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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与民族文化传承的现状与反思
——以湖南省凤凰县三拱桥乡为例
杨 婷
（西南民族大学，成都 610041）
摘 要：自国家推行新一轮教育课改以来，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提出让校本课程受到广泛关注，民族地区的学校更是将校
本课程的开发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有力支撑，要将校本课程开发与传承民族文化相结合并取得实质进展，首先要重视课程专家
引领，提升教师课程开发能力，其次是要提升教师素质，组建校本课程开发的行动队伍，第三是加大资金的投入，以保障校本
课程的开发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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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生活着五十六个
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格
调迥异的风土人情、个性鲜明的服饰等，这些多彩
的民族特色成为中国对外宣传最有个性的特色“明
信片”。但是，处于较为劣势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在
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高速发展的冲击下随时有
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
文化特性，也就不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民族。为抢救
那些濒危、即将消散的民族文化，文化传承刻不容
缓。民族地区的校本课程开发对民族文化传承起着
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
一。本文以凤凰县三拱桥特有的苗族文化为研究背
景，对苗族文化生态状况、三拱桥乡中心完小在民
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实践、校本课程开发的现状
进行实地调研，并对校本课程开发存在的问题，提
出相应的对策。

一

凤凰县三拱桥乡文化传承现状

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
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
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
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历史发展
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1]每一个
民族的文化都是独具特色且绚丽多彩的，都是由该民
族的成员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凤
凰县三拱桥乡的苗家人民也不例外。山川清明、历史
悠久的三拱桥乡繁衍了一代代勤劳智慧的苗家人民，
他们集聚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历经几千
年的发展，很多古老的风俗习惯延传至今,灿烂的苗

族文化也因此被称为“东方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
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尽管，三拱桥乡的民族文化至
今保存完好，但是，伴随现代科技文化的冲击，文化
变迁成为不可避免的潮流，它正悄无声息的“侵蚀”
着这个贫困民族地区，呈现解构的痕迹，突出地表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生活习惯的改变
民族特色生活习惯是民族文化的载体，特色习
惯的保留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着积极的作用，反之
则不然。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被采访的对象都
是身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他们都有着能代表自
身身份的民族服饰，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色彩鲜
明、风格迥异的服饰除盛大节日外是不会出现在人
们平时的生活中。据2012年数据统计，凤凰县三拱
桥乡全乡总人口15186人，全乡在外打工者达4600多
人，占全乡总人口的30％，这些外出的打工者们大
多会选择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打工，这里的信息传
播快速，不同层次的物质的、精神的“舶来品”冲
击着远道而来的苗家打工者们的生活，他们效仿城
里人，穿起了西装、连衣裙，他们卷发、染发，回
到家乡后，这些自身显现出来的时尚元素影响了当
地的居民，久而久之本民族的“传统服饰”逐渐被
“时代潮流”取代了！
（二）民族认同感弱化
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凝聚一个民族、团结
一个民族的强大动力，是族群保持自身特色的关
键，苗族的歌舞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通过
调查，得知三拱桥乡懂本民族歌舞的人主要是老年
人，为进一步了解该地区民族文化传承现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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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拜访了某校校长，校长叹惜地
说：“苗歌对老一辈来说就像我们现在的必修课，
几乎人人都懂。之所以今天的年轻人知之甚少，一
是父母辈无空闲时间教他们，二是他们对此兴趣不
大。在这个呼吁竞争的年代，大家都在忙于为生计
而奔波，无暇兼顾这些琐碎的事情，久而久之，所
谓的传统就这样在人们的意识里逐渐被淡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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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更缺少经费的支持，渐渐地，教师们的积极性
减弱，据调查得知，首先教师们认为此类民族文化
课与学生的考试分数没有多大关系，上级教育行政
部门对学校的考核主要还是学校的升学率或期末考
试的平均分，其次家长们依旧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
了让学生考上大学，而校本课程对于提高学生的成
绩并无太大帮助，促使教师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视角
转移到与升学考试息息相关的考分上。

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现状

少数民族文化校本课程是学校传承民族文化的
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少数民族文
化校本课程，是以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为基础，以满足
民族地区学生的实际需求为目标，以传承少数民族
文化为旨归，充分挖掘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及各种
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中形成和开发出来的课
程。”[2]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自2008年开始，加大
力度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活动的开展是为
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三拱桥乡的民族文化，该校民族文
化校本课程开发现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课程内容。从课程内容来看，三拱桥
中心完小民族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主要集中在歌
舞方面（如“苗家花鼓操”在全校已全面铺开，学
校规定每周一、三、五做花鼓操，二、四做广播体
操，使少儿广播体操和花鼓操交替进行），其次是
苗族体育和苗族美术（如美术课上以剪纸和刺绣代
替传统课堂里的水彩和颜料，体育课上以苗拳作为
课前十分钟的热身训练）。可见，课程内容的选择
是让孩子们更多的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体会民
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但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课程
内容的选择比较单一，未把本民族的语言、历史、
地理、科学等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容。
（二）课程类型。三拱桥中心完小民族文化
课程类型的设置同课程内容的选择一样，都较为单
一，主要以活动课的形式为主。具体原因在调查中
得知，授课教师们平时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开展这方
面的课程教学，学校教学的重点依旧是孩子的学习
成绩和升学考试。一般情况下，此类型课程的课时
一周只有一至两次，如果遇到湘西州两年一次的
“民族文化节”等活动，此类校本课程的课时才会
有所增加。在孩子们看来，此类课程和必修课有很
大的区别，与自己的考试并无多大关系。
（三）教师态度。1990年，与国家课程开发
相对应的校本课程开发策略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学
者们的关注，而对于地处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凤凰
县三拱桥乡中心完小来说，校本课程的开发无疑是
一次新鲜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起初该校对于“乡
土民族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的兴趣很大，从广搜
资料到小组讨论再到试图进行教材编写，但进展并
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缺少专家指导、缺少学生参

三
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存在的
问题
（一）缺少理论或专家指导，教师开发能力不强
校本课程的开发给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展提供
了更广阔的空间，它要求教师不仅会“教”书，还
要学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特长去“编”书。通
过调查发现，三拱桥乡尽管有绝大多数老师都具有
较强的开发意识，但他们表现出对自己的开发能力
缺乏自信。由于地域上的限制、经费的不足，湖南
凤凰县三拱桥完小去聘请资深专家指导校本课程的
开发是不现实的。有的老师认为通过参观、观摩别
校的几节校本课程公开课，甚至认为可以模仿、照
搬别校的校本课程，就能够获得校本课程开发的全
部真义，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都不利于校本课程的
开发。试想若没有理论与技术的支持，仅靠经验型
摸索，必然影响到校本课程开发的质量和水平。
（二）缺少足够的经费
三拱桥乡位于凤凰县东北部，是一个偏远落后
的贫困地区，对于校本课程开发，学校没有足够的
经费支持，主要依靠美国“蒲公英行动”教育基金
的支持，但是，单纯依靠这种经费的支持毕竟是有
限的。经费的不足，导致民族文化课程门类的设置
不得不缩减，而且一旦失去此类经费的支持，课程
的开展也就不能顺利的进行。
（三）缺乏学生及家长的积极参与
校本课程开发不是由校长和教师们共同编制就
可以完成的，它还需要课程专家、学生、家长和社
会人士的共同参与研究、审议和探索。当前，凤凰
县三拱桥中心完小的大部分学生对于校本课程开发
的参与度不够，许多学生还没有跨出“上学就是为
了考大学”这道门槛，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与学习相
关的考分上，因而对校本课程的开发不敢兴趣。作
为教育伙伴的学生家长，是能够成为校本课程开发
的参与者，他们可根据自己的阅历和储备的知识向
学校及教师提供更多利于课程开发的信息和素材。
但是，凤凰县三拱桥乡许多学生家长文化水平不
高，他们大多只是监督孩子学习，扮演着陪读的角
色，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较少过问且难有时间参与
其中，他们大多为了生计而奔波，在他们的潜意识
里认为课程问题应是政府和学校的事，因而对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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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的校本特色课程并不感
兴趣。
（四）认识不足，片面追求升学率，影响校本
课程开发的进程
当下，升学率的高低成为衡量学校的重要指
标，老师们根本无暇顾及校本课程开发，民族文化
的传承及校本课程的开发势必会受到影响，凤凰县
三拱桥中心完小也不例外。该校虽是一所民族学
校，但学校的科目设置与民族文化相关的课程较
少，占据课时最多的依旧是国家课程语文和数学。
正如老师们所言：“我们是民族地区，贫穷落后，
山大沟深，像我们这种三流小学，若没有一定的升
学率和可观的排名，有哪位家长愿意把自己孩子送
到这里来学习？校本课程开发，我们也想过，但立
足当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可见，校本课程的开发在该校教师的观念里是有
的，但因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将其搁置一旁，因为它
与学校的升学率毫无关系。

四

三拱桥乡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对策及建议
（一）重视课程专家引领，提升教师课程开发

能力
课程专家的理论指导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关键。
教育主管部门可定期派课程专家到学校进行指导，
并在指导中为学校培养一两名带头人，然后，由他
们带领其他教师开展课程研讨和开发活动。从调查
中得知，缺少带头人，教师开发能力有限阻碍了该
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如果有课程专家的引
领，教师们就可将自己的特长和自身所学的知识结
合起来，提出新颖且利于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
观点，在课程专家们的从旁协助下，有助于教师们
拓展思维，互相增进交流，取长补短，这些都利于
校本课程的开发。
（二）提升教师素质，组建校本课程开发的行
动队伍
民族地区制约校本课程资源开发的关键性因素
在于教师素质普遍偏低，对校本课程开发理解存在多
种误区，笔者认为，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综合素质、
转变教师的“校本观念”，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学校应鼓励教师开展“校本研究”活动，以
“研究”促“发展”。校本研究是教师在学校工作
中展开的教改探究活动，是教师通过对自己在教育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
断地反思、修改及总结。 [3]学校中的教师都处在相
同的教育环境下、面对着同样的受教育者、需要完
成相同的教育任务，尽管教师个体间教育观念、教
学方法不同，但在教学过程中势必会遇到相似的问
题，教师可通过校本研究将遇到的问题作为一个案
例与同事分享，这对于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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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助，特别是对民族地区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具
有重要意义。
2、学校应加强教师的专业培训，提高教师的校
本理念。针对凤凰县三拱桥乡各学校的实际情况，
教师的专业培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是一个亟待
发展的薄弱环节。长此以往，不但会影响教学质
量，搞不好会影响该地区校本课程的开发。若该地
区学校能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教师培训的力度，
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使教师对自身的职业角
色有新的认识，对校本课程的开发有新的理解，从
而更好的更新自己的校本理念。
（三）加大资金投入
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中，面临的最
大阻力就是资金不足的问题。就三拱桥完小来说，
公用经费捉襟见附，能保证正常的运转已是不易，
而对于校本课程的开发，学校难以拿出专项资金予
以支持，资金匮乏，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就难乎为
继。学校自身不能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唯有向外
寻求帮助，但学校因繁重的教学任务难有时间和精
力去吸引“外资”，因此，作为支持学校发展的
“领头军”教育行政部门，应成立专项管理小组，
匹配专门的校本课程开发基金，专款专用，为保证
校本课程开发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四）大力开发丰富的课程资源，为校本课程
开发服务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支撑校本课程开发顺
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凤凰县三拱桥乡具有独特的资
源，宽广的河流清澈见底，巍峨的山川美轮美奂，
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熠熠生辉，为校本课程的开发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注意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凤凰县三拱桥乡是
一个以苗族人口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的苗
家人民勤劳朴实，他们用灵巧的双手诠释了对本民
族的爱，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有风格独
特，富有情感的苗族语言；有雕龙画凤、鸟语花香
的苗装刺绣；有情感细腻、优美动听的苗族民歌；
有步法稳健、气势刚烈的苗族武术；有寓意丰富、
欢快灵动的苗族鼓舞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课程资
源开发的素材。另外，民族博物馆、苗家节日庆
典、等都是校本课程开发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
2、注意开发独特的自然景观资源。凤凰县三拱
桥乡有优美的生态环境，巧夺天工的奇山怪石，郁
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清澈透明的大川小溪等构成了
别具一格的自然景观，试想，若将这些景观用精美
的语言汇编成文，编进书本，成为校本课程开发可
利用的重要课程资源，让孩子们更全面了解自己的
家乡，这样的校本课程开发才有意义。
（下转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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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nan Border Crossings and the Hinterland Logistics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ZHANG Bi-qing

(Kunm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yunnan kunming 650214,China)

Abstract:In Yunnan "bridgehead" Ruili focus on developing open pilot area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border crossings
and the hub for the window border region ushered in a good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Articles from the border
port logistics point of view, on the 17 border crossings for level positioning, based on the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cale of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and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build four
border crossings index system of urban logistics hinterland, Yunnan border hinterland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urban logistics. By using gravity model in Yunnan border hinterland logistics link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membership degree of intensity measure, combined with Yunnan border level positioning,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hinterland of urban logistics, building a "Ruili, Mohan, estuaries," as the core port, with "Dali, Pu'er, Red River" as the core
of the city's hinterland border 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Yunnan, southeastern Yunnan three logistics circle, to enhance
border areas of Yunnan to the outside world, deepening and South Asia, Southeast Asia, provides a powerfu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logistics support.
Key words:border crossings; hinterland of the city; logistics system; spac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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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Present Situation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Regions and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Three arch bridge in Fenghuang County of Hunan provincetownship
as an example
YANG T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du 61004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ound ofeducation reform policy,Three level curriculum
management system made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ttention,The schools in minority areas is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s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heritage of national cultureis the combination of substantial progress,Firs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urriculum
experts leading, promoting teachers' ability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The second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set
up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ction team,The last is to increase capital input, in order to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smoothly.
Key words:Three Arch Bridge Township；School 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The inheritance of ethnic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