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区域教育区域教育
区 域 课 改 媒 体 智 库

14版
2019年5月15日

主编：王占伟 电话：010-82296726 编辑：孙和保 010-82296727 投稿邮箱：zgjsbqyjy@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建立符合区情的教师成长模式建立符合区情的教师成长模式

教师队伍建设再出发⑤ 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教师强则教育强。。。。。。。。。。。。。。。。。。。。。。。。。。。。。。。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作为一方教育主政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要结合区域教育实际，，，，，，，，，，，，，，，，，，，，，，，，，，，，，，，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敢于打破亦步亦趋的教师成长模式，，，，，，，，，，，，，，，，，，，，，，，，，，，，，，，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符合区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校情、、、、、、、、、、、、、、、、、、、、、、、、、、、、、、、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师情的教师成长路径。。。。。。。。。。。。。。。。。。。。。。。。。。。。。。。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教师的专业成长才不会陷入一纸空谈。。。。。。。。。。。。。。。。。。。。。。。。。。。。。。。

甘肃省会宁县辖 28 个乡镇，学校分

布散，小规模学校数量多。8000 多名中

小学教师大部分在农村学校，县城学校

与乡镇学校、乡镇学校与村级学校师资

水平差距较大，名师、名班主任、名校长

等教育人才资源不足。如何在促进教师

队伍整体素质提高的同时，重点发展农

村教师队伍，突出发展高端教育人才，满

足深化教育改革尤其是推进城乡教育均

衡发展和县域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是会宁县思索、探究和破解的重要课题。

在多年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会宁

县坚持提高培训实施能力和教师自主研

修能力，重点培育教师终身学习愿景的

“双提高一重点”发展思路，不断加大开

放引源和自主研训力度，培育有视野、有

梦想、有活力、有能力的教师队伍。

创造更为广泛的交流机会，让更多

教师打开视野、更新思想。过去，会宁县

也做过许多尝试，但步子迈得太小，走出

去的教师不多。会宁教师尤其是农村教

师由于缺少这样的亲身体验，教育视野

小、教育思想得不到及时更新，处于半自

我封闭式发展。从“十二五”时期开始，

会宁县加大教育改革力度。

一方面是大胆走出去。每年都拿

出部分教师培训经费，组织近千名教师

到陕西、山东、江苏等地课改名校考察

学习，让他们跳出会宁看教育，感受多

样、快速发展的教育氛围，开阔视野，唤

醒自我。

另一方面是有序请进来。根据会宁

教育改革和重点阶段工作推进的需要，

邀请全国教育专家和名师来会宁讲课，

让会宁教师不出家门就能与全国教育专

家、名师进行对话交流，引领和加快教师

专业成长。

在加大向教育先进地区学习的同

时，会宁县也注重内力的提升，为全县教

师搭建交流、对话、碰撞的研训平台，如

搭建学校——乡镇——片区——县域层

层推进的校长、教师论坛，落实教师读、

写、说等专业基本功训练，引领教师更新

教育思想，助推教师专业成长。

寻得梦想事业的合作伙伴，让更多教

师心中有梦想，工作有活力。基于上海真

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先进的教育理念、尊重

生命的课程和创新的团队文化，会宁县在

2012年与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7年来为67所小学、初中建成

“梦想中心”70个，培训梦想课程教师、校

长等2600人次，培养梦想课程种子教师62

名。“梦想中心”成为校园里最受学生欢迎

的学习空间，这不仅改变了学生的学习状

态，也让教师找到了专业的兴趣点和内驱

力，重温教师职业的幸福。

在身体力行践行梦想课程后，有些

教师的人生不断被刷新，如会师中学教

师郭云因获得梦想课程总决赛一等奖受

邀去台湾地区访学，翟所镇中心小学教

师王鹤群作为《去远方》课程开发成员前

往马来西亚考察……有梦想，教师成长

路上就会有阳光、收获和幸福。

开展符合县情的自主研训，促进教

师队伍个体持续、城乡均衡、整体提高发

展。会宁县不断改进教师培养方式，分

步推进研训一体模式，完善自主造血功

能，提高服务教师专业发展和促进教育

改革的综合能力。一是在教师研训机构

设置方面，抓资源整合，提升服务职能；

二是在教师研训工作规划方面，抓细节

设计，形成操作系统；三是在教师研训师

资建设方面，抓结构优化，突出整体发

展；四是在教师研训课程开发方面，抓体

系建设，突出研训质量；五是在教师研训

工作开展方面，抓层次衔接，促进递进发

展；六是在教师参加研训学习方面，抓学

分驱动，激发主体意愿。

教师专业发展是永无止境的，教师

是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唯一重要资源，

抓好教师资源的挖掘、培植、开发、使用，

走好教师资源开发利用与教育事业发展

可持续的“绿色”之路，方可为贫困地区

教育迈向现代化积蓄能量。

（作者系甘肃省会宁县教学研究室

研训员）

致力于培育有梦想的教师队伍致力于培育有梦想的教师队伍
□ 赵彦鹏

抓好教师资源的

挖掘、培植、开发、使

用，走好教师资源开发

利用与教育事业发展

可持续的“绿色”之路，

方可为贫困地区教育

迈向现代化积蓄能量。

教师是教育最重要、最关键、最基础

的力量，优先发展教育的核心是建设好

教师队伍。随着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

展，河北省固安县域内生源呈井喷式增

长，给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

战。为了缓解各方压力，近年来固安县

招聘大量新教师，在有效缓解师资不足

的同时，教师专业发展成为区域教育发

展的重点和难点。而在新教师成长过程

中，如何让现有名师发挥辐射作用，带动

更多教师的成长？新环境、新情况如何

升级教师成长理念与方式，形成教师阶

梯式成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加快新教师成长步伐。把促进教师

成长作为逻辑起点，是教育发展的关键

所在。近4年来，固安县新招聘的教师约

1900人，而且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能否顺利实现由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

变，成为举足轻重的问题。

立德先立师，树人先正己。师德是

教师素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教师职

业的底线。对每一批新入职教师，我们

都会聘请专业团队就师德师风建设进

行专题性培训。在教师入职后的日常

工作中，我们也不断强化教师的师德师

风建设，通过学习有关师德建设书籍和

文件，集体观看“最美乡村教师评选颁

奖 晚 会 ”，从 理 论 和 实 践 层 面 进 行 强

化。为了能更有效地保护教师自身利

益，我们组织教师学习《教育法》《教师

法》等法律法规，并为每一所学校聘请

了法律顾问。

教师职后培训是提升教师专业素

养的重要途径，也是保障教学质量的重

要方式。新教师最欠缺的是教学基本

功，为了让新教师快速成长，县教体局

对每一位新教师都会进行为期 1 周的

专业素养培训，从专业精神、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与专业实践等方面进行系统

构建。

明确中坚力量的发展方向。对于

工作 5-10 年的骨干教师，引领他们树

立专业发展意识，并从外出培训、课堂

创新、教育科研、职称评聘等方面提供

必要的保障和政策倾斜，为他们的成长

奠基助石。

坚持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研培结合

的培训。2018 年，县教体局采用“走出

去，请进来”的方式，在打开教师视野的

同时找到成长路上的精神标杆，鼓励教

师积极参与各种类型的研讨，与其他县

域教师进行学术交流。

实施“三优”计划，即学习优秀、不断

优化、成就优质。建立重能力、重实绩、

重贡献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骨干教师

在教育教学中的引领作用。县教体局积

极推进骨干教师名师工作室建设步伐，

2018 年成立市级名师工作室 2 个、县级

名师工作室 10 个，并举行了一系列名师

工作室送课活动，让更多的学校能够与

名师对接，不断优化教师队伍、优化教学

质量。

注重成熟教师的个性升华。工作20

年以上的教师，在本职工作中积累了大

量的教育教学经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

还是失败的感悟都了然于心。但成熟型

教师往往失去了成长的动力，对新鲜事

物敬而远之，逐渐陷入职业倦怠期。如

面临来势汹汹的“互联网+”教育，成熟型

教师基本是通过专家讲座和观看视频的

方式掌握相关理论与操作，在实践探索

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如果不能

及时指导纠正，也无法通过相应渠道寻

求有效的解答，最终会让成熟型教师失

去兴趣与实践的动力。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会加强年轻教

师的培训力度，然后让他们对成熟型教

师进行二次培训，为了增强实效性，我

们采用了微培训的方式，即每次培训只

涉及 1-2 个关于互联网教学的内容。

虽然这样做耗时较长，但能够收到很好

的效果。

县教体局通过“青蓝互助工程”，让

成熟型教师引领发展。鼓励学校开展师

徒结对，实现以强带弱；在各种教学研讨

活动上，如教师素养大赛、导学案评比大

赛、一师一优课等，为教师施展才华搭建

平台的同时，对师徒进行捆绑评价，真正

实现“蓝带青，青助蓝”的目标。

（作者系河北省固安县教师进修学

校副校长）

教师队伍的阶梯次培养教师队伍的阶梯次培养
□ 黄书刚

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决定教育质量

的高低。如何破解教师专业发展的瓶

颈，这需要新思维引领、新常态展现、

新系统构建。新时代，教师专业发展

必须从知识取向走向素养取向。知识

取向的教师专业发展，其根本假设在

于教师拥有知识就可以熟练应用于教

育教学实践，知识的多寡决定教育教

学质量的高低。素养取向的教师专业

发展，不仅要求教师具备相应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更要求教师具备相应的

教育情怀和志向，决心为教育事业而

奉献的专业态度和专业情感，并具备

高尚的师德师风。基于新时代教师专

业发展的根本诉求，教师专业化发展

要做好五项修炼。

内生动力。重知识、技术支配下的

教师专业发展模式，被动的、外部的培训

大于教师主动的、内在的发展需求。对

教师而言，什么是根本性的发展动力？

这就要从教师内在发展需求的角度进行

审视，充分开发教师的主观能动性。重

庆市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基于区域教师

培训与发展的实际，提出“浇根式”改善

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从教师内心出发，变

被动成长为主动发展。

扎根实践。教师专业发展要回归

与联系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扎根实践的教师专业发展就是

要求教师基于实践，坚持从实践中来到

实践中去的发展路径。教师要把反思

贯穿于教育教学实践的全过程，反思是

对已有经验的批判性审视，是构建一种

基于过去、面向未来的专业发展研判。

教师在反思教育实践的“有效性”与“合

理性”过程中，其专业发展逐步走向螺

旋式上升。基于此，重庆市渝中区教师

进修学院全体教研员开设了学科工作

坊，以学科工作坊为依托，深入一线指

导教师专业发展，在与教师一起成长的

同时，改善教师专业发展样态。

信息素养。教育信息化对促进教

育 公 平 与 质 量 起 到 引 领 与 支 撑 的 作

用。信息素养成为当代教师的必备素

养。对教师而言，搜集和处理相应的学

科知识、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是必备技

能。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信息技术如何

应用于教学以及教学行为如何被信息

技术影响和改变，考验着教师的信息素

养。提升教师信息素养，一方面需要对

教师进行专业知识的通识性培训，另一

方面需要进行关于技术运用的培训，并

鼓励教师敢于在教学中进行应用。只

有两个方面同时发力，教师的信息素养

才能有整体提升。

持续学习。在学习型社会背景下，

学习力决定着教师专业发展的广度与

深度，持续学习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

型教师的必要条件。教师不断接受新

知识，对外是不断学习，对内是不断内

化，进而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优化

与创新。新的教育理念如何落地，创

新性教学实践如何产生，从发现教育

知识到达成教育理解，从提高教学技

术到生成教育智慧，要依靠教师的持

续 学 习 。 持 续 学 习 既 可 以 是 教 师 个

体，也可以从学校出发，建构长效教师

专业发展机制，探索教师学中用、用中

学、做中学的新常态。

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是教师解决实

践问题的重要途径，教师的专业发展根

源于实践。只有在行动研究中，教师才

能进一步理解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联，

不断创生新知、达成自知，从而走向专业

的提升。教师专业发展主要依赖于行动

研究能力的提升，并把研究结果用于实

践进行检验与反馈，并持续改进，构成

“问题—计划—行动—反思—评价—调

整”的行动研究路径。

（作者系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科

研处处长）

教师专业发展的五项修炼教师专业发展的五项修炼
□ 郭晓娜

坚持开展多层次、

多渠道、研培结合的培

训。在打开教师视野

的同时，找到成长路上

的精神标杆。

反思是对已有经

验 的 批 判 性 审 视 ，是

构 建 一 种 基 于 过 去 、

面向未来的专业发展

研判。教师在反思教

育实践的“有效性”与

“合理性”过程中，其

专业发展逐步走向螺

旋式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