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ETI Transactions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http://paper.ieti.net/ssh/index.html                                 
DOI:10.6896/IETITSSH.201908_3.0002 

 

 
10 

 

Study on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extbook Analysis of Normal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Huang Yan 

Guangxi College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Nanning, Guangxi,China 

E-mail: 46848702@QQ.COM 

Keywords: “Normal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Textbook Analysi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Abstract: In teaching skills training for the normal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uch 

attention have been given to the practice and organization skills. While, preparation skills such as 

textbook analysis are obtained less attention,which would lead to problems for an effective teaching. 

Combining with specific examples,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pointing out some misunderstanding upon 

textbook analysis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extbook analysis of 

normal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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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职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的培训和发展中，普遍侧重于教学实施技能的关注，而对

教学准备技能的重视缺乏必要的认识。教材分析作为教学准备中的核心环节，是实施有效教

学的重要保障，应获得必要的重视。本文以分析PEP版小学英语教材（三年级起点）为例，在

剖析高师生在教材分析过程中常见的认识偏差之后，提出了助推教材分析能力发展的三个方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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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师范生教学技能的扎实、系统发展能为其适应岗位要求奠定良好的就业基础，教学技能

培养一直是高师生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目前，对于高师生技能的培养和研究，

关注点普遍集中于教案设计、课堂组织和教学效果评价等课堂实施的环节，而对于教学准备

环节的技能，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尤其是对教材分析技能的培养缺乏应有的重视。实践证

明，缺乏对教材分析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无法梳理各层级教学目标的内在

关联，在教学实施步骤中易出现重难点把握不准，教学无法实现 优化。所以有效的教学活

动应始于对教材科学、合理的解读。本文以PEP版小学英语教材（三年级起点）的分析为例，

从矫正教材分析中常见偏差认识出发，提出了提升教材分析能力的有效方略，以助推高师生

教材分析能力的发展进行探究。 

2、教材分析的认识偏差 

2.1 教材分析能力被归属于教学技能范畴之外 

由于受到课堂教学技能考核或赛课等功利性因素的影响，有学生易产生误解，认为教材

分析技能并不能像教案撰写、简笔绘画、板书和课堂口语组织等显性技能那样易于表现出来，

教材分析能力既不能带来嘉奖，也会拖慢教学实施的进度，所以学生逐渐地就会形成认识上

的偏差，误解地认为教材分析并不属于教学技能培养的范畴。而个别院校教师在教法课的课

程内容安排上，确实也欠缺对教材分析能力这个章节的着重讲授。 

笔者在给高师生进行小学英语教材教法课的实践中发现，正是由于大部分学生关于教材

分析的意识不强甚至基本概念认识不清，导致了学生在实际教学组织中对语言知识、技能目

标重难点定位不清，情感目标挖掘不够深度或维度单一，教法使用有待创新等教学效能不高

的表现。 

实践证明，教学准备是实施有效有效教学的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工作，古语有话“磨刀不误

砍柴工”，一堂成功课堂的生成，除了教师自身的学科知识素养、学科教学方法的精彩之外，

更重要的是对教材的深度把握，它是教学实施之前的核心准备工作。所以教材分析的开展，

应成为师范生技能培养项目系统中的必要“前奏”。师范生掌握了扎实的教材分析能力，才能

高屋建瓴地把握教学组织的系统设计，教学实施的逻辑性和教学效果的精彩也才能获得更好

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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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案撰写等同于教材分析 

高师生在接受教法指导时候，由于受到重实践轻理论的课程观的影响，往往侧重于对实操过

程的关注，而忽略了对实操基本理论和理念修养的悉知。所以大部分高职院校师范生在被问

及，教案是否就是教材分析的时候，学生普遍认为，教案既然已是对教材内容的设计和组织

安排，那么教案的撰写就已经是在对教材进行了分析。并且很多学生甚至认为，教案的撰写

与进行教材分析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教案的撰写完全可以通过摘抄教师用书等教参，在

未进行教材分析的情况下，仍可以完成教案的撰写。这样的拿来主义下形成的教案，存在非

常大的危害性。从宏观到微观角度看，教材分析可分为课程教材分析、学年教材分析、学期

教材分析、单元教材分析和课时教材分析，且每一个层面的教材分析的侧重点也是有所不同

的。通常学生所作的教案仅为课时教案，这只是教材分析的微观层面的反映，所以教案不能

划同于教材分析。将两者沦为一谈，将直接影响学生无法形成对整体教材的宏观把握和系统

分析，也容易养成惰性，进而缺乏教案设计的创新性。这也是教师资格证考试过程中，考生

普通存在的短板和问题的根源之一。教案的撰写如果仅服务于单个课时的开展实施，必然缺

乏对前后篇章知识之间关联的认识和设计。未经过多维度教材分析的教案设计，容易“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 

2.3 教教材而非用教材 

基于对教材权威性的敬畏和对教材资源的依赖，在执教过程中，授课教师容易产生唯教

材是本的偏差，一味照本宣科，即便看到教材内容与授课班级学生的生活实际出现了脱节，

也保守地把教学目标锁定于教好教材。实施上，教材只是教学实施的信息源或者范本，没有

任何一种教材能够百分之百符合教所任教班级。“学习生成理论”指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学生在知识的内化、加工过程中，会形成无限丰富的生成，比如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就经常

看到学生对于所学单词的词性词型会产生较多的误解和理解，执教者是无法预先预知学生无

限的、不可预测的语言生成。因此，与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不如以教材为本，基于学生的形

成性学习结果，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补充删减、替换整合、拓展充实和创新以优化教材，

才能更好提升教学效果。 

3、教材分析能力提升方略 

基于对教材分析技能重要性的重新认识，为推进高师生教材分析技能的发展，笔者以 P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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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小学英语教材（三年级起点）的分析为例，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师范生教材分析能力的提

升方略。 

3.1 增强教材分析意识是教材分析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 

教材是贯彻课程标准精神的具体媒介，教材分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研读课标精神的过

程。并且在进行教材分析过程中，执教者可深入领会教材编排的设计意图，在吸收编者智慧

的基础上，执教者的教学设计思路会更加省时和高效。再且，教材分析的过程，就是寻找教

材教学要求与现实授课对象认知水平之间差距的磨合过程，通过对比和分析教材的编排与授

课对象的学习风格、知识水平、学习需求之间的差距，在教材运用过程中，才能真实做到“因

材施教”。所以增加对教材分析意识的培养，既然是对高效教学的追求，也是对学生学习引领

的负责。例如，通过对 PEP 版小学英语教材（三年级）起点的四年级上册第一单元 My classroom

的教材进行分析，执教者才可更清楚地理解到，本单元在知识目标上以教授地点的介绍、指

认物品为重点，学生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可以用英语指认computer,windows,desks and chairs,fish 

bowl 等物品，并学会了初步使用英语祈使句 let’s...提出合作的意向，在情感教育方面，通过

对情境图中 excuse me.及其答语 sorry 的学习，引导了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发展出学会礼貌待人

的积极生活观。执教者只有在教学实施之前，有意识地开展教材分析，才能提升对授课内容

重难点的精准把握，这实质上是为后续的有效教学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教材分析能力是增强教师积极参与教学改革的催化剂，它有助于唤醒执教者参与教学改

革的责任意识，并促使其在适当的教学设计中产生优化的教学效果。有了深刻的教材分析理

念，在实践教学中才会逐步形成教材分析的习惯。因此，在师范生教学技能培养中，教法课

的安排上，应该明确安排教材分析的课时讲解，教法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带领学生积

极主动地查找本学科现行的多个教材版本，并进行异同分析对比，及时获得教材编排意图的

悉知，并在不同版本学科教材的对比分析过程中，使自身的教学设计能力得到提升。 

3.2 立足教学实践是教材分析能力提升的基本途径 

新的一轮课程改革提出，教师要善于结合教学实际需求，灵活地、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对教

学书的内容、编排顺序、教学方法等方面巧妙进行适当的取舍或调整。教材分析能力具有很

强的教学引领性，其提升势必可助推教师的教学实效。以往对高师生的教学技能培训中往往

追求外显的教学技能提升，教授的基本内容上集中于教学的实施。诚然，以实操技能培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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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训练，能够促进学生较快地看到教学组织的成就感，但是却很难促进师范生内隐的实践

问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学的整体性和逻辑性，教学缺乏后劲和主观能动性。因此，

我们必须在教法课的改革中，促进教材分析能力的成长发展。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对教材编排

意图的探究、教学主题的认识、教材板块结构的组成、教学内容的功能及任务的设置认识，

促使其对“教什么”、“为何教”和“怎么教”等进行审辨的思考。当师范生在教材分析能力提升的

实践中获得学习成就感时，会进一步激发他们养成优化教学的意识和热情，从而反拨教材分

析等技能的综合发展。例如，通过对PEP版小学英语教材（三年级）起点的四年级上册第一单

元My classroom和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My school的对比分析，学生可理解到，这两个位处不

同册数的单元，既存在共性也有所区别。这两个不同的单元，板块设计上都兼顾了听说读写

的活动方式，有Let’s talk, let’s do和listen and tick等学生耳熟能详的活动板块，学生在学习时

候，容易有一定的学习自信心从旧知往新知进行进阶，并且这两个单元，都是以用英语指认

地点物品为语言知识的学习重点，由室内物品computer,windows,desks and chairs,fish bowl等的

认读，进阶到学会指认室外场馆playground,library,teachers’offices等场所；两个单元以提问方

位地点where is...?为主题，由简单的地点介绍，学习陈述句式this is my...向精准地做地点方位

的描述，学会使用一定的英语介词it is next to.../ on the second floor.整体上编排上是保持知识

学习螺旋式上升的特征。那么，执教者对这两个单元进行有效的教材分析之后，立足于对前

后单元的关联，并针对授课班级学生的学习能力，现有水平，才好确定是否对新单元的介词

进行推介甚至增补学习，对教材巧妙地进行适当的取舍和调整。 

3.3 引领自主发展是师范生提升教材分析能力的根本途径 

无论是教学实施技能还是教学准备技能，这些技能之间实质上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在技

能的培养中，应该要学会主动剖析不同技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模拟教学实

践，通过实践进行修正和提升对感性认识的理解。师范生在教学技能的学习上，容易出现“按

单接收”的被动式技能训练。不仅要在相对熟知的课堂教学技能上要加强自主学习的主动性，

在教学准备技能方面，也应将相似的学习主动性迁移到教材分析能力的发展中来。只有当师

范生对教学系列技能的训练不出现“偏科”学习，都能做到积极开展自主探究、监控和评估，

那么教材分析技能的提升才会落到实处，而不是为完成任务而开展，内在的学习驱动才是技

能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所以在教材分析能力的培训中，应以课内指导为辅，课外多练为主的

双轨并进式的开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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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作为教学活动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体，教材既是课标精神、学科教学内容的具体体现，也

是教师和学生开展各类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源，是对教学效率和质量的重要保证。提高对教材

分析能力的发展和培养，归根到底是教师以《课标》为纲，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教材进行

对话，是教师将教学内容进行加工、内化、外化的过程，是能够体现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能

力的一个从内而外的综合分析过程。只有树立正确的教材分析观，发展教材分析能力，才能

对学科课标精神进行认真研读和掌握，是对因材施教的真实践行，更是教学责任的具体落实。 

黄严，男，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英语课程与教学论方向，广西南宁民族

大道 77 号，邮编 530022，联系号码 13557715210，邮箱 4684870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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