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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具有包括技能、知识、意识、行动的多维结构，其支持系统包
括制度、资源和文化三要素。 支持系统通过目标－结果和行动－过程两种反馈机制对教师自主培养进行支持。
基于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统是对原有系统的变革。 基于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
系统的构建，在制度要素方面需要建立发展性评价制度、增加管理弹性，在资源要素方面需要采取教师发展
中心模式、开展主动建构的发展项目，在文化要素方面要形成鼓励创新、鼓励合作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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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方社会意 识到教师自 主的必要性 并努力践

行教师自主是始于1810年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但作

为一个研究主题被提出和关注则始于20世纪90年

代，而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教师自主培养起步于2000
年以后。 教师专业发展一方面以教师自主培养为前

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又需要组织的支持。

一、基于自主培养的教师专业发展

（一）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源性转向

“教师专业发展” 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

的美国，兴盛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美。 高校教

师发展是旨在开发和提升高校教师专业能 力的活

动［1］，教师的持续学习就是“专业发展”，强调了教师

作为“教人者”和“学习者”的双重角色，强调专业知

识、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感等三重维度的发展。 教师

专业发展经历了六种范式的演变： 一是知识范式，
认为教师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因而在教师教

育中强调教师知识的获得和传授。 二是能力范式，
不仅注重教师知识的获得，更注重教师基本教学技

能的掌握。 三是情感教育范式，强调教师对学生的

爱心，即教师能否关注学生的情感发展，教师自身

是否具备情感人格方面的条件。 四是 “建构论”范

式，强调教师是一个成长过程中的人，需要不断地

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需要把知识变成完全个人化

的，而不是外在于自己的东西。 五是“批判论”范式，
主张培养教师的独立思考能力，认为教师不仅要关

心书本知识，还要关心书本以外的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和生活等的合理性，以一种审视的眼光独立地

看待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文化。 六是“反思论”范式，
主张教师应该培养自己反思的意识，不断反思自己

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建构、
自我更新，从而获得持续不断的专业发展。这种培养

范式正逐渐成为国际教师教育的主流。
从国际教师培养范式的演变路径可以看出，在

提高教师专业能力的过程中，由最初只强调教师的

知识素养、能力素质、人格修养到强调教师的自主

性与主体性素质的演进，由强调外在的素质标准转

变为内在的自我提升，即由外源性专业发展到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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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专业发展的转向。 这种内源性转向即教师的自主

专业发展，是基于自主培养的专业发展。 高校教师

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质，更需要其在工作过程中不

断寻求积极主动发展，不断进行自我超越。
（二）多维结构模型

自主是通过观察、反思、自 我批判和选 择性评

价发展的，教师自主是教师发展的关键前提。 基于

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综合知识 维

度、技能维度、意识维度和行动维度的多维层级结

构，是一个多维层级互动发展的过程。从知识维度上

说，基于自主培养的专业发展是“自我导向的教师

学习”， 是教师作为主动的学习者从外部环境中获

取各种学习资源来进行知识重构的过程。 从技能维

度上说，高校教师作为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在教学

和科研中需要做大量决策，教师要不断增强课堂教

学的自我决策能力，不断发展教学、科研以及与他

人合作所需的技能，是技能强化的过程。 在意识维

度上，基于自主培养的专业发展是一种意识，是高

校教师较好控制自身主观现实或内心世界，是一种

持续的自我反思过程，即教师以自己的实践过程为

思考对象，对自己所做出的行动、决策以及由此产生

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 教师对自我专业发展的反

思是教师自主专业发展的基点，它是一种通过提高

参与者的自我觉察水平来促进能力提高的途径。 在

行动维度上，强调教师专业发展是一种自我导向的

专业行动，教师要通过个人责任感、持续的反思与

分析控制他们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实践。

二、基于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

统内涵

自主培养强调自主权利和对外部强制的解放，
在复杂性思想看来，自主并不是说不要任何外部条

件，不需要借助外在力量，自主概念是一个与依赖

互补的概念， 自主是建立在对环境的依赖 基础上

的。 如果把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看作一个工作的系

统，需要更新能量来维持生存，因此它必须从环境

来吸取能量。 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2］，人

的行为是由人的自我状态和环境两种力量构成的，
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也是由自主培养和外 部环境

两种力量构成。 自主培养是自我状态，是大学教师

专业发展的内部动力源，而外部环境影响大学教师

的兴趣、价值观，对大学教师专业发展起着正向和

负向的双向作用。 影响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环

境包括大学与社会，本课题重在研究大学对教师专

业发展的支持，因此本文中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外

部环境仅限于大学。 教师基于自主培养的行为与所

处的环境经常存在三个层次的冲突 ［3］：第一层冲突

是价值冲突。 在这种情形下，学校和教师享有同一

个目标，但是他们不享有相同的价值观。 第二层冲

突是规则冲突，教师自我培养开展专业发展所提出

的要求与维持工作所需的要求相冲突，使得教师在

有限时间内改进个人方法变得更加复杂化。 第三层

冲突在于活动冲突。 主要指教师自发的行动与学校

所组织的活动的时间冲突。 这些冲突对基于自主培

养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是一种负向作用。 外部环境

与自主培养行为的冲突得到消解，并提供教师自主

培养所需的资源支持，在制度上给予引导时，外部

环境对教师自主培养的专业发展就是正向作用。 这

种对教师自主培养的专业发展起正向作用的外 部

环境就构成了基于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 业发展

的支持系统。 构建基于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业发

展的支持系统，就是消解环境的负向作用，增加正

向作用。

三、基于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

统要素

基于自主培 养的高校教 师专业发展 支持系统

包括制度、资源、文化三要素，具体见图1。

（一）制度要素

在学校教育中，学校的管 理策略、行动 程序以

及绩效制度构成了支持系统的制度要素，制度要素

是对教师自主培养影响最为直接的要素。 一方面，
很多学者把制度的削弱作为教师自主的来源。 教师

图 1 基于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统要素

文化要素：
价值观 管理风格
行政作风

制度要素：
管理战略 管理策略
行动程序 绩效制度

自主选择空间自主行动空间

基于自主培养的高
校教师专业发展

资源要素：
学习平台 发展项目
反思参照 发展经费

影响态度、思维和进取心

激发动机
提供条件
培养自主能力

激励
引导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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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获得以制度权力的减弱为前提，教师自主来

源于外部控制的有限性［4］。 大学教师比中小学教师

具有更为复杂的社会角色和外部制度框架。 社会角

色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中担

负一定的职责和义务，大学各类制度的要求对教师

进行专业控制，致使教师无法获得完全自主的理想

状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高校教师的自主培养是

一个程度问题，大学各级之间的制度规则形成了高

校教师自主培养的边界，设定了一些参数，构成了

高校教师自主培养的空间。 教师自主培养与制度要

素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与教师专业发展相

匹配的评价制度有助于促进教师的自我反 思和自

我成长。 对教师自主培养所作的激励性制度安排，
如学术休假制度等为教师的自主培养行为提供 了

客观条件。 因此，合理的制度安排对教师的自主培

养行为起正向作用。
（二）资源要素

自主培养指向三个方面： 一是动机和需要，二

是条件，三是自主培养的能力。 基于自主培养的高

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统的功能并不是组织具 体

的教师发展项目，而是帮助教师能够满足自主培养

的三个方面。 首先，自主培养的专业发展是以专业

发展为目标的自我行为。 自主培养倾向性既具有稳

定性，也会受团队和组织影响。 在高校教师群体中，
不是每一名教师都有专业发展的意愿和自主培 养

的自觉，支持系统需要采取多种形式来激发教师专

业发展愿望和自主培养自觉。 再者，在其自主培养

的各种方式中，自主学习需要学习资源，自我反思

以反思参照为前提，合作交流也需要交流的平台和

经费支持，甚至作为培养提高的主要形式，需要可

供选择的发展项目，教师自主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是教师掌控自己的学习，教师有选择参加哪个发展

项目的自主权力， 这又以多样化的发展项目 为前

提，如果可供教师选择的发展项目非常单一，教师

无从选择即等于削弱了教师的自主选择空间。 高校

教师作为一个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职业， 学习资

源、反思参照资源等较中小学教师而言是相对稀缺

的，作为一个高度自觉的主体，教师可以在现实环

境中积极搜寻和获取这些资源，个体的搜寻和获取

能力的有限性是一个基本事实，需要外部环境提供

包括学习平台、发展项目、反思参照、经费等资源支

持，大学有责任为教师提供各类资源。 综上，资源要

素是基于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 统

的重要要素。
（三）文化要素

文化要素包括价值观、学校的管理风格和行政

领导的工作作风。 高校的价值环境是一所高校的教

师群体在教学科研过程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性

关系中逐步形成的各种态度、风气、价值观念等。 处

于高校价值环境中的教师，受到他人的态度、期望

与要求的影响，从而建立自己的价值观。 价值环境

是大学教师发展的精神支持与动力，对大学教师的

专业发展起着直接作用， 影响着高校教师的思维、
态度、行为和发展方向。 一般而言，学校的管理风格

和行政领导的工作作风都会影响到教师的自主 专

业发展， 如果学校能够给予教师更多的鼓励 和支

持，为教师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工作氛围，使教师

在压力适当的条件下工作，教师就会有更多的工作

热情，并能积极进行教学创新，以此来促进自己的

专业成长。 同事间、上下级之间所形成的信任氛围

也非常重要。 如果学校在不信任的基础上进 行管

理，教师的发展就会受阻，工作的积极性也会受到

影响，不利于教师的持续发展。 文化要素是基于自

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统的基础要素。

四、基于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

统机制

基于自主培 养的高校教 师专业发展 支持系统

机制是系统的要素与教师自主培养之间的相互 作

用，展现的是教师专业发展所遵循的基本逻辑，教师

专业发展的过程往往依靠两者之间的互动而展开。
与传统模式不同，自主培养模式下，支持系统对高校

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不是通过直接的干预来实现，
而主要是通过反馈机制来实现，反馈机制包括目标—
结果反馈机制和行动—过程反馈机制。

（一）目标—结果反馈机制

目标—结果 反馈机制是 支 持 系 统 通 过 对 高 校

教师专业发展结果的强化反馈，从而调节高校教师

的个人专业发展目标（见图2）。 在自主培养模式下，
高校教师自主设定培养目标，实现专业发展。 如果

支持系统对该结果进行正向强化，如恰当的制度评

价、同事评价、精神鼓励、经济待遇的提高、发展平

基于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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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提升、职称晋升、学术地位提高等都会使教师

对专业发展结果产生满意感，促使教师制定更高的

专业发展目标，从而对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形成正

向反馈。 同样，如果系统对教师专业发展结果反馈

是负向的，如不恰当的制度评价、不恰当的同事评

价、精神惩罚、经济待遇兑现延迟或缺失、发展空间

的缩减或限制等，会导致高校教师的不满意情绪，导

致高校教师降低个人的专业发展目标， 形成对高校

教师专业发展的负向反馈。 目标—结果反馈机制主

要是支持系统中的制度要素和文化要素，是教师专

业发展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外在反馈机制。

（二）行动—过程反馈机制

自主反思的 质量还取决 于教师自主 反思能力

和环境条件，囿于能力和条件，高校教师的自主反

思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反思片断化，缺乏系统性；二

是反思表层化，缺乏深度研究；三是反思对象单一，
缺乏必要的广度；四是反思参照过少，缺乏必要的

资源等。 行动—过程反馈机制的支持系统就是通过

反馈，提供给主体合适的环境条件、反思参照资源

或学习资源， 提升主体的反思能力和学习能力，从

而增加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为高校教师自主的专业

发展提供必要条件的一种反馈机制。 从图3可以看

出， 高校教师专业的自主反思是一个发现问题、观

察、分析、理论重构、主动试验、改进行动的回环递

归的过程。 自主反思是反思者主动发现问题并针对

问题寻求解决策略的反思。 这种反思源于高校教师

发现教学科研中的问题，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进行

观察，观察又分为两种，即回视自身和寻求参照。 通

过观察，教师的内在观念与外在行为、个人观念与

公共知识的差别被揭示，进而从部分到整体或从整

体到部分进行辨证分析， 发现内在联系和规律，即

反思的分析过程。 通过分析，形成了新的内在观念，
构成了重构过程，主体进一步设计行为调整方案并

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验证无效则返回前若干 个步

骤，验证有效即采取改进行动，直到又发现新的问

题，开始新的循环过程。 而支持系统在反思过程各

个环节的反馈，有助于反思质量的提升和反思的持

续化。 在发现问题阶段，系统可积极搜索教师个体

在教学科研中遇到的问题，完善反思参照资源。 教

师个体在观察时，充分利用系统内参照资源，扩大

了个人搜索空间，更容易寻求到参照性强的反思参

照。 在观察、分析、理论重构和主动实验阶段，通过

方法培训，进行引导和修正，提高能力。 比如在观察

时，不同理解水平对观察会有不同的描述，存在简

单话语描述、学术性语言描述、个人偏好语言解释、
合理理论解释等层次差别。 一个自主反思的教师，
如果没有掌握一定的方法或未经反思训练，有可能

只达到回忆水平， 而通过系统给予方法指导训练，
并对反思过程方法不当之处进行纠偏，自主反思就

可以逐步提高到合理化水平或深刻水平。
高校教师专 业发展的个 体反思和个 体学习过

程既是沿着各个环节的循环递归过程，也是需要时

间的历时性过程。 对于每一个高校教师个体而言，
可用于完成日常的科研、教学任务和专业发展行动

的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如何分配既是一个科学

决策问题，同时也是高校教师经常遇到的冲突。 支

持系统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的时间 冲突通

过制度来协调， 给予新教师较少的科研教学任务，
以及学术休假制度等，以保证教师投入足够的时间

开展专业发展行动。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观察、分析以及主动实验

的行动实施是需要成本的。 基于自主的高校教师专

业发展并不意味着专业发展的成本由个人负担，而

是在个人主动反思的过程中响应个人的经费需求。
支持系统在经费上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反馈，有助于

教师持续反思和自觉反思，有助于反思习惯化。
教师在科研教学行动上的改进，会形成新的反

图 2 目标—结果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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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行动—过程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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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参照， 形成其他教师进行反思行动时的参照资

源。 同时，高校教师所进行的行动改进，有时不只是

在一种小的方面进行替代， 而是调整整体的方法，
还有可能与学校现行的规定产生冲突，在日常活动

的基础上持续的改进还面临很多系统的规约，支持

系统必须有协调机制来协调高校教师在行动改 进

时所出现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系统之间的冲突。

五、基于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

统构建

（一）制度构建

制度要素是在组织战略下的产物，构建对教师

自主专业发展起正向作用的制度要素，学校首先要

实施教师自主培养的专业发展战略。 在这个前提下

进一步梳理管理策略、 行动程序以及绩效制度等，
其中绩效制度是教师专业发展目 标—结果反 馈机

制的主要作用因素，管理策略、行动程序是在行动－
过程机制中起冲突协调作用。 因此制度构建主要是

变革管理策略、行动程序、绩效制度中不利于教师

自主专业发展的成分，构建有利于教师专业发展的

成分。
1.建立发展性评价制度
对绩效制度而言，就是减 少单一性、奖 惩性评

价成分，增加多元性、发展性、激励性成分。 高校中

现行的绩效制度受到传统的技术理性和功利主义

教育思潮的影响， 存在重视科研能力轻教育素养、
重奖惩性评价轻发展性评价的单一评价体系弊端，
由于这种不平等的评价关系， 评价过程缺乏民主、
平等的交流，评价人员往往以居高临下的眼光和心

态看待被评价者，教师则往往以应付各种评定和检

查的心态来对待学校的评价，一方面，奖惩性评价

制度所设定的参数对教师所运用的策略进行了限

制，削减了有效工作的环境；另一方面，容易造成教

师与管理者之间的隔阂与抵触，无法真正激励教师

的内在发展动力。 确立多元化、发展性评价体系，一

是坚持领导、同行、学生及教师本人等多元主体共

同参与的评价模式，以消除教师对于评价结果的消

极和抵触态度，加强评价过程中主体间的相互交流

和沟通， 真正发挥评价对教师发展的激励作用；二

是以评价发展为重要取向，不仅指向过去，更重要

的是指向未来，以各种手段和途径帮助教师提升教

学能力；三是以评价团队为基本评价单位，具体策

略表现为以团队内部评价为基础、团队评价与学校

评价相结合、形成多种形式的师生对话机制以及对

评价结果的正确处理，形成鼓励团队合作的重要手

段［5］。
2.增加管理弹性
高校教师可用于完成日常的科研、教学任务和

专业发展行动的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 大学教师

在自主专业发展的行动中，经常会与日常的科研教

学任务相冲突。 而开放、动态的管理在时间资源的

限定下，给了教师多种安排的可能性空间，从而有

利于大学教师参加各类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又允许

个人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直觉灵感进行独自探索

以至形成新的知识生长点，从而全面提高学术水平

和教师个人水平。
（二）资源构建

1.教师发展中心模式
现有系统中 并不缺乏教 师专业发展 所需的资

源，但往往更多地以满足组织需要为目的，对教师

自主性需求关注不足。 面向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

业发展支持系统在资源要素构建方面就是梳理 现

有的专业发展资源，增加对教师自主培养所需的资

源建设。 资源要素主要包括发展项目、反思参照库、
自主学习资源等。 这类资源越丰富，高校教师自主

培养的自由度越大，选择范围越广，更能凸显个性

化需求，也更具有效性。 这些资源的建设与应用是

在与教师的密切互动中形成，需要对教师的需求进

行及时的响应，对教师自主培养的专业发展进行定

期跟踪，这些资源又依赖于另一层次的资源，即要

科学地建构大学教师的自主培养和专业发 展的支

持系统，使大学教师持续不断地获得新知识，拓宽

专业领域，提高自身科学文化素养，发展开放式、互

动式的教师发展中心。 教师专业发展中心以每个教

师的发展为工作主线，除了建设发展项目、反思参

照库、自主学习资源等，还提供教学咨询等个性化

培训方式，甚至还可以对教师的发展进行规划和引

导。 教师专业发展中心的这种工作模式能更好地满

足多层次、多样化的自主培养专业化需求。
2.主动建构的发展项目
教师发展项目是资源要素中的重要成分。 培训

项目的设置更多地突出规模和效益的需要，很多教

基于自主培养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统

80- -



The Support System t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Feachers Basing on Self-cultivation
LIU Daoping，LIU Qiuling，Fan Zheng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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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eachers has the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includes

skills，knowledge，consciousness and action．It also has support systems including institution，resources and
culture．There are two interactive mechanisms named goal－result and action－process between support system an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eachers．The system we focus on is reformed on the basis of a primal
system．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pport system，which is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eachers，should include three aspects．First，in system aspects，we should build a developmental evaluation system
and increase managerial flexibility．Second，in resources aspects，we should adopt a teacher development center
mode and carry out development projects of self－construction．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in culture aspects，we
should to form a culture which encourages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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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发展是项目专家驱动、自上而下的方式的程序化

设计，而非对教师自主培养需求的响应，面对教师

自主培养需求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供给内容和方法

单一，因此，要发展以大学教师为主体的发展项目，
由“被动接受模式”转向“主动建构模式”。 主动建构

模式的培训主要包括案例教学、 创设真实情境、反

思性教学、行动学习小组等多元化培训方式。创设真

实情境旨在把培训中学习到的知识迁移到实际工作

情境中。 反思性教学是培训者首先要调动教师对过

去的经验进行回忆，找出已有问题，分析原因，解决

问题，最终形成新的设想，并通过联想、比较、思考

等方法来接受和理解现在的学习内容。 行动学习小

组的每个成员将一个重要问题带到小组， 在其他成

员的支持下解决这一问题。
（三）文化构建

文化要素是 大学教师专 业发展的精 神支持与

动力。 文化要素通过目标－结果机制来对教师自主

专业发展起作用。 对教师自主专业发展起正向作用

的文化应包括以教师为本的理念、鼓励创新和鼓励

教师发展的价值观、崇尚学术的浓厚氛围。 而文化

要素是浸透和附着在校内各种文化载体及行为主

体身上，由全体师生员工通过一系列组织活动共同

创造，由各类日常活动所折射，通过大学的使命、校

训、校风及名师文化等起作用。 以教师为本的理念，
既需要通过一系列变革管理、优化服务的活动来逐

渐改变，也需要在日常的教学管理事务的处理中有

所折射。 浓厚的学术氛围为大学教师提高自身的学

术水平提供良好的土壤。 学术氛围的营造主要是在

一定学术自由下，通过学术会议、学术沙龙等活动

实现。 鼓励创新、鼓励教师发展的价值观既依赖于

对名师、大师的尊崇，也依赖于对创新失败者、发展

探索者的宽容。 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骨干教师、优秀

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形成互帮互学、共同成长、共

同进步的良好氛围。 合作是影响专业学习共同体发

展和维持的关键因素，学校要创造一种鼓励合作的

文化。 大学文化是主体长期实践经历史的积淀、选

择、凝练、发展而成的，因此，要构建支持教师自主

专业发展的文化要素，也有一个长期的养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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