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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学专业学生在撰写学位论文过程中运用理论解释研究问题已成为一个常见现象。本
文通过对2009-2019年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共计102篇学位论文中理论选择及运用情况进行文
本分析发现,研究者在撰写学位论文中选择理论为基础的占多数,理论选择多来源于其它学科,高等教育
学领域理论较少；研究者在运用理论过程中,存在理论内容引述不足及概念解读不准问题。高等教育学
专业学生在选择理论过程中,应恰当运用理论帮助自身解释研究问题,建立研究框架,以更好完成学位论
文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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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学位论文中,明确选择理论学位论

门学科,在开展研究中,理论的科学运用

标题中可以看到具体运用的理论名称,

文数为56篇,占比55%,即超过半数研究

能够帮助研究者设计研究问题,指导研

且在文中有相应篇幅阐述。存在有的论

者都选择理论作为论文支撑或依据撰写

究数据的选择,并对研究问题做相应解

文在研究过程中并未将理论以标题或目

论文。(见表1)

释。学位论文作为高等教育学研究的重

录形式呈现在文中,也未对理论做进一

要组成,在撰写过程中,运用理论可以帮

步阐述,但可能在研究思路或其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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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对于

例选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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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篇明确选择运用理论学位论文中,

高等教育专业学生撰写学位论文如何选

1.1各年份学位论文理论选择分析

少为1个。其中选择1个相关理论作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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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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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56篇学位论文中选择的理论
梳理发现,学者在研究中选择的理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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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理论作基础解决问题的文章较

本研究对理论的界定,限于作者研

通过对102篇学位论文分析,得出每

少。具体发现,选取理论多与来源广萌生

究过程中明确指出论文用以解释支撑研

年研究者在论文中都运用相关理论。各

了其选取无依据问题。如“教育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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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体验研究”中提到“运用顾客体

会创业理论并未清晰界定,后续查询“社

更改的表述方式是否规范？它们之间概

验理论、学生发展理论、多学科理论”,

会创业理论”发现其只是源于《社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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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论文理论基础中并未分析不同理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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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理论概念,但后续章节运用并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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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生认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自

作用,但学者认为理论并不是研究中的

育学理论基础,学会如何选择和合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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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论开展研究是作为高等教育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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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习理论引述较多,切合研究问题。而

文理论选择进行分析得出,选用理论不

属性有待商榷,不具备成熟的理论,其研

对发生认识论、建构主义学习论,并未清

能不顾实际情况,求多、广。高等教育研

究的开展都以引用其他学科理论为基

楚引述两个理论内容,仅进行概念的陈

究提倡跨学科研究,但研究者应在系统

础。因此,开展研究时应将自己置于其他

述。理论内容引述不足造成论文理论基

学习理论基础之上再运用于论文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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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较单薄,论文解释力不充分,引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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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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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概念界定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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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构成理论的基石,合理的界

从理论运用本身出发,研究者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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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者未对此做出有效回答。同

究问题的匹配性。从理论的概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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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撰写过程中不能只满足于陈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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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为基础的学位论文范式,使论文沿

接把相关概念复制,缺少基于论文的界

动之后产生结果,影响决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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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正确理论方向前行。其次在实践中改

定。再如“民办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

理论运用过程中,研究者使用不同于原

良理论。潘懋元先生指出高等教育研究

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对于社

表述方式,加上“学校”限定语,这样经

必须走两条并行路线,其一便是学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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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新疆地区小学信息技术的教学现状进行总结,包括对新疆地区小学信息技术的设
备硬件、师资力量等与教学相关的方面进行调查和梳理,辅以对新疆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政策和地区水平
差异进行对比,旨在找出新疆地区小学信息技术学科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并且提出有效的改善意见和对
策,以此达到优化新疆小学信息技术教学的目的。
[关键词] 新疆地区；小学；信息技术；现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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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电脑、

理形势,导致其作为边疆地区,在发展上

存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在《对新疆信息技

多媒体已经普及。因此,让学生进行信息

有一定的滞后性,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

术教育发展状况的调研及初步探析》这

技术的学习,从小学开始开设信息技术

教育水平均要比沿海地区落后。在这样

篇文章中阐述到“新疆信息技术教育地

教学课程成为了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势在

的背景下,新疆地区的小学信息技术教

域差异较为明显,表现在南疆信息技术

必行的一件事情。在我看来,信息技术对

学也存在落后内地富饶地区的现象,无

教育发展要落后于北疆。”

于青少年的未来发展有着巨大的帮助,

论是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与东南沿

其次,在信息技术教学所使用的教

相比起传统科目的教学,信息技术课程

海这些一线城市均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材方面,新疆地区的教材品种单一,大部

就是另一个世界,充满着未知和新奇,也

主要就体现在新疆地区小学信息技术硬

分学校使用的信息技术教材基本上都为

在不断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能开拓学

件设施与师资力量上。

同一个版本,而可供挑选的信息技术教

生的眼界,为他们带来极大的趣味性。只

通过查阅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新疆

材几乎没有,课外拓展的内容资料更是

深入了解新疆地区小学信息技术教学现

地区信息技术教学所需要的硬件设施无

寥寥无几,诸如信息技术练习册,信息技

状,并找出存在的问题,予以解决方案,

论是配置还是普及程度上均远远落后于

术课外读物也极度匮乏,这是目前新疆

才能够对新疆地区小学信息技术教学改

内地地区。甚至连小学校园对计算机的

地区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在教材上所面

变和帮助。

引进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并且

临的困境。

1 新疆地区小学信息技术的教
学现状

只是新疆地区的中心城市能够引进一些

虽然新疆地区的硬件设施在近年来

设备以供学生使用,偏远郊区依然存在

有了一定的提升,在国家的扶持下,新疆

1.1硬件设施与师资力量

设备极度匮乏的情况,距离完成新疆全

维吾尔自治区完成了基础教育资源库的

新疆地处我国的边陲,由于环境交

部学区电脑普及更是遥遥无期。

建设,因此大部分新疆地区的技术信息

通条件所限,以及与沿海地区不同的地

不仅如此,新疆地区的硬件设施还

技术教学都相比之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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