理资料，编辑案例，形成“教师课程执行能

力内涵要素”和“教师课程执行能力水平评价指标体

系” 

编制“教师课程标准实施案例集” 

撰写研究报告 

申请结题 

 

2021年 1月

— 

2021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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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预期成果 
 

序号 完成时间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 责 人 

1 
2019年 6月

前 

中职语文教师专业素质现状

及成因分析 
调研报告 景波 

2 
2019 年 12

月前 

核心素养视域下教师专业发

展目标与要求 
论文 江宁 

3 
2019 年 12

月前 

课程意识内涵要义及生成意

义——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经

路径 

论文 姜海洋 

4 
2020 年 12

月前 

课程标准实施中课程执行能

力提升案例 
案例集 闻丽萍 

5 
2021年 4月

前 

中职语文教师课程执行能力

内涵 
内涵体系 李春桃 

6 
2021年 4月

前 

中职语文教师课程执行能力

水平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江红 

7 
2021年 5月

前 

核心素养与中职语文教师课

程执行能力提升研究与实践 
研究报告 彭召军  

（八）研究任务分工 

彭召军、李春桃：负责课题的申请，开题报告、结题报告的撰写 

景  波、陈雨佳：负责子课题一，问卷与访谈提纲设计，撰写调研报告和相关

论文 

江  宁、江  红：负责子课题二，拟定“执行能力内涵”“评价指标”的体例框

架及内容结构，完成相关论文的撰写 

闻丽萍、姜海洋：负责子课题三，研究实验样本，编制实验方案，组织实验， 

主持编制案例集 

张  忆、王千芬、陆卫：负责资料的搜集整理，课题论文、案例的撰写，开题

结题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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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经费预算及用途 
 

序

号 
金额 用途 

序

号 
金额 用途 

1 0.5万 购买书籍及软件 7 0.1万 其他资料费用 

2 0.2万 组织研讨活动 8   

3 1万 专家指导费 9   

4 0.2万 培训差旅费 10   

5 0.5万 加班费 11   

6 0.5万 论文发表奖励费 
合

计 
3万 

（十）主要参考文献 

一、专著类 

[1] 郑国民.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语文学科能力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7. 

[2] 上海市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语文核心素养案例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

出版社,2018. 

[3]何国跻.发展核心素养与优效语文课堂[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8. 

 

二、期刊类 

[1] 储广林 .基于核心素养的语文教师专业发展 [J].中小学教师培训 , 

2018:14-16. 

[2] 朱耶芳 .深化课改背景下中职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 [J].考试周

刊,2018(46): 63-63. 

[3] 刘 薇 . 高 职 语 文 核 心 素 养 的 内 涵 探 析 [J]. 文 学 教 育 ( 上 ),2018, 

No.436(06):65-67. 

[4] 杨梅.核心素养下情境教学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J].科教文汇, 

2018(25):106-107. 

[5] 钱和生.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J].江苏教育

研究,2018,No.378(18):10-13. 

[6] 曹彩芹. 中职生语文核心素养培育与教学多元拓展思考[J]. 现代职业教

育, 2018(12)：230-230. 

[7] 唐丽娜.基于核心素养下的职高语文课堂教学探蹊[J].课程教育研究：学法

教法研究,2017(13):145-145. 

[8] 张艳涛 .核心素养要求下的中职语文教师专业发展 [J].科学咨询 , 

2017:71-72. 

[9] 程雯 .核心素养要求下的中职语文教师专业发展 [J].长江丛刊 , 

2017:285-285. 

[10]王国权.中职语文核心素养背景下的思辨阅读研究[J].现代职业教育, 

2017(11):60-61. 



 10 

[11]王艳. 基于语文核心素养的文言文教学研究[J].现代语文：中旬．教学研

究,2017(8):106-107. 

[12]徐敏.构建基于提高核心素养的语文评价体系[J].文学教育（下）, 

2017(6):54-55. 

[13]史霞.借经典阅读提升中职学生语文核心素养[J].江苏教育,2017:78-78. 

[14]姜志标.浅谈语文核心素养[J].课外语文：上,2017(7):18-18. 

[15]王宁.语文核心素养与语文课程的特质[J].中学语文教学,2016(11):4-8. 

[16]林嵘春,刘仁增.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语文教学能力素养建构[J].福建基础

教育研究,2015(12):1-4. 

 



 11 

四、专家评议要点：对研究方案逐项进行可行性评估，并分别提出意见和建议，限 1000

字。 

方健华： 

优点：选题很好，新颖。 

不足：核心素养还是界定在学生上，从学生的核心素养来讨论教师的专业发展；如果基于

学生的核心素养再来谈教师的专业发展，中间缺少桥梁，是如何关联起来的 

建议： 

1. 本题研究的是教师专业发展，服务于学生的核心素养 

2. 基于学生的核心素养的语文教师基于语文学科来理出关系  

3. 五个维度将成为一个重要参照，教师专业发展的定义要连成准确的界定； 

4. 子标题：需要强调是基于我校；调查时用的问卷一定要有好的结构（需要考虑到学生以

及五个维度）；专业发展目标是基于中职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语文教师专业素养结构发展目

标（可以通过文献） 

5. 要去验证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否对学生的核心素养起到作用 

于黔勋： 

优点： 

1.重点课题，有价值有难度 

2.课题难度太大，但容易出新 

建议： 

1. 按照原来课题继续研究，以语文课程为例，把范围缩小去研究，更有价值 

2. 理念至上； 务虚为上（职教二十条）（中职课程标准）；务实为重（都在教学层面上，

研究结果要让老师从中得到提升）；反求始终（不断解决问题得到提升） 

3. 针对语文教育改革长期存在的问题的研究，教师的专业发展不能与时俱进导致学生也不

能进步，语文教师是影响改革深入的关键要素 

4. 原则：具有引导性；目标性（到底教成什么样）；操作性（怎么教） 

5. 语文教师要从教语文课文改成教语文课程，加入新概念并且具体化使教师理解 

陈向阳： 

建议：1、基于教师是否课题太大，是否可以改成基于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 

2、教师的素养体现：学科核心素养  如何把核心素养教给学生 

3、思维文化理解如何落到学生身上，需要教师的转换能力，就是教师的素养 

4、模型怎么形成，调查教师在这个模型中哪些是缺失的，提出解决方法 

孙簃： 

建议：研究学生核心素养提升对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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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变更：对照课题申请书、结合评议专家意见所作的调整，限 1000 字。 

 

6 月 13 日，本课题组举行开题论证会，聘请省职教所方健华所长、陈向阳研究员、苏

州教科院孙簃副所长、资深语文教育专家于黔勋担任论证专家。 

论证会上，各位专家对课题研究的价值及其取向，作了充分肯定；对如何完善课题研

究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现综合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对课题研究进行如下调整。 

一、研究目标再定位。 

1.专家指出，基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教师专业发展，是目前亟待研究的课题，因

为教师专业发展，学生才能发展，核心素养才能落地。课题以语文教师为例进行研究，具

有典型性，研究成果也会有推广价值。但“专业发展”涉及诸多维度，包含内容丰富，致

研究面向宽泛，难度较大，应将研究目标作浓缩处理，以求更为精准。 

2.对上述建议，课题组经研究决定将课题名改为《基于核心素养的中职语文教师课程

执行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如此调整，在充分考虑教育改革背景的前提下，突出了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课程标

准执行力，研究目标也更为精要，在降低了研究难度的同时；研究成果会更具应用性。 

二、研究内容再明确。 

1.专家指出，要将研究方向明确为“研究与实践”，尽可能不用“实验研究”。 

2.课题组在研究目标再定位的基础上，对研究内容进行调整，按中职语文教师课程执

行能力的研究与实践确立各子课题研究指向（具体见修改的“课题报告”中有关部分）。 

3.为使研究内容更为充实，再增设一个课题组，对研究中积累的资料进行梳理、规整，

保证“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为研究结论提供充分论据。 

三、其他 

1.在“核心概念”部分增加两条：素质与素养；课程标准。 

2.研究“阶段安排”中的研究内容也据调整后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作了相应修改。（具

体见修改后的“开题报告”中有关部分。） 

 

 

 

 

 

                    课题主持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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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意见（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由其科研管理部门签署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七、市职业教育教研机构或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八、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管理办公室审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