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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我越来越感受到作为教

师首先应该是学习者。教师对自身学习

保持旺盛而持久的兴趣，从学习中获取

乐趣，不断探索学习的规律，挑战学习的

难度，不仅对学生而言具有很强的感召

力，还能实现自我的成长。从我的职业

生涯来看，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成长路径。

在担任教师之初，我是基于教学问

题来学习的。当时我正好发现实用类文

本阅读能力是高考比较重要的考查内

容，但教材中相关的课文比较少，而且学

生的阅读兴趣不高，学习主动性不强。

我通过小调查了解了学生不喜欢阅读实

用类文本的原因，对症下药，在课堂尝试

了几种不同的激趣方法，学生的学习兴

趣大大提升。恰逢市里举办语文教师教

学论文竞赛，我把自己的经验和反思写

成了《实用类文本阅读教学激趣初探》一

文，没想到后来获得了一等奖，这对我是

一个大大的鼓舞。从此以后，我细心观

察教学中的疑难问题，主动寻找解决方

法，除了请教经验丰富的老师，还开始阅

读一些专业期刊，坚持撰写教学论文，逐

步对教育研究产生了浓郁的兴趣。

工作10年后，我不再满足基于教学

问题进行学习。当时的我，产生了职业

倦怠感。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苏霍

姆林斯基的话：“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

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

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

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幸福

道路上来。”这句话让我茅塞顿开。此

后，“如何做研究”成为我主要的学习方

向。除了阅读语文专业书籍，我还阅读

了基于课堂教学研究方面的书籍，例如

陈大伟的《观课议课与课程建设》《观课

议课与教师成长》等，这些书帮我掌握了

更丰富的教育研究理念、方法和策略，助

力我迈上了研究型教师的道路。

当课堂、学生和教学成为我的研究

对象，每天的工作就焕发着新鲜感，我不

断发现还有更多更新的知识值得学习和

探究。例如，在担任一次教学竞赛评委

时，我开始思考“发现式阅读”的问题。

查阅了不少资料后，我了解到美国教育

专家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认真拜

读了《布鲁纳教育论著选》。由此，我在

教学实践中加以尝试，并撰写了论文《阅

读：如何发现比发现什么更重要——以

随笔〈像山那样思考〉教学为例》。这篇

论文收录在《我们这样教语文》一书中。

这也让我感悟到，教师不能仅为解决教

学疑难问题而读书，更要带着对教学的

反思，为了生命成长的需要而读书。这

就使我走出只读学科专业书籍的限制，

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获得了新的成长。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就更加主动

参加各种培训学习。在省级骨干教师

培养中，我接触到“智慧型教师”这个概

念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我认真

阅读了相关著作，认识到成为“智慧型

教师”是对现代教师提出的更全面的要

求和更高的发展境界。通过不断研读

有关文献，我对“智慧型教师”及培养路

径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产生了要成为

智慧型教师引领者的想法，更明确了以

打造智慧型教师团队为目标开展进一

步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我更迫切认识到，日新月

异的时代需要与时俱进的教师，教师的

学习要融入时代的需求。2019年，我第

一次读到“项目化学习”这个词，并意识

到引进项目化学习将是优化教学方式、

推动课堂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

径。为此，我研读了夏雪梅主编的《项

目化学习设计：学习素养视角下的国际

与本土实践》等系列丛书，并在教学实

践中对语文项目化学习展开了专题研

究，面向省市骨干教师做了“引进项目

学习，提升语文综合素养”的主题讲座，

指导青年教师设计的课例获得省中学

语文教师课堂教学竞赛二等奖。

没有学习就没有成长。持续地学

习，让我从“职场小白”走向了研究型教

师，并走向智慧型教师。始于授业解

惑，延续于自身发展需求，在学习中不

断超越自我，在探索中不断成就自我，

让教师工作成为历久弥新的事业追求。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

教师发展中心）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是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

出“到 2035年，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

的骨干教师”。如何更专业地培养

骨干教师？骨干教师有何特征？骨

干教师成长有何规律？我们组织了

“五星闪耀”团队，经过6年多骨干教

师叙事研究，发现了一条骨干教师

的生命成长曲线，即由学习、实践、

反思、研究等组成的螺旋递进式生

命成长曲线。

在叙事中反思与追问

教育叙事不仅仅是记录、叙述

故事，更在于一种不断反思自身教

育生活与实践的专业精神，以及对

教师和学生在日常教学情境中教与

学的交往、追问过程。这种反思与

追问在叙事研究看来，是对经验的

重组、审视以及提供意义诠释的过

程。通过研究对象的自述式成长叙

事，可以帮助研究者获取最直接、最

丰富、最真实的一手材料，从而有利

于找到教师成长的规律。通过骨干

教师成长自述、个案研究和整体分

析，梳理骨干教师发展特点，揭示骨

干教师成长规律，进而为广大年轻

教师成长提供榜样，进一步探索骨

干教师成长之道和培养之路，是我

们的目标与责任。

在承担省级骨干教师培养项目

的 4 年中，我们密切接触了近 200 名

骨干教师。在培养项目完成后，我们

继续跟踪培养对象两年时间，观察培

养效果，并经常与培养对象合作开展

教育教学及教师发展的行动研究和

叙事研究。6年来，我们先是近距离

观察骨干教师的成长轨迹，听取他们

的成长故事，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

流和研讨；然后，组织他们进行成长

自述，撰写自己的成长经验和体悟；

最后，研究团队对骨干教师的成长故

事进行个案研究和整体分析。

“四有四能”式骨干教师

通过对骨干教师的多年观察、调

研和分析其成长叙事，我们把骨干教

师的特征总结归纳为“四有四能”。

有真挚的教育情怀。教师宋广

玲说：“我父亲曾是一位中学数学老

师，小时候我最大的快乐就是跟随

父亲到学校上课。受父亲的影响，

一个教师的梦想在我幼小的心里播

种……从踏上讲坛的第一天起，我

对教育的热爱一直未减。”正是因为

真挚的教育情怀，当国家有需要时，

宋广玲义不容辞地选择成为“援藏

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首批援疆

教师。

有强烈的内在动力。内在动力

是教师成长的原动力，驱动骨干教师

从“被造”变为“自造”。例如，自立、

自强、自觉、自律、自主、自悟不仅是

教师陈燕的成长密码，而且是她生命

成长最重要的内驱力。正是这“六

自”让她走向专业自觉、专业自主和

专业觉醒，并找到自己的教育信仰和

教学主张。

有科学的教育理念。在入职初，

教师魏莲花受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

育”理念的影响，把生活融入课堂，千

方百计让教学“生动”起来，让学生在

“做中学，学中做”。成为骨干教师

后，她以“融合”教育理念为灯塔，不

仅探索了教学与教研的融合，而且实

现了“生物圈”式的工作室联盟体的

团队融合，实践了“生物+跨学科”融

合式的校本课程建设。

有实践的教育智慧。实践的教

育智慧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形成和

表现出来的有效解决具体教育问题

的核心素养，是教师人格、学识、能

力、经验、机智等的综合体现。在一

次学生作品展示中，正当学生对某

个作品吹毛求疵时，教师叶泗凯引

导学生说：“请大家看看，这个作品

有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在

“构思比较独特”“想法很新颖”等称

赞声中，作品主人失落的小脸上露

出了笑容。

能娴熟驾驭课堂。经过前期的

成长和经验积累，骨干教师不仅能

够胜任教学工作，而且可以娴熟地

驾驭课堂，对课堂的组织和调控胸

有成竹。即使面对的是聋哑学生，

教师周翠娇依然凭借自己扎实的教

学功底和出色的教学能力，创造了

特教“让每一朵花都芬芳”的感人

故事。

能规范开展教研。骨干教师通

常以教研为生活常态，同时以研究

的姿态去追求专业成长，去解决教

育教学中的问题，从而提高育人效

果。比如，教师袁勇热衷于合作学

习的主题研究，组建了包括高校教

授、博士在内近 200 多人的研究团

队，开展系列校本教研，不仅出版了

多部著作，研究成果还多次获得省

市级教育教学成果奖。

能主动反思教学。教师陈恒海

由衷地说：“回顾自己的从教经历，是

经常反思成就了我。每次教学后的

反思不经意间已成为我的习惯，一直

到现在……坚持教学反思，不断完善

自己，是我专业能力提升快速而有效

的做法。”主动反思，教师就能主动发

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就能更容易找

到前行的方向和努力的地方。

能自信地分享自己。骨干教师

梁桂云带领上千人的网络研修团队，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每周开

展一次分享，指导教师备课、磨课、上

课和评课等。她像蒲公英播撒种子

一样，用自信带领教师把爱与教育的

种子播撒在小学语文教育的田野里，

从而带动团队成员教师走向共同

成长。

螺旋式生命成长

综合分析骨干教师的成长自述，

我们发现，学习、实践、反思、研究是教

师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4种行为，

并且这 4种行为不是直线式发生的，

而是螺旋递进式进行。从成长轨迹来

看，骨干教师的成长大体有如下共性。

学习注重实践取向。教师尤小

蓉在一次观摩学习后说：“两天的学

习结束了，我的心中有了一个清晰的

目标：我也要参加全国教学比赛，让

学生享受到高品质的物理课。回到

学校，我要更加认真对待每一节课，

把每一节课都当作比赛课一样去准

备。”后来，尤小蓉的课在第七届全国

中学物理教学创新大赛中荣获一等

奖。在谈到自己的成长经验时，她归

功于“边学边教”这个秘诀。

实践讲究反思相伴。“面对这样

的二年级学生，我开始是茫然的。但

是，许多教师的经验告诉我：在教育

过程中，一张灿烂的笑脸、一句赞扬

的话语、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都有可

能在孩子心里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

他们生命中意想不到的支点。所以，

我要努力给学生一个又一个支点。”

教师陈华晓通过反思自己的做法和

他人的经验，从中找到解决教育困惑

的钥匙，同时也搭建了通往更高层次

的成长梯子。

反思之后付诸研究。教师王秀

馨反思道：“我不断追问自己，除了

忙碌、琐碎，还有什么因素消解了自

己对幼儿教育的热情？我想，就是

工作中遇到的挫折。当幼儿园教

师，哪怕再小心，也常常要面对一些

突发事件。”通过参加骨干教师培养

班，她意识到教师要有儿童立场，并

带着责任心去开展研究，才能体验

职业的幸福。后来，她多次强调“坚

守儿童立场来开展教育，我们要研

究，要实践，要行动”。

研究中坚持再学习。在成长自

述中，教师廖容丽说：“要做学生心灵

的导师，仅有爱的浇灌不够，还要具

备专业素养、高超的教育艺术，特别

是要在研究中坚持学习。”教学水平

优秀的她，依然保持旺盛的学习欲

望，并坚持以微课题带动问题的思

考、工作的优化和学习的持续。

从新手教师到能手教师，再成长

为骨干教师，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规

律，是教师综合素质提升的过程，是

优秀教师成长的必由之路，也是教师

生命成长的过程。教师对自我生命

意义的追寻和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是

教师成长最强的内在动力。学习与

实践、实践与反思、反思与研究、研究

与学习之间和 4个模块之间，螺旋递

进，互相促进，形成了一条骨干教师

的生命成长曲线。

（作者分别系岭南师范学院教

授，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教研中心

主任）

2016 年前，我经历了 11 次赛课。

每一次参加赛课都备受煎熬，多少次的

推翻和重来才凝聚成最后赛场上精彩

的呈现。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08

年和 2014 年的赛课，如今回想起来仍

思绪万千。

2008 年，我任职于一所农村小学。

参加区级赛课时，我没有团队、导师，只

能一个人艰难摸索，数次陷入困惑和迷

茫的泥潭中。从区阅读教学课堂竞赛

到省、市级录像课比赛，我举步维艰，但

每次机会我都不愿错过，反复修改教案

和试讲。幸运的是我获得了省录像课

比赛二等奖，这让我有机会调入省一级

学校——湛江市第八小学。

2014 年，在新单位我再一次出征。

与以往不同的是，学校不仅组织了团队

磨课，还邀请专家对我深入指导。这一

次赛课虽辛苦，却不孤单无助。我运用

新技法、实践新理念，最后在省级青年

教师阅读竞赛课舞台上绽放异彩，获得

了省赛一等奖第一名。

两次赛课，一次形单影只，一次众

人相助，让我感受到教研团队的重要

性，感受到一名教师只有学习新理念、

运用新理念指导教学，才能体会并享受

课堂之美、发现课堂的无限魅力。

因为参加省级赛课获了奖，2016年

我被推荐参加省级骨干教师培养班。

开班仪式上，导师语重心长地嘱咐我

们：“你们不仅是一位培养者，也是一名

示范者。你们要凝聚省骨干教师的力

量，推进学校或区域教学教研工作，在

成长自我的同时也要成就他人。”于是，

我开始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草根

教研团队，朝着明亮的远方进发。刚开

始，我们摸索着前进，虽然研究团队人

数不多，辐射范围不大，但是我们在黑

暗中看到了星辰和曙光。

2020 年春天，由于疫情影响，我们

另辟教研新路径，以网络教研作为教

研团队的主打方向，让更多伙伴跟我

们走在了一起。随着队伍壮大，我们

开始凝聚众人智慧，携手千人成长。

来自五湖四海的“小语人”因梦想而

聚，因专业而学，每周都在网络上观课

议课磨课，共同交流收获，解决遇到的

难题。核心素养、跨学科学习、学习任

务群、学历案、单元整体备课等，都成

为挂在我们嘴边的话。随着活动的深

入推进，我们收获了先进的教育教学

理念，收获了专业成长带来的价值感，

收获了思维碰撞中带来的内心充盈

感。而我作为团队的组织者，也因此

感到荣幸和欣慰。

“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空”。

我把研讨成果转化为一节节课，不断变

革自己的课堂，提升教学的艺术。通过

学习，我清晰地认识到教育要致力于培

养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

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我深知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应把思

考的时间和空间留给学生，教师是课堂

的组织者、引导者，在课堂要真正体现

学生学的过程，要真正训练学生的思维

力、创造力。所谓“积识成智”，积累让

我的教学思考更深入，让我的教学策略

更丰富。因此，我的课也变得“活”起

来，营造出宽松自由的课堂氛围，在轻

松的氛围里我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

习，激发了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提

高了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

教研让我培养学生时目光看得更

加长远，看到了思维发展才能培养出创

新型人才的需要，看到了学生终身发展

的需要。专业学习提高了我的工作效

率，也点燃了学生学习的内动力。专业

学习成就了更专业的教师，也将培养出

更加优秀的学生。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湛江市第八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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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让成长自然发生
□ 冯宇红

专业学习成就专业教师
□ 梁桂云

特别策划

□
许
占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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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专业地培养骨干教师？骨干教师成长有何规律？广东省中小
学教师培训专家工作室主持人许占权教授组织了“五星闪耀”团队，

经过 6年多骨干教师叙事研究，发现了一条骨干教师的生命成长曲线，出版了
《经验与分析：骨干教师成长叙事研究》《从优秀到卓越：教师领导力的 12项修
炼》等著作，研究成果荣获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一等奖。

骨干教师在制作“螺旋递进”生命成长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