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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中学俄语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呈现出来,为了上好每一堂课,需要自身不断地
进行改革,那么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成果加以改进为我们所用。学生是否能够学好,和课程教师
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如何做一位“合格”的课程教师,不只是在课中的讲课状况以及学生的理解程度,
在课前也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俄罗斯教育机构制定的教学文件包,充分了解俄
罗斯中学课程教学文件包的意义、设计规则、相关规定、内容以及编制过程,与我国进行充分的对比分
析,制定出一套符合我国实际的中学课程教学文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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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罗斯中学课程教学文件包
定义及意义
俄罗斯中学课程教学文件包(Уч
ебно-метод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简称“УМК”)是
俄罗斯教育机构制定的教学文件的标准

体技术,以提高教学过程的质量。所有这

文件包作为系统方法支持教学过程在所

一切都要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新知识,

学学科(教育课程,学科),是教学的初步

更积极地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设计。它充分结合各种教学手段,使它们

在设计课程教学文件中有以下几个
阶段：
(1)编制相关课程学生培训工作教

从学习和教育的目标中去,不仅对学生
的学习内容、技能提出了要求,而且修复
了学习漏洞,增加了学习效率,从而有助

名称,包括教学和考核手段等一系列文

学计划中的学科工作大纲,教学模块；(2)

于实现这些要求。俄罗斯中学课程教学

件,每门课程都必须具备,可以说是课程

教材,教具,课程讲义,教学学科讲义也

文件包服务于新知识的积累、创新的思

教学的“标配”。俄罗斯中学课程教学文

要充分利用,根据学科的具体情况,课程

想和发展,有助于激发教师的创造潜能。

件包是教育过程中所必需的系统化材料,

可辅之以词汇表(参考书,词典)和文献

在俄罗斯中学俄语教学文件包中教学方

为学生提供成功的教育和积极的认知,

等材料；(3)电子教材的利用,充分利用

法系统的核单位是教学模块,该手册提

创造性和交际活动。中学课程教学文件

上电子教材的优势,因教科书中的文字

供了必要的和足够的信息来管理学生的

包是一个系统,其所有部分都是相互关

内容有限,所以可以利用电子教材深入

学习活动。

联和相互依存的。它们构成一个整体,

研究探讨已知材料。每堂课都应配备教

中学课程教学文件包可定义为各种

有助于实现教育方案的基本目标。

学 设 计 ,利 用多媒体资源开发新的知

教学手段的总和,其中包括印刷教材,教

2 俄罗斯中学课程教学文件包
设计规则及相关规定

识；(4)要准备好测试材料,对本阶段或

学技术手段,教学计划和工具,该方案的

本门课程的学习做检验,了解学生是否

主要目标是为学生提供信息和通信技术

课程教学文件包总体设计规则是在

学会本门课程,是否了解,记住相关的

方面的培训,使他们能够在学习过程中

高等教育机构由一个教师小组或是由一

知识点。

做到自主学习。教学文件包的结构成分

个独立的教师组成,确保学生按照特定

3 俄罗斯中学课程教学文件包
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学科的教育计划学习课程(教研室负责

(1)纸质版；(2)网络电子学习出版

确保所准备的教学材料的质量和准确性,

俄罗斯中学课程教学文件包是每个

物(电子教科书)；(3)超文本和多媒体计

所教授材料应符合国家教育方针要求)。

老师上课必备的工具。俄罗斯中学课程

算机教学系统；(4)音频教育和信息材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教育机构必须拥

教学文件包是教学手段的开放系统,这

料；(5)视频教育和信息材料；(6)模拟

有包括各种科学文献在内的所需的技术

套文件对于规范教师教学、做好教学的

器,即训练练习(包括远程访问)；(7)信

和教学方法。所有的教学材料都要与时

相关保障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

息数据库和知识；(8)电子图书馆；(9)

俱进,所教学材料要既连贯又合乎逻辑,

以说,这是教师走上讲台必备的文件,是

计算机教育(COS)。

可以考虑采用最先进的方法和各种多媒

课程合格教师的“标配”。中学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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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学生,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学习方

包括图片、表格、海报、图画、纸质材

编写、教学改革、教师培养、考核评价

法。特别是自2020年1月以来全球爆发新

料、卡片、录像带、录音带等,现代方

等环节,既不能揠苗助长、操之过急,又

冠疫情病毒,许多高校和中小学,由线下

法多为运用多媒体材料,视频播放进行

不能刻舟求剑、固步自封。

课堂转变为线上课堂,让老师和学生通

教学。

过网络教学和学习,由于疫情不能出门,

4 俄罗斯中学课程教学文件包
的编制过程

这些教学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回

俄罗斯课程教学文件包这套文件对
规范教师教学、做好教学的相关保障工
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教师走上讲

4.1第一阶段

台必备的文件。对该文件包的研究,有助

为了主要的教学工具。纸质(印刷)出版

第一阶段包括分析教学,发展和教

于指导高校和中学的课程教学。现如今

物是教科书、教学参考书、教学指南、

育学生的具体目标,评估为学习所提供

我国的教育仍有许多进步的空间,我们

词典、手册等纸质载体的实本。使用“纸

的信息的数量和性质,以及评估学生成

应打开视野,了解、借鉴其他俄罗斯课程

张”技术的工具通常是一下几种形式：

绩的初始水平。还需要对研究材料进行

教学的长处,将其优点吸收整合,为我们

(1)教学大纲；(2)文献列表(主要

详细的研究,将其分成称为信息组件的

的教育教学所用。

的、补充的、可选的)；(3)课程指南；

逻辑片段,并证明构建每个此类组件的

(4)手册(学生点名册、教案、课件、参

逻辑。

到线下课堂时,纸质(印刷)出版物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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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第二阶段

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中学俄语教育

测验考试、随堂测试、期中及期末考试

第二阶段包括制定指导方针、编制

研究”专项项目(项目号：SLF-S20200005)

等)；(6)录音带；(7)审查或复习录像带,

材料,为学生提供单独的方法,为学生和

和哈尔滨师范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

或设备工作录像；(8)教材文本或影印件,

学生家长制定问卷调查和沟通方式,计

究一般研究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一流

包括文章、教科书、材料等；(9)包含实

划使用游戏技术,以此来制定积极行动

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和质量文化的研

际任务和自我完成任务事例的工作笔记

和其他事件的场景。

究与实践”(项目号：XJGYF2021040)的

本。笔记本包含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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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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