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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从“课程实施”
到“课程领导”
的提升
——C 市公办幼儿园聘用制教师课程领导的个案研究
谷冰莹，李朝辉
（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吉林长春 130103）
摘 要：
公办幼儿园聘用制教师数量逐年增加，
聘用制教师已经成为了幼儿园的
“主力军”
，
聘用制教师的课程领导水平直接关系
着幼儿园园本课程及教育教学品质。本研究通过对公办幼儿园聘用制 G 教师的个案研究，
从课程组织文化领导、
课程组织结构
领导、
课程专业技术领导三个维度分析 G 教师的课程领导水平，
结果显示：
G 教师的课程领导综合水平较高，
具有一定的成功经
验，
但仍在班级成员的分工、
家园合作的有效性、
课程专业技术领导的全面性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
为其更好的优化提升课程领
导水平，
本研究针对 G 教师的不足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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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urse Implementation" to "Course Leadership" Promotion
— A Case Study on Teachers’Course Leadership in Public Kindergartens in C City
GU Bing-ying, LI Zhao-hui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03, China）

Abstract: The number of teachers employed in public kindergarten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eachers
employed in public kindergarten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kindergartens. The course leadership level of
teachers employed in public kindergarten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ourse and teaching quality of kindergartens.
By studying one case of a public kindergarten teacher “G”, this research made research on three dimensions
about G teacher's course leadership level: culture leadership of cours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leadership of
course organization, and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leadership of cours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G teacher's course leadership is higher, but there still has some shortcoming: lack of
labor division among class members, less effectiveness of home-kindergarten cooperation, and no profes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leadership of courses. Therefore this paper gives some advice so that it is better
to optimize the level of teachers’course leadership.
Key words: public kindergarten, teachers employed, curriculum leadership

随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及《3-6 岁儿

施者，
而是课程的领导者。课程领导在课程实施的整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相继出台，
学前教育越来越专业

个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是幼儿园教师在教育、

化。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中明确指出：
教师不仅要

教学、
教研中需要不断挖掘与提升必备能力。课程领

具有专业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
同时应注意反思与自

导以团体为主体，
团体之间相互学习形成共有的行为

我专业发展的能力

或意识，
它不仅关系着课程内容，
也包含着课程的设

［1］

，
幼儿园教师不再仅仅是课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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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实施、
评价这一过程及其相关的环节［2-3］ 。幼儿园
教师是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中核心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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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的同时又不缺乏规则意识。

［4］

，

2.课程物质文化：不断创新、
注重游戏

［5］

，

班级的环境是一种隐性的教育，
潜移默化的影响

2018年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数量仅为258.14万人

聘用制教师已经成为了公办幼儿园教育教学的主力

幼儿的认知、
能力、
社会性的发展。环境的创设体现

军，
聘用制教师的课程领导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幼儿

着教师的课程组织文化领导水平，
引领班级特色文化

园教育教学质量及园本课程的品质。

的形成与发展的同时也时刻规范和熏陶教师与幼儿

近年来，
我国对课程领导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加，

的行为及思想，
为良好的师幼关系奠定基础。

但是大多数研究都停留在管理者的层面，
针对于聘用

访谈中提及班级环境创设的措施时，
G教师说：
游

制教师的个案研究相对比较少。因此，
本研究针对聘

戏材料根据班级幼儿兴趣与需要设计更加符合班级

用制教师的课程领导进行个案研究。笔者选择了一

幼儿发展，对于不能满足幼儿兴趣的材料要及时更

名学前教育本科毕业,在公立幼儿园工作三年的聘任

新，
注重材料的操作性与游戏性；
墙面环境根据课程

制女教师 G 进行研究，
通过观察和访谈深入了解 G 教

的主题的变换不断更新。通过访谈可知 G 教师具有

师课程领导的现实状况，
根据 G 教师的现实生活中教

一定的创新意识，
使环境动起来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

师自身情况，
分析影响其课程领导的原因，
并提出针

班级的物质文化创设，
让隐性教育资源成为了幼儿互

对性的建议。G教师为园内优秀教师，
受到一致好评，

动的伙伴。

经过三年的工作积累，
经历了从
“课程实施”
到
“课程

（二）课程组织结构领导

领导”
的过渡，
对其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教师课程组织领导的基石：明确班级成员的

一、聘用制 G 教师课程领导行为表征

职责
教师是公共关系的协调者，
要协调处理同事及家

教师课程领导就是教师作为团体中的一员，
在共

长之间的关系。G教师针对一日活动中班级成员的分

同学习与沟通协调中所具备的课程领导的某方面的

工十分细致，
C 园教师采用工作 8 小时轮岗制度，
班内

才能，
其包含课程设计——实施——评价这一环节及

两名教师以周为单位进行轮岗。G教师对于班级每名

其相关的过程。教师课程领导主要包括课程组织文

教师在不同的活动中进行了保教的职责划分，
三者协

化领导、
课程组织结构领导、
课程专业技术领导三个

调统一，
各司其职，
合理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使班级在

方面。

保障幼儿安全的前提下，
工作更加有序、
协调、
高效。

（一）课程组织文化领导
1.课程精神文化：和谐平等、关注个体
幼儿园班级组织文化主要包括班级精神文化与

2.教师课程组织领导的促进：协调家长关系
家庭、幼儿园和社会应共同努力，
为幼儿创设温
暖关爱的家庭和集体生活氛围［7］28 。家庭是幼儿园重

物质文化两个基本部分［6］ 。班级的灵魂源于幼儿园

要的合作伙伴，
教师应本着尊重、
平等、
合作的原则，

课程，
课程助推班级文化建设，
把课程融入到班级文

争取家长的理解、
支持和主动参与［8］10 。积极的家园

化中是实现课程与班级有机结合的过程，
良好的课程

关系会为班级特色文化建设锦上添花，
使班级的成员

精神文化对于幼儿的行为的规范与观念的熏陶是密

具有一定的凝聚力与向心性。

不可分的。

提及 G 教师 T童父亲说：
“G 老师个人的能力和素

G教师始终坚持和谐平等、
关注个体心理，
在一日

质都很高，工作也很认真。”
“我们班家长都很喜欢 G

生活中，
最常见到 G 教师的行为就是幼儿来园时她蹲

老师，只要 G 老师教育教学中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愿

下来与幼儿交流，
晨间谈话的主题，
她也是尊重每一

意帮助她。
”
由此，
G 教师受到了家长极大的认可与理

名幼儿的意见，
让班级的幼儿进行选择。在与 G 教师

解，
家长都非常愿意帮助教师，
G教师具备协调家长关

的非正式访谈中，
提及她蹲下来这个动作，
她谈到：
蹲

系的才能。

下来与幼儿平视，
才能让幼儿感觉到尊重，
真正的了

（三）课程专业技术领导

解幼儿的心理，从小事做起才能切实的做到关注幼

教师课程的专业技术领导包含课程设计、
课程实

儿、
尊重幼儿、
热爱幼儿，
这是幼儿园教师应该具备的

施、
课程反思三个维度。通过对 G 教师公开教学活动

基本职业素养。通过教师的行为及访谈我们不难了

及教研中的表现，
分析 G 教师的课程专业技术领导呈

解到 G 教师努力达到学前教师职业素养的要求。和

现以下特点：

谐平等、
关注个体的课程精神文化使得其班级其乐融

1.课程设计：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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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课程专业技术领导是教师课程管理的重

师课程领导水平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金无足

中之重，
活动设计的水平直接影响幼儿园教育教学水

赤，
人无完人。G 教师在课程领导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平，
设计的专业性决定课程目标的可操作性。

果的同时也存在一定不足。

与 G 教师的谈话中，提及其最擅长的教育方式

（一）成功经验

时，她表示：在活动设计时要注重幼儿通过感知、操

1.善用环创，
观念正确

作、探究的方式进行操作学习。根据幼儿注意的发

G 教师在课程组织文化领导方面，
重视环境创设

展，应动静交替，所以在设计活动时我更喜欢给予

环节、
注重幼儿的主体性、
科学投放材料、
注重环境与

幼儿一定的操作时间，注重教育的操作性。G 教师

幼儿的双相互动。尊重幼儿的人格，
树立正确的儿童

对于幼儿的年龄特点具有一定的了解，
G 教师对于科

观念，
真正的做到了亦师亦友。

学、
语言、
健康活动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探究式学

2.和谐共享，协调家长

习方法。

在课程的组织结构领导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G 教

2.课程实施：灵活性

师倾向职责细化的领导方式，
注重与班级其他成员对

实施的灵活性影响着课程目标的完成程度，
教育

课程领导权的分享与参与，
把职权进行合理的分配和

教学水平也关系着幼儿园课程的挖掘深度。
提及G教师的活动组织时，
C园教学园长说到：
她

细化，
得到家长的一致好评，
对班级的持续协调发展
具有一定意义。

的学习能力非常强，
能够学习其他教师好的教学方法

3.不断创新，发挥所长

并加以创新，
在活动实施的过程中善于随机应变，
活

G教师非常重视课程专业技术领导，
探究科学、
语

动氛围轻松愉悦。对于 G 教师的活动组织与活动实

言、
健康领域活动的创新方式，
灵活开展教学活动并

施的评价，
区教研主任认为：
G老师的常规教学活动较

形成了自己的组织特色。不断挖掘自身的教育教研

园内其他教师相对质量要高一些，
她在公开教学活动

能力，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保障自身的课程专业技

中不拘泥于教案的设计，
是一个具有灵气的教师。两

术领导水平持续进步。

位领导对于 G 教师的评价非常的高，
认为其教学目标

（二）不足之处

明确，
对于活动的把控能力较强，
活动实施过程灵活，

1.团队成员分工灵活性不足

能够较大程度的完成活动的目标。

G 教师为了班级的统一管理与协调合作，
明确规

3.课程反思：专业性

定了教师每个环节的职责，
呈现出统一性，
使整体的

课程反思的有效性关系课程目标的调整，
教学方

分配过于死板。幼儿的一日生活中总会出现各种意

法的改进，
影响着幼儿园课程对于幼儿身心全面发展

向不到的
“意外”
，
如此整齐划一的成员分工，
使教师

的意义。其所在幼儿园十分重视教育研究，
教研内容

缺乏危机意识与危机处理的灵活性。这样“整齐划

主要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3-6 岁儿

一”
的标准，
极大抑制了班级教师处理班级
“意外”
的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要求以及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学

灵活性。

科特点围绕活动来源——活动目标——活动方法

2.
“家本”理念家园共育亟待落实

——活动反思——对策与建议这五个方面进行研究。

家庭教育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工程，
统一的家园合

在对 G 教师一年的工作观察中，
她牢记幼儿的年

作形式不能满足所有家庭的需求。目前，
幼儿园家园

龄特点、
学科特点、
指导要点，
成为了大班组甚至全园

合作价值取向过于强调
“园本”
，
过分强调家长配合班

教研的代表与榜样。G 教师具有较强的教研能力，
增

级的教育教学工作，
忽视了家庭的兴趣与需求，
丧失

进了其教学反思的水平，
其在课程专业技术领导方面

家园合作的针对性，
缺乏
“家本”
观念的家园合作严重

具有明显的优势。

缺乏平等意识与针对性。

二、聘用制 G 教师课程领导的成功经验
与不足之处

3.课程专业技术全面性有待提升
课程专业技术领导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活动的组
织需要教师根据本班幼儿的兴趣、
需要、
年龄特点结

教师课程领导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它是一个随着

合教师自身的教育教学优势对于活动的设计进行全

教师教龄的增长不断完善的过程。G教师具有丰富的

面思考，
G教师在设计教育活动时更多的融合科学、
语

学前教育工作经验，
在三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中，
其经

言、
健康三个领域，
对于社会领域接触的相对较少，
艺

历了从课程实施向课程领导的过渡，
为其他聘用制教

术领域甚至成为了G教师的短板。G教师课程专业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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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发展缺乏一定的全面性，
遏制G教师的专业发展。

三、聘用制教师课程领导的实现路径
（一）提高团队的自觉性，发挥榜样作用
促进班级成员职责的稳定与协调的先行条件就
是每个人具有高度自觉性。明确、
合理、
细致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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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教师需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新的教育
方式，
使教育方式与其他科技手段相互融合，
这就需
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
为幼儿的发展
提供强而有力的专业支持。具备终身学习的意识，
不
断的学习，
开发出更多符合幼儿发展的教育教学创新
形式。

划分能够督促团队成员的工作完成情况，
是外驱力。

幼儿园的教育目标就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

自觉性才是成员主观意识的反应，
是内在驱动力。经

的对幼儿进行教育，
提高幼儿身心全面发展，
这对于

常与成员保持沟通，使每一位成员都具有主人翁意

幼儿教师的专业技能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一

识，
努力提升成员的自觉性，
定期召开班级会议，
总结

的培养幼儿某一方面发展的教育是具有一定缺失的，

近期班级的进步与不足，
针对具体问题分析原因，
群

教师需要在平时的工作中深度挖掘自身的潜力，
通过

力群策，
共同改进。

查阅资料、
观看艺术领域共公开课、
向其他教师请教

班级就是一个小型的学习组织，
每位团队成员应
为共同的愿景共同努力。团队就是一个整体，
榜样示

来提升自己艺术活动的组织能力，
提升教育技能的全
面化发展，
努力完善整体素质水平。

范对于其他成员能够起到一个正强化的作用，
这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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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
幼儿接触的信息呈现
出多元化的态势，幼儿的发展又具有一定的个体差
异，单一的教学形式已经不能够满足所有幼儿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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