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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问卷、档案查阅与访谈等方法,对 33个县 1997 2006年十年间的教师培训规

模、培训经费、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师资与培训效果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结果表明:教师培训

规模逐渐扩大,但农村教师参加高层次培训的机会仍然不多; 教师培训经费逐年增加, 但经费投入

还没有达到政策规定的标准;培训内容缺乏科学性、系统性与有效性;培训方式不利于熟手教师向

专家型教师转变。建议加大培训经费投入,加强对教师培训的研究,将教师专业发展的最新研究

成果引入教师培训,系统构建培训内容, 创新培训方式, 培养一批有水平的培训者, 从而有效促进

教师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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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素质是影响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教师培

训是提高在职教师素质的重要手段。近年来, 教师

培训得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高度重视, 总

结培训的成绩和问题, 对于提高培训的质量, 具有

重要意义。调查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从某省

抽取 33个样本县,每个县的 9所小学、3所初中、1

所高中。调查问卷分教育局长问卷、校长问卷与教

师问卷。教育局长问卷与校长问卷的内容主要有

培训规模、培训内容、培训经费、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及培训效果的评价等; 教师问卷包括教育观念、教

学能力、科研能力、教育心理知识、教师工作满意

度、教师心理健康等。共有 33名教育局长、396名

校长和 3352名教师参与了调查。调查结束后, 采

用 exce l与 spss13. 0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处理, 调查

结果分析如下。

一、培训规模

保证一定的培训规模是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

质的重要条件。教育部 1999年发布了 中小学继

续教育规定 , 提出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原则上

每五年为一个培训周期 ,
[ 1 ]

,并于 1999年和 2004

年先后启动了两轮教师全员培训工程。调查以参

加培训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为衡量教师培训

规模的指标,按照培训级别与组织主体将培训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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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校级五种类别。考虑到

教师重复参加培训的问题, 对县级以上培训, 按较

高级别只统计一次, 对校级培训单独统计。结果见

表 1。

表 1 各级培训参训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 (单位: % )

培训级别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国家级培训 0. 24 0. 24 0. 25 0. 32 0. 24 0. 27 0. 48 0. 6 0. 64 0. 64

省级培训 1. 41 1. 68 2. 09 2. 57 2. 44 2. 38 3. 11 3. 39 3. 93 4. 15

市级培训 8. 35 6. 05 5. 93 6. 41 6. 45 7. 74 9. 15 11. 33 12. 05 13. 94

县级培训 69. 47 69. 7 71. 77 68. 13 70. 5 74. 9 74. 68 72. 46 68. 85 68. 2

县级以上培训合计 79. 47 77. 67 80. 04 77. 43 79. 63 85. 29 87. 42 87. 78 85. 47 86. 93

校本培训 81. 55 81. 71 81. 87 82. 73 83. 26 84. 13 85. 4 87. 87 87. 95 88. 7

由表 1可知, 2001年之前, 参加县级以上培训

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稳定在 78%左右, 2002

年后, 随着新课程的实施, 参县级以上培训的教师

占总教师的比例上升并稳定在 85% 以上, 参加校

本培训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从 1997年的

81. 55%上升到 2006年的 88. 7%。培训规模在发

展趋势上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参训教师比例逐年

升高, 培训规模趋于稳定; 二是高层次培训渐趋增

多,市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培训

责任;三是校本培训普遍受到重视。培训中存在的

一个突出问题是,培训机会不均等。我国县镇和农

村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82. 7%
[ 2 ]

, 但参加国家级培

训的比例只有 1. 5%, 低于市级学校教师的 3. 5% ;

参加省级培训的比例为 6. 55% , 低于市级学校教

师的 9. 5%; 参加市级培训的比例为 17. 5% , 低于

市级学校教师的 42. 14%。访谈中,校长与教师都

谈到高层次培训的匮乏与优秀教师的流失导致学

校没有骨干教师, 缺乏良好的教师专业发展氛围,

教师队伍整体质量始终停留在较低水平上。教师

工作满意度地调查发现:乡镇农村学校与县级学校

教师对培训机会与发展机会的满意度均低于市级

教师, 且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05)。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当今对教育公平

的关注从量的公平转到质的公平。公众对优质教

育资源的需求从物质资源逐渐转移到人力资源。

其中高素质教师是优质人力资源的核心, 缩小区

域、城乡间教师素质差距是当前我国促进教育公平

的重要途径。
[ 3]
因此,建议加大农村中小学教师的

培训力度,提高其参加市级以上培训的比例。

二、培训经费

经费投入是教师培训顺利实施的基本保障。

对样本县平均年培训经费的统计结果表明: 从

1997年 2006年,培训总经费从 12. 8万元增加

到 37. 1万元, 人均年培训经费从 28. 3元增加到

109. 7元。

图 1 人均年培训经费变化情况 (万元 )

从经费投入的绝对值上看, 培训经费逐年增

加,但如果考虑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国民收入与教育

事业公用经费的增长以及培训成本的提高, 教师培

训经费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加。按照目前工资年收

入 2万元,培训费用为工资的 2. 5%计算, 人均年培

训经费应当为 500元,对教师培训经费的投入远未

达标。从全国来看, 教师培训经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有:第一, 经费投入普遍不足, 59. 3%的校长反映目

前没有稳定的教师培训经费来源; 第二, 个人负担

过重, 65. 7%的教师反映个人承担了半数以上的培

训费用;
[ 2]
第三, 乡村学校教师培训经费更少。

[ 4]
我

国 中小学继续教育规定 中明确指出:中小学教

师继续教育经费 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

措,在地方教育事业费中专项列支 。
[ 1 ]
然而, 调查

发现,大多数县并没有按照政策要求将教师培训经

费单列支出。在农村税费改革和实行 一费制

后,农村教师培训更缺乏固定的经费来源。

培训经费的不足严重影响了教师培训的积极

性,尤其制约着农村和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建议国家和地方要充分认识到教师培训的重要性,

加大经费投入;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教育培训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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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列支,保证教师培训有稳定的经费来源; 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教育培训经费的监管。办

学主体要拓宽经费筹措渠道, 广泛利用社会资源,

引导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支持教师教育。

三、培训内容

教师培训的作用就在于促进教师完善知识结

构,提高专业能力, 成长为成熟的专业人员。培训

能否达到预期目的, 首先在于培训内容的选择。在

教育局问卷和校长问卷中要求列出近十年教师培

训的内容及培训时数,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查阅了市

县教育行政部门的档案文件, 综合两方面的调查结

果得出教师培训内容。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1997 2006年教师培训的主要内容 (单位: % )

培训内容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总计

学生评价 1. 5 4. 2 18. 0 2. 4

心理健康 14. 9 4. 2 14. 1 3. 3

教育科研 28. 4 2. 4 3. 1

教育理论 13. 0 15. 4 33. 3 6. 1 23. 8 20. 9 4. 2 18. 0 15. 4 15. 0

学科知识 13. 0 11. 5 4. 2 6. 3 21. 4 25. 4 35. 8 40. 0 24. 4 19. 2

管理能力 8. 7 11. 5 3. 0 2. 0 2. 6 2. 8

基本功 26. 1 26. 9 16. 7 15. 2 15. 6 19. 1 14. 9 14. 6 2. 0 15. 1

教学能力 8. 7 7. 7 20. 8 30. 3 21. 9 2. 4 1. 5 2. 1 2. 0 2. 6 10. 0

信息技术 8. 7 7. 7 12. 5 24. 2 25. 0 23. 8 14. 9 16. 7 14. 0 9. 0 15. 7

教学模式 13. 0 7. 7 8. 3 3. 0 7. 1 3. 0 6. 3 4. 0 12. 8 6. 4

师德 8. 7 11. 5 4. 2 21. 2 3. 1 0. 0 0. 0 2. 1 18. 0 1. 3 7. 0

从表 2可以看出, 近十年教师培训内容中, 重

视学科知识、教育理论、基本功、信息技术的培训,

但对学生评价、心理健康、教育科研、管理能力、教

学模式、师德等的培训较少。

作为一项专门化的职业,教师必备的知识至少

应包括本体性知识 (学科知识或课程知识 )、条件

性知识 (教育心理学知识或教学法知识 )与实践性

知识 (情境知识 )。
[ 5]
本体性知识是教学活动的实

体部分,条件性知识对本体性知识的传授起到理论

支撑作用,
[ 6 ]
实践知识是教师真正使用并对教师的

工作起到实质性指导作用的知识。目前教师职前

教育对教师的本体性知识关注较多,而对条件性知

识的教学略显不足。我们对新教师教育心理知识

掌握程度的调查表明,教师的条件性知识掌握程度

较差 (答对率不足 60% )。对教师职后培训内容的

调查发现,条件性知识已经受到了关注, 但大多停

留在宏观层次的 教育理论知识 层面, 对微观层

面的 学生如何学习 、教师如何教学 等实施课

堂教学必备的条件性知识关注很少。教师职前教

育与职后培训对教师条件性知识的漠视制约了教

师自身教学专长的发展。

教师要开展有效的教学,除了要具备全面的知

识外,还需具备相应的能力。当代教师至少应具备

良好的教育能力、顺利实施课堂教学的能力、一定

的教学监控能力与自我发展的能力。
[ 7]
从教师培训

内容的调查不难发现,目前针对教师能力的培训内

容主要围绕课堂教学进行构建, 教育能力、教学监

控能力与自我发展的能力。课堂教学能力是教师

必备的一项基本能力,最能体现教师教学工作的专

业性特点,但教师要胜任教育教学工作, 仅仅具备

这项能力还远远不够。一名初中一年级学生的心

里话发人深省: 老师根本不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

怎么教育我们? 育人是教师的首要职责,每一位教

师都应具备全面了解学生、正确评价学生、对学生

进行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效转化学习不良

学生等各项教育能力。而现实中, 学科教师往往认

为自己的职责仅限于学科教学,教育学生更多的是

班主任的事情,因此对自身的教育能力关注不够。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 教师角色已由传统的

教书匠 、工程师 逐步向 专业人 、研究者

转变,是否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能否实现角

色转变的关键因素。自我发展能力主要应包括学

习能力与教育研究能力。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的不断深入,教育研究能力已经进入了教师培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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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但往往停留在 知识 层面,仅仅是从理论上

告诉教师 应当怎么做研究 , 而很少引导教师去

做真正的研究。在教师的能力结构中, 教学监控能

力 是其最高级的成分, 它不仅是教学活动的控制

执行者,而且是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内在机制 ,

是区分新教师和专家教师的一项重要指标 。
[ 8]

教学监控能力已经引起中小学校的普遍重视, 调查

中发现大多数学校都要求教师完成一定数量的 教

学反思 或 教后记 , 但在教师培训中, 几乎没有

对 教学监控能力 的专门培训。教师往往不知道

为什么要进行反思 ,更不知道 该反思什么 。

综合以上调查与分析, 近十年教师培训内容主

要有学科知识、教育理论知识与课堂教学能力, 有

利于促进新手教师向熟手教师转变。存在的主要

问题有:第一,培训内容的选择没有借鉴最新研究

成果,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第二, 培训内容不够全

面,不利于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第三, 培训缺乏系

统的规划,内容重复, 缺乏创新;第四, 培训内容侧

重于教师的基本素质,对专家型教师的成长帮助不

大;第五,培训内容没有充分考虑到教师已有的工

作经验。教师的成长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培训内容的构建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建议

在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研究与教师专业发展现状

调查的基础上系统构建培训内容, 并针对不同发展

阶段教师的不同特点,构建不同的培训内容。

四、培训方式

知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教师应针对不同类

型知识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因此在

教师培训中,应特别重视培训方式的选取。当前国

内外较为流行的教师培训方式有校本教师培训、反

思型教师培训、参与式教师培训、
[ 9]
案例教学、小组

讨论、基于问题的教学 ( PBL)与行动研究等。每一

种培训方式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和适用的范围, 教师

培训实践中往往需要综合使用多种培训方式。调

查发现,目前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采取的方式主要

有师范院校专家讲座 (讲授 )、优秀教师观摩课交

流、校本教研与远程学习等。这些培训方式都不同

程度地促进了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学科知识的增

长与课堂教学能力的提高, 但对专家型教师必备的

扎实的条件性知识及在实践中有效运用的能力、教

学监控能力、科学研究能力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访谈中,教师谈到频率较高的一个问题: 这些

理论知识确实很好, 观念也很先进, 但在实际的教

育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 部分教师

反映: 每年培训的内容和形式都差不多, 收获不

大 , 从而应付了事; 对校本培训则普遍反映出 培

训缺乏专家的引领, 在经验层面上止步不前, 对自

己的发展帮助不大 。这些问题虽然与当下教育中

普遍存在的应试倾向和浓厚的功利化色彩有关,但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教师培训中理论与实践脱节、

培训针对性差、不注重教师的积极性与自主性等问

题。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 学习不单是知识由外

到内的传递,更多是学习者主动建构自己知识经验

的过程。因此,学习者原有知识经验、参与性及自

我监控能力尤为重要。

英国的菲利浦 ( Philip Adey)等人在长达三十

多年的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 在学校中通

过项目实施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的教师培训模

式。这种培训模式强调在项目实施与课题研究过

程中培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指导教师, 在课程改

革过程中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 10 ]
近十五年来,我们

在 100多所实验学校试行了 专家引领下的校本培

训 模式。专家根据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 帮助学

校制定系统的三年或更长时间的校本培训规划,规

划对新手教师、熟手教师和专家型教师提出了不同

的要求。专家培训综合应用教育理论培训、课堂教

学指导、教学案例分析、教师合作研讨、教育科学研

究、行动研究等方式,同时,学校还针对不同的教师

采取不同的自主培训。这种模式重视教师自我发

展的积极性,重视对教师教学专长现状与教师现实

需求的分析,针对不同教师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

在培训过程中,专家进行长期的临床指导, 一步一

步地促进教师教学专长的发展。实践证明这种模

式将教育实践与教师专业发展理论有效结合起来,

能帮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顺利度过高原期,

能促进新手教师向熟手教师转变及熟手教师向专

家型教师转变。

五、培训师资

目前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的师资构成主要包

括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理论工作者、教师进修校的

教师、教育局教研室的教研员及中学优秀教师。教

育理论工作者往往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与学科发

展的高度解释现实教育情境中发生的各种教育现

象,我们称他们为理论专家。其他三类培训师资主

要来源于基础教育一线教师。他们具有丰富的教

育教学实践经验,我们称他们为实践专家。理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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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实践专家各有专长, 但作为培训者, 各自的不

足也显而易见。理论专家缺乏基础教育教学的实

践经验,往往能够从理论出发, 诊断出教育中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但很难提供操作性强的技

术与方法。实践专家通常能从教学实际出发, 提供

具体的技术与方法,但无法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

教师的专业发展进行系统指导。培训者自身素质

的结构性缺失导致教师培训中普遍存在的低效, 制

约了教师自身的发展。

在日益重视教师培训的同时, 培训者的专业化

问题也应引起关注。如果教师培训者不具备专业

化的素质,就很难培养出专业化的教师。 2007年 2

月,欧盟出台文件把教师和教师培养者两个层面的

专业化发展问题列为欧盟教育发展的 20个核心指

标之一。
[ 11]
李建忠、刘欢桐等人也有对培训者专业

化的论述。
[ 12 ]
我们认为, 教师培训者的培养也是一

个系统工程。一方面,高校与中小学校开展密切合

作,为培训者的成长搭建平台。另一方面理论专家

和实践专家都需要向对方学习。理论专家需要频

繁地走进中小学课堂, 需要与一线教师平等对话,

在实践中构建适合一线教师的理论话语。实践专

家可以通过自主学习、攻读硕士学位、开展课题研

究等途径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与研究能力。

六、培训效果

培训效果是培训工作的生命所在, 通过对培训

效果进行评估, 可以衡量培训目标的达成程度, 为

以后的培训设计提供依据。根据培训目的和培训

进程可以采取不同的评估标准。K irkpatrick提出

了四层次培训效果评估模型, 该评估模型分为 反

应 、学习 、行为 、结果 四个层次。
[ 13]
研究从

反应 与 结果 两个层面对十年间的培训效果进

行了调查。在 反应 方面, 设计了教师对培训效

果的主观评价、校长对培训效果满意度的主观评

价;在 结果 方面, 设计了教师专业素质现状调

查,具体包括教育观念、知识水平、能力水平、心理

健康四个方面。

(一 )教师与校长对培训效果的主观评价

问卷要求教师对教育观念的转变与教师能力

的提高进行评价。调查结果表明 70%以上的教师

认为培训对教育观念与具体的专业能力方面都促

进了自己的提高。具体而言,教师普遍认为培训对

教育观念 ( 78. 7% )转变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专业能

力 ( 74. 29% )提高的促进作用; 在专业能力方面,

教师认为对自己帮助最大的是合作能力 ( 75. 7% )

与教学能力 ( 75. 5% ), 其次是创新能力 ( 74. 75% )

与组织管理能力 ( 73. 7% ), 帮助最小的是科研能

力 ( 71. 8% )。约有 22%的教师认为培训对自己没

有太大的帮助。

在培训对于提高教师素质的作用方面, 校长对

教育观念 ( 68. 6% )、教学能力 ( 70. 6% )与合作能

力 ( 67. 5% )方面的满意度较高, 对组织管理能力

( 64. 4% )、科研能 力 ( 56. 3% ) 与 创新 能力

( 53. 3% )方面的满意度较低。校长对培训效果的

主观评价与教师基本一致。

(二 )教师素质现状调查结果

K irkpatrick的四层次培训效果评估模型中的

结果 ,包括是否提高了产量, 改进了质量, 降低

了成本,提高了利润等。研究认为教师素质是教师

专业发展的成果之一,从教师素质现状可以推断出

培训的效果。国外对教师素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教师的个性品质、教育观念、知识结构、教学能力等

四个方面,
[ 14]
我国学者林崇德、叶澜等对教师素质

问题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对教师素质结构

的提法虽不尽相同, 但均含有共同的核心部分, 即

教育观念、知识结构与专业能力。鉴于现在不容忽

视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我们认为教师的心理

健康也应当作为衡量教师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

因此,研究从教育观念、教育心理知识、教学能力、

科研素养、心理健康五个方面对教师素质现状进行

了调查,发现教师总体上已具备现代教育理念, 有

一定的教育心理知识与科研素养, 有较强的教学能

力。主要问题有: 第一,新教师与农村教师的教育

观念与课堂教学能力较差; 第二, 教师对教育心理

知识整体掌握较差, 问卷答对率只有 60. 21% , 其

中高中教师最需要学习提高; 第三, 教师整体上科

研理论知识储备少, 对教育研究方法的了解不多,

77%的教师不进行教育教学研究, 教师整体的教育

科研素养急需提高; 第四, 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教

师只占到 50. 5%, 有轻度或中度心理问题的教师

占 47. 3% , 有严重心理问题的教师占 2. 2%, 心理

健康问题突出。

综合以上分析, 不难发现培训对教师教育观

念、教学能力等基本素质方面的促进作用较大, 而

对教师的条件性知识、科研能力、创新能力等作为

专家型教师必备的素质与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帮助

不大。这与培训内容的不全面、培训方式落后、培

训者素质的结构性缺失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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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近十年教师培训的调查与研究,发现教

师培训规模已经基本满足了教育的要求, 但培训机

会不均等;教育经费逐年增加, 但仍然很难满足现

实的需求;培训内容有效促进了新手教师向熟手教

师的转变,但对熟手教师向专家型教师转变的帮助

不大;教师培训方式对教师自身的经验与教师主动

性积极性关注不够;教师培训者素质不高。建议加

大培训经费投入, 加强对教师培训的研究, 将教师

专业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教师培训, 系统构建

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 培养一批有水平的培训

者,不断促进教师的发展与教育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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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Prim 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Status in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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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questionna ire, interv iew and o ther file accessm ethods, the scale, funds, contents, m ethods,

tra iners and effectiveness of ten years ( from 1997- 2006) teacher tra in ing in 33 counties w 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a lthough the scale of teacher tra in ing w as expanded gradually, the opportun it ies

for rural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a h igh leve l training w ere still lim ited; Teacher tra in ing funds were increased

every year, but the funds input had not yet reached the standard w hich w as set by po licies and regu lations;

Tra in ing con tents lacked scientificity, system aticness and effect iveness; Train ing m ethods w ere no t benefic ia l for

the teachers to change from profic ient teacher to expert teacher. W e suggested that in order to prom ote the teacher

pro fessional developm en,t the funds of teacher training shou ld be increased, the teacher train ing research

streng thened,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 lts of teacher tra in ing introduced in the teacher training pract ice, training

content constructed system atically, tra in ing m ethod should be innovated, and a lot o f high leve l tra iners shou ld be

cu ltivated.

Key words: Teacher tra in ing; Teacher professiona l developm en;t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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