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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传统的科技
教育研究不断向纵
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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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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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凸显全省科技教育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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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传统的科技教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我省中小学的科技教育已经开展了三十多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科技教育承前启后，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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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二）创客教育在科技教育中异军突起

       创客教育的异军突起，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创客教育的发展势头很猛，在很多学校很快由“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
之势”，成为课程改革中的新亮点；
       二是创客思维迅速被移植到学科教学之中，在空间与几何、方向与位置、虚拟
与现实之间的过渡与链接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三是在师生中形成了新的研究共同体，这就是创客。创客的凝固剂是在创新、
创造、创意等方面的志同道合，“心有灵犀一点通”；
       四是创客教育呈现课程重构新样态，彰显科学的神奇和创意的魅力；
       五是创客教育的成果新鲜、亮丽。孩子们的创意设计、3D打印、机器人比赛、
无人机表演，给人新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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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STEM教育成为科技教育的新亮点

       STEM教育倡导的跨学科交叉和融合，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养的理

念顺应了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由分科到融合的发展趋势，适应了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要。

       STEM课程在于它具有跨学科、情境性、体验性、协作性、设计性等核心特

征，注重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基于项目的学习，运用科学探究过程，合作与团队

工作，创造、设计、建构、合作并解决实际问题，连接抽象知识与现实生活，灵

活迁移、应用、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



7

第二章

（一）研究报告与
工作报告相混淆

主要问题

（二）表述研究成果
不充分

（三）部分结题报告逻辑混乱、概念界定
不准确、缺失研究过程、格式不规范。

课题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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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研究报告与工作报告相混淆

研究工作报告
1.建立研究组织和工作机制
2.申请立项，组织开题工作
3.履行研究过程
4.进行中期检查
5.安排结题事宜
6.争取条件支持
7.召开调度会，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研究报告
1.回答为什么——提出问题
2.回答是什么——确定研究定位，界
定核心概念
3.回答怎么样——概括研究过程，提
炼观点与结论。运用文献法、调查法、
实践法、实验法分别解决什么问题。

研究工作报告与研究报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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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二）表述研究成果不充分

       大多数结题报告写的干巴巴，没有把自己丰富、鲜活的研
究成果概括、提炼出来。
       有人说：山东人说得不如做得好，写得不如说得好。南方
人做得不如说得好，说得不如写得好，这就是南北差距。

（三）部分结题报告逻辑混乱、概念界
定不准确、缺失研究过程、格式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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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课题研究的基本环节

缘起（“问题的提出”、

“动因”）

文献综述

研究目标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核心概念

研究过程

问题与讨论

（一）

（二）

（三）

（四） （八）

（七）

（六）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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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缘起（“问题的提出”、“动因”）

       要以充分理由回答为什么要开展本项研究。很多课题研究者回答

理由不充分，只是引用文献、文件或权威人士的话。这些只是间接依

据，并不能充分说明引发课题研究的直接动因。真正的“缘起”来自

于身边的实践。

      一是教改现状的反思中发现了问题，从而引发了研究问题的动机；

      二是在行走中遇到了困惑，从而引发了破解困惑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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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二）文献综述

      通过查阅图书、报刊、网上搜索等手段，尽可能把主要的文献资料

搜集齐全，认真阅读，弄清楚国内外同类研究的来龙去脉、理论与实

践成果、存在问题，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进行“文献综述”。目的有四：

       一是为你的研究提供背景；

       二是为你的研究寻找理论与实践依据；

       三是为你的研究寻找坐标；

       四是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避免重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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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研究目标

       要精准提炼研究目标，用最简洁的语言加以表述。表达目标不要

表述为一段话，要分条表述，一项微观研究的目标，以3-4条为宜，不

宜太多、太杂。有些研究定得目标太多，不聚焦、不精准。有些研究

把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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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四）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指研究什么，要根据研究目标选择研究内容。表

述研究内容要分条表述，也不要表述为一段话。最好把研究内容的题

目提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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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五）研究方法

       大体为文献法、调查法、个案法、实践法、实验法。实验法的难

度较大，但它是最科学的研究方法。

       采用实验法要选择合适的样本，要扎实进行实验，要积累一手资

料，要采集大量数据，要运用有关公式、模型、量表进行量化运算，

从中得到科学判断、结论或发现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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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六）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是指从本研究中提取的最关键的概念。核心概念一定

是一个名词，不是一句话。界定核心概念要用结语式语言对概念的属

性、本质、作用等要素进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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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七）研究过程

       课题研究贵在经历过程，撰写研究报告必须充分反映研究过程。

评价研究成果，主要看研究过程。各课题组一定要扎扎实实的经历过

程。研究成果是经历过程之后的“水到渠成”。没有过程的研究是虚

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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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七）研究过程

       撰写研究报告一定要把研究过程当做重中之重，充分地表述出来

研究过程，大体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表述研究概况，包括什么时候开题，选择了什么样本，运用

了何种研究方法，经历了几个阶段，取得了什么阶段成果等等。

       二是研究过程中解决了哪些问题。要分条展开表述。包括探讨了

什么问题，是怎样探讨的，又是怎样解决的，要紧扣实验所得进行表

述，要以大量第一手材料、案例、数据做支撑。让人看后确信是独特

的实验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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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八）问题与讨论

       搞研究贵在发现问题，发现的问题因种种原因不一定能够解决，

或对问题有争议，或有困惑，或要求教育部门解决，都可以放到“问

题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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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小学课题研究亟待突破的关键问题

（一）准确提炼研究题目

（二）开展基于问题解决的研究

（三）开展寻找路径和策略的研究

（四）开展富有学理分析的研究

（五）学会运用科研话语体系

（六）要历练“科研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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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个规范的研究题目应当抓住本研究的灵魂和本质，用

最简洁的语言加以表述，字数控制在20个字以内。

        题目中只有一个“自变量”和“他变量”。

（一）准确提炼研究题目



22

第四章

      课题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没有问题的研究是“放空炮”，没有任何意义。研究者一定

要有一双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把潜在的问题发现了，把苗

头性的问题挑明了，把大家模糊的问题说清楚了，这就是研

究的价值。

（二）开展基于问题解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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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路径与策略，好比桥和船，没有这两样东西，就无法达

到理想的彼岸。搞课题研究，提出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

的是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与策略。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课

题研究。

（三）开展寻找路径和策略的研究



24

第四章

      中小学研究者在寻找路径与策略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把加强政治学习、实行集中备课、严格工作纪律等

工作安排混用于路径与策略；

       二是把举办论坛、外出取经、以老带新等司空见惯的

“公共路径”搬到课题之中，缺乏针对性；

      三是空洞抽象地描绘路径，缺乏路线图，操作性差。这

些问题严重降低了课题研究的实效性。

（三）开展寻找路径和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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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理分析，说白了，就是回答“为什么”、“是什么”、

“怎么样”三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开展这项课题研究？一定要讲

出充分的理由。你开展的研究到底是什么？一定要进行概念界定

和学理分析。你的研究到底怎样付诸实践？一定要探讨路径和策

略。很多课题研究不回答“为什么”、“是什么”，只讲怎么做，

缺乏理论支撑，不能令人信服。

（四）开展富有学理分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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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科研话语体系具有“三性”：

       一是学术性。所谓学术性，是指在符合学科本身要求的边界范

围内，以特定的概念或范畴来说明学科问题，以阐述自己的见解，

对存在的事物及其规律进行学科化论证。各级教育规划办把申报课

题大体分为“教育决策”、“教育学”、“心理学”、“教育管

理”、“课程与教学”、“教师发展”等类型。你做哪一种类型的

课题，你必须运用相关理论建立概念，运用相关理论的基本观点观

察、分析、表述问题。

（五）学会运用科研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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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二是准确性。所谓准确性，是指观察问题的角度准确，对问题

的价值判断准确，对问题给出的答案准确，表述问题准确。

       三是规范性。所谓规范性，一是课题研究的格式要规范，“八

个环节”，一个都不能少；二是指话语体系要规范，要用科研语言

表述问题。

（五）学会运用科研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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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所谓“科研头脑”，可以用六句话加以概括：

        一是善于发现问题的头脑；

        二是充满批判思维的头脑；

        三是理论应用于实际的头脑；

        四是把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头脑；

        五是善于描绘行动路线图的头脑；

        六是善于将改革经验进行理论表达的头脑。

（六）要历练“科研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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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页TRANSITION 
PAGE

我把“科研头脑”换成“诗意头脑”，
写了一首《教育科研之歌》，献给大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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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页TRANSITION 
PAGE

仲秋的夜晚我独坐窗前，
一份份课题汇报在心海激起滚滚波澜。
一道道字行烙印着探求者的足迹，
一轮弯月见证着拓荒者的艰难。
检索一次文献，打开一片新的知识绿野，
界定一个概念，登上一个新的起点，
经历一个过程，完成一次新的登攀，
撰写一个研究报告，跳荡着生命的火焰，
获得一个奖项，标志着跃过一次新的标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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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页TRANSITION 
PAGE

我的科研情怀如波涛翻卷，
我的科研之旅如山道弯弯。
陌生时，它在天边，
熟悉时，它在眼前，
结伴时，它永驻心间，
困惑时，它驱云破雾，
成功时，它默默祝愿。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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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页TRANSITION 
PAGE

我们的学校像一艘巨舰，教育科研就像高高扬起的风帆。
我们的教室像温馨的港湾，教育科研就像理想的彼岸。
我们耕耘一片片心田，教育科研就像盛开的牡丹。
我们的孩子像飞行的雏燕，教育科研为他们撑起一片广阔
的蓝天。
我们的人生旅途像攀登高山，教育科研指引我们到达光辉
的顶点。
我们的课改像百花绽放的伊甸园，教育科研的花朵最鲜艳。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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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页TRANSITION 
PAGE

教育科研是花仙子，她在灯火阑珊处向我们轻轻召唤。
教育科研是发动机，她推动教育的巨轮滚滚向前。
教育科研是高速路，她承载教育的列车飞跃万水千山。

我的教育科研，
我与你血肉相连。
今生今世，我注定与你同行，
不离不弃，相知相伴到永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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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