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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教师转变研究中的问题

先行研究发现袁教师转变渊Teacher Change冤是一个

较难界定的概念遥 正如理查森渊Richardson冤等人所言袁

教师转变是一个含义广泛却又缺乏明确界限的术语袁

经常与教师学习尧发展尧教学改善尧变革实施尧认知与情

感变化等混同[1]遥 国内学者李子建等主张袁教师转变泛

指教师在日常专业实践中发生的尧 与课程改革关系密

切的各种变化[2]遥 靳玉乐等人也提出袁教师转变指代教

师在课程改革或日常专业实践中发生的各种变化袁包

括教师外显的行为变化和内隐的心理变化[3]遥美国学者

霍普金斯渊Hopkins冤则将教师转变定义为袁教师转变思

考和行为方式的过程袁其包含两个层面的转变袁即教师

信念与理论的转变和教师专业行为与活动的转变[4]遥

从教师发展项目与教师转变关系上看袁教师转变

的过程和发生机制随着教师专业发展的探索而不断

明晰袁二者相辅相成遥 美国教育学者古斯基渊Guskey冤

通过调查学校改革者持有的以教师发展项目来改变

教师的课堂教学和教学态度等理念袁提出了教师转变

的四阶段模型袁即从教师发展实践到教师课堂实践的

改进袁再到学生学习成就的提高袁最后促成教师态度和

信念的转变袁 进而通过专业实践提升教学改革成效[5]遥

而奥普弗渊Opfer冤等人则研究了学校外在环境对教师

学习的影响袁即新手教师通常会依从学校的集体教学

观念开展行动遥他还提出学校外在环境对教师转变的

影响因素模型[6]遥其他研究者则认为袁教师转变的程度

可分为三个层次袁即程序上的转变尧人际上的转变及

观念上的转变遥

以此袁著者通过文献分析得到关于教师转变过程

的四个认识遥首先袁教师转变并非是一次性的袁而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周期过程[7]遥其次袁研究教师转变过程的

意义远大于关注教师转变的顺序[8]遥再次袁学校的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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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转变是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但有关教师转变的研究始终没有揭示教师转变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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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对教师转变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遥最后袁教

师转变需要外在的专业引领或支持袁即需要借助一定

形式的专业指导来实现袁而这些专业发展指导与实践

有可能极大地改变教师的信念尧知识尧行为和学生的

学习成绩[10]遥 此外袁虽然研究者在教师转变的认识层

面存在着共识袁但在具体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遥 第

一袁教师转变包含诸多复杂的因素袁特别是外因通过

内因而发挥作用袁导致教师只依靠自身努力很难发生

转变遥 第二袁奥普弗等学者的研究说明了学校体制和

文化对教师转变具有深刻影响袁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

可能是从众和协调袁为此袁进一步的研究需要确认是

否还存在其他原理在此发挥作用的可能性遥 第三袁通

常情况下袁大部分教师由于缺乏洞察力袁即使进行教

学反思也未必能够发现问题袁因此袁引入专家以协助

教师发现问题袁成为研究者探索的课题遥第四袁朱旭东

等人发现袁 近年来的教师专业发展具有个性化趋势袁

教育者需要为每位教师提供根据个人特点和独特经

历的专业发展实践[11]遥 为此袁著者从教师学习视角出

发论证近年来迅速兴起的野专家进课堂冶式教师专业

发展的原理[12]袁探索专家指导下的教师学习过程中教

师是如何发生转变的袁并回答野为什么需要有专家指

导和其他教学同事的协助冶的问题遥

二尧研究方法

基于前期研究和专业指导实践袁著者及团队建构

的教师专业发展新模式包含四个过程袁即专家和教师

共同备课曰被指导教师渊以下简称培养对象冤授课曰专

家听课并录制授课视频曰在指导专家及科组同事共同

参与下袁播放教学视频袁运用课例视频分析法袁就专家

选择或教师自我选择的教学事件开展专家引领下的

共同学习遥 其中袁由研究助理对专家引领的共同评课

过程进行摄像袁 并对培养对象进行刺激回忆性访谈袁

采集培养对象的反思日志及共同学习的音频和现场

观察记录的文字资料等袁进行数据转录袁分析培养对

象的转变效果遥

渊一冤研究对象

著者采用多元案例研究方法袁采集了 3个省或自

治区 30多所合作学校的教师专业发展数据袁 运用目

的抽样方法袁从参与野专家进课堂冶野研学助教冶及野现

象为本课例研修冶三种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实践的数百

名教师中抽取了 9个案例中的培养对象袁以及案例中

涉及的其他研究对象遥其中包括 6名女教师和 3名男

教师遥他们均接受了一学年八次的专家参与的个性化

指导遥 同时袁著者邀请了中小学九个学科的大学教学

法教授和教研员作为专家进行指导遥

渊二冤研究方法

1. 案例研究

著者选取了 9个探索性和解释性的案例遥案例介

绍了培养对象经历深层的刺激回忆访谈后袁从中学会

从自己的角度体验教学世界袁领悟专家指导并利用课

例研究进行学习的过程袁以达成不同程度的转变遥

2. 刺激回忆访谈

案例研究中袁著者运用刺激回忆访谈法来检验培

养对象的思考与反思尧教学理念尧教学知识与实践以

及新手与专家之间的差异[13]遥 其方法是通过观看培养

对象与专家及同事研修的视频来激发其对教学内容

的回忆遥著者或培养对象可以随时暂停视频或录音来

描述自己的思考遥 同时袁专家的提示性问题可以用来

探究更深层的教师反思遥

3. 数据收集与分析

著者对选取的 9个案例资料进行了编码袁并进行

了解释性和归纳性分析遥首先将培养对象与专家对话

以及访谈录音转录为文本袁并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剖析

概括遥扎根理论因其具有从问题产生尧样本确定尧收据

收集到编码分析和理论建构的严密过程而被誉为具

有实证主义色彩的质性研究方法[14]遥 著者对 9个案例

访谈的编码正是基于 Nvivo软件进行扎根理论建构

的三级编码袁其中袁一级编码是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

标签化袁发现命题和类属袁建立概念曰二级编码主要发

现概念间的关系曰三级编码发现核心类属曰最后在核

心范畴确定后建构小写理论遥 同时袁著者对 9个案例

的编码采用三名研究者共同编码的方式袁保证野教师

转变冶小写理论建构的信度和效度遥 以下袁著者以野社

会性调节与内化冶小写理论建构的过程为例说明著者

对访谈案例的编码与分析过程袁具体见表 1遥

三尧结 果

通过对 9个案例的刺激性回忆访谈和质性分析袁

著者厘清了在专家指导下教师转变的特征与过程遥基

于质性分析和扎根理论的结果袁研究建构了包括社会

性调节和内化尧提供练习机会等教师转变的四环节或

关键策略遥

渊一冤通过社会性调节和内化转变行动

研究结果揭示的教师转变机制的首要因素是社

会性调节和教师内化遥社会性调节是指在他人的协助

下袁 借助别人的思考和行为对自己的行动产生影响曰

内化是指个人运用自己的观念将外部材料和实践嵌

入自身认知和图式中袁以生成个人理论和实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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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资料 开放性编码渊一级编码冤
主轴编码

渊二级编码冤

选择性编码

渊三级编码冤

野小写理

论冶建构

专家对我的指导袁我觉得是应该说是很中我的要害袁我可能一直以来

自己这方面本身的困惑肯定是跟这个有关袁这是我经常会按照自己的

想法而没有去提倡以生为本袁生本教育袁对袁但是我可能在这个方面袁

就说我一直都跟学生关系很好袁我对他们的教育也都是有效的袁但是

在教学这个方面袁我可能一直都有点拔高了袁就是说没有落到学生的

实际袁对我们的生源这些年也本身也在不断地下降袁因为扩招就说生

源的基础也其实是参差不齐的遥 像我到了另外一个班袁成绩好的就有

一批袁我这个课其实本来教学目标定位定高了袁对袁然后昨天呢我们一

直到下班到 5点半的时候袁我们才拿到课表袁但是也来不及调整了袁反

正我觉得专家的指导他说我是明知山有虎袁偏向虎山行袁就是说我们

知道这个难度很大袁这个题目本来难度也很大袁然后我自己设定的目

标也太高了袁可能就算是很好的学校的学生可能都不太适合袁这个当

然我自己也不是说百分之百地赞同袁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专家的意见是

很中肯的袁就是很直接的袁或者说很突出的浴我的这个教学设计里面存

在了一个最大的问题袁那就是应该切合学生的实际袁教学目标定得稍

微有点高了袁当你一旦目标定高了的话袁你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就会带

来很多的问题袁其实我这节课可能我也想得太多了袁老想着一定要上

出个什么不同袁可能专家的思路更好些袁包括他对另外一个老师指导

也经历同样的过程遥 所以我觉得他的指导对我来说有益袁然后他也示

范了一下袁如果是他的话袁他会怎么来讲这个事袁然后就觉得对我自己

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了袁就在这方面遥 那接下来袁我会去试着改变一

下袁就是比如说备课的时候袁更侧重于对学生

a1专家指导很有用

a2与自己教学困惑有关

a3我没有想到以生为本

a4我与学生关系较好

a5但没有落到学生实际

a6扩招导致生源不太好

a7原来班级成绩较好

a8教学目标定位高了

a9调整时间较欠缺

a10专家指导促进尝试

a11题目本来难度大

a12与学生实际不适合

a13但专家意见中肯

a14专家意见很突出

a15应该结合学生实际

a16目标落实有问题

a17我可能之前想多了

a18专家的思路更好

a19他对同伴指导类似

a20专家也示范了

a21指导对我有意义

a22去改变后续的备课

A1 专家指

导切合实际

A2 平时教

学有效

A3 教学目

标与实际不

符

A4 专家鼓

励尝试

A5 他对同

伴指导如是

A6 专家示

范过程

A7 指导有

意义会去改

变

B1 专家指

导改变

B2 自我调

节改变

B3 同伴交

流思考

B4 坚定改

变的信心

C1 社会

性 调 节

和内化

研究选取的第一个案例强有力地证明了专家和

同事在教师转变中社会性调节的作用遥案例一的课程

主题为五年级数学科的叶测量不规则物体体积曳遥至评

课环节袁专家首先抓住学生对野旋转后的魔方袁形状不

再规则袁体积是多少的问题冶产生的疑惑袁其后又对问

题疑惑产生顿悟的现象引发培养对象与同事的思考袁

借此指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理是野心理暗示冶袁启

发培养对象和同事进行教学改进策略的讨论袁而后对

培养对象与同事的改进策略进行反馈袁确认培养对象

的经验知识和同事的改进想法袁以此在理论与实践间

搭建了桥梁袁促进培养对象和同事对此策略的内化遥

研究选取的第二个案例证实了教师暨接受经由

社会性调节的新观念进行课堂教学改进后袁专家和同

事对其内化观念和行动的再确认袁使其发生持续性的

教学行为转变遥 案例来自小学语文课袁在专家评课环

节袁大学语文学科法教授首先对培养对象的课堂改进

进行确认与解释遥科组同事随即讨论课堂改进的成功

之处袁并与培养对象交流新观念和策略对其教学的促

进作用遥 同时袁专家从教学中的野概念图冶和野思维导

图冶概念出发袁询问教师其二者的异同袁引发培养对象

和同事进行思考袁并对其应用情境和时机进行详细解

释遥此时袁三位培养对象意识到袁原来自己一直混淆两

个概念遥 专家在细致地辨析两个概念后指出袁语文课

和科学课不同袁它的概念很少袁所以教师经常把自己

的思路表示与概念间连接等同袁 以此造成两者的混

淆袁但在语文教学中袁也可以运用概念图遥以上案例说

明袁新任教师通过学习专家思考问题时采用的方式和

方法袁学会了如何观察和思考遥 借助专家和同事的知

识和视角思考袁教师转变自己的观念和行动袁其中介

是共享袁也即社会性调节和内化的过程遥

渊二冤提供练习的机会促进转变

事实上袁提供教师练习的机会与教师新观念的内

化过程相联结袁并部分嵌入教学内化的目标中遥 刻意

练习已被众多研究者证实为一种高效的学习方法袁教

师学习中的野刻意练习冶或野练习冶是指多位教师同时

进行一个课程主题的授课袁并就此展开研讨曰或者教

师在专家指导下持续地进行不重复课程主题的教学

改进袁 立足日常教学情境的同时提供练习的机会袁促

进其教学观念的内化尧教学行为的改变及教学结果的

转化袁进而使教师的专业能力得以显著增强遥

表 1 基于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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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选取的第三个案例是教师接受新观念后持

续一学期的教学练习遥 案例为小学六年级数学科的

叶图形的放大和缩小曳课程的教学袁在评课研讨中袁专

家以数学核心素养目标为参照袁强调了教学中野识别

形状不变的本质特征冶袁 随后在教师纷纷认同后又补

充道院野通过动画模拟过程袁使学生在可视化和认知系

统模拟过程中袁 发现相似变换和全等变化的区别袁形

成两种变化的本质特征的理解遥 冶随即袁培养对象修改

了教学设计袁准备在隔日的平行课中尝试新想法遥 以

此袁通过平行班教学练习及专家和同伴的反馈袁以及

其不断的教学调整袁培养对象逐渐在教学行动层面发

生转变袁并将新观念转换为个体适应性专长遥

第四个案例和第五个案例分布在两所不同的学

校袁一所是经济发达城市的小学袁实施了三年的野现象

为本课例研修冶实践曰另一所则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

农村小学袁实施了三年野研学助教冶项目袁但两所小学

都开展相同程序的专家指导活动遥所有培养对象的学

习都通过与专家一同在学校工作和日常授课方式展

开袁并在每学年两学期八个月中开展每月至少一次的

指导活动遥 在专家指导活动后袁培养对象还要进行同

一堂课修正版的教学实践遥 但在项目实施第一年后袁

两所学校针对增加练习机会的教学管理做法稍有不

同遥如设计该项目的专家组与市中心小学校长共同制

定了培养对象野教学循环冶的改进方案袁即野1要2要1

年尧3要4要3年尧5要6要5年式的近邻循环冶任课方式袁

在培养对象专业发展一段时间后袁再实施野1要6年大

循环冶培养模式曰而农村小学则采用的是野1要1 年尧

2要2年尧3要3年式小循环冶袁再实施野1要6年大循环冶

培养模式遥

渊三冤借助共同反思促进转变

研究选取的第六个案例论证了共同反思对教学

改进和教师转变的重要价值遥案例来自某市初中物理

科野杠杆五要素冶课程的教学实践遥 在评课环节袁专家

就学生特点阐明了学生出现错误的原因袁并与其他同

事共同讨论了培养对象的处理方法袁以设问方式指引

培养对象反思其教学实践问题曰培养对象以对话方式

回忆教学行为及其缘由袁 利用出声思维反思个人教

学过程曰其他同事则通过提问方式袁对专家解释的教

学理论和培养对象教学过程的有效策略迁移问题与

专家进行讨论袁 培养对象则借此深入反思教学策略

适应性并建构借助他人反思支架协助自身反思改进

的框架袁充分内化新观念袁增强其教学改进的效能感

与反思技能袁促使其发生观念尧行动和元认知层面的

转变遥

同时袁研究选取的第七个案例是培养对象利用专

家视角作为其教学反思的脚手架袁并与其他同事协作

进行共同反思的代表性案例遥在教学改进后的共同反

思工作坊中袁培养对象首先反思教学改进的过程和效

果袁并从专家点评视角对其自身教学过程的优势和不

足进行阐释袁就其中的教学疑惑向专家提问袁并询问

其他同事是否遇到过相似问题袁引发其他同事与专家

的对话遥 专家随即指出野概念课冶的视角袁促成培养对

象和同事的赞同及接续讨论遥 在后续对话反思中袁培

养对象和同事基于野概念课冶视角去理解教学实践袁反

思基于改进的教育理论袁 建构专业实践改进的元策

略要要要借助他人视角和理论袁促进自身深度反思和深

层教学改善的发展遥

研究选取的第八个案例是专家和同事协助培养

对象共同反思的另一种表征遥其在对话中的表现为在

专家和培养对象及同事讨论如何避免学生只以 野对冶

和野不对冶简单的应付性作答时袁共同思考如何采用追

问方式袁并随着讨论的深入袁逐渐发展成对提问问题

的结构和问题链的讨论曰如专家在阐述一个具体问题

链的其中环节子问题时袁可能一时无法准确地表达子

问题袁多次用到了元提示话语如野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钥冶

培养对象和同事则以迅速首肯的方式回应道院野知道冶

或野明白冶遥有些教师则迅速抢先回应出专家野话到嘴边

又语塞冶的话语遥 著者认为袁专家与教师们的对话明显

揭示出学科专家尧研究者及教师间共享的事实袁即大家

知道在说什么尧所指的是什么尧议论的问题是什么袁表

明大家的反思是合作性的袁是一种共同反思遥

渊四冤提供个性化和持续性的专家指导和同事协助

在教师日常实践中袁教师个人由于缺乏理论启示

引发的洞察力致使其常常无法发现自身教学问题或

其关键所在袁 在基于专家指导的专业发展实践中袁专

家和同事的参与和支持为教师转变提供了中介和脚

手架袁为教师提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袁接受新观念并

内化他人行动提供新视角袁并帮助教师实现个性化和

持续性的专业发展遥

研究选取的第九个案例是个性化和持续性专家

指导和同事协助的最佳案例之一遥案例来自一位西部

地区尧教龄为 6年的物理教师袁专家在观课中首先对

该名年轻教师授课的语速较快现象感到迷惑袁教师在

讲课中不间断地提出问题袁如野昨天的课上我做了一

个实验袁拿了一个小灯泡尧一节导线尧一个开关袁那就

怎么样了钥 冶学生马上抢答野亮了冶遥 在话轮转换中袁教

师随即发问野那么袁今天老师给你 2 个灯泡尧几根导

线尧一个开关袁请问同学们是否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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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让这 2个灯泡亮起来钥 冶一般情况下袁对于已知的问

题可以通过快速提取记忆来完成作答袁是简单复述的

过程遥 然而袁对于野能否使得 2个灯泡都点亮冶的新问

题袁学生依然能迅速完成作答袁其违背了科学逻辑遥为

此袁专家利用上午的时间深入 3个年级的 2名年轻教

师和 1 名中年教师的班级听课袁 发现了同样的问

题要要要即使是需要借助逻辑思考和推理来理解教学

内容的物理课袁三位教师不约而同地表现出语速过快

特征遥 专家在评课指导时询问了教师袁教师认为他的

野师父冶是这样教他的袁并且学校中的很多教师都是采

取通过快速语言来完成课堂过程遥 专家指出袁这是学

校文化造成的袁是相互模仿学习使然遥所以袁专家认为

有必要向教师说明模仿学习的弊端及解释示范行为

背后的道理遥 每一位教师都有其独特的经历尧特殊的

实践约束他们形成的教学风格袁不能运用其他学校的

指导经验来套用给某些特殊的培养对象遥

四尧讨 论

基于九个案例的扎根理论和案例分析结果袁著者

认为袁教师转变中的野社会性调节和内化转变行动冶是

指袁教师经历从他人调节到自我调节和内化袁以实现

行动转变的过程遥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袁行为主要受到

人们关于其行动导致的可能结果的信念所致遥换句话

说袁从事那些被设计来达成某个特定结果的行为所相

关的过程袁就是通过自我调节来实现的袁自我调节是

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15]遥 从社会认知发展理论角度来

看袁个人的行为是以他人为中介而选择的结果袁即在

自己信赖的专家和同事观点与行为中介下袁为了达成

共享的目标袁教师主动内化转变为自身行为并付诸实

施遥 其过程不是简单的从众效应袁而是一种社会性调

节要要要即由他人调节到自我调节的过程[16]遥 需要说明

的是袁区别于从众袁调节并非是受到群体压力而被动

地采取一致性行为袁而是借助他人视角袁在理解基础

上所采取的主动适应袁因此袁它是一种适应机制遥

同时袁著者认为袁野提供教学练习的机会冶是教师

转变发生的重要过程遥提供练习的机会也即为教师提

供有意义地内化和理解的学习机会袁其中野练习冶是指

教师对于专家和同事的指导袁借助新观念和新策略进

行教学改进行动袁其并非单纯地重复某项技能的枯燥

训练袁而是将理论和实践进行整合袁创造性应用新观

念和实施新策略的过程遥当前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袁

一些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由于缺乏分配给教师在项目

中新获得内容的运用机会袁造成项目的低效化遥

野共同反思冶或称集体反思作为教师转变过程的

另一重要环节袁意指专家指导下教师转变中的反思是

一种共同反思的过程袁其中共享是关键遥著者认为袁专

家引领下的野专家进课堂冶野现象为本课例研修冶和野研

学助教冶听评课活动是一种认知工具袁因为它可以让

教师和同事在最近发展区域聚在一起[17]遥 教师及同事

围绕学科内容和案例学生进行探讨袁而参与发展项目

的专家则会为教师提供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曰特

别是通过讨论和共享活动袁专家能为教师提供关于学

生学习行为的理论假设及假设的发展情况遥需要指出

的是袁让教师与同事敞开胸怀袁无顾虑地提供想法和

新视角以发挥学伴的脚手架作用并不容易遥而让培养

对象做野课例研究会议冶的主持人则是一种有效方法遥

即让培养对象讲述遇到的问题或疑惑以及他所采取

解决问题的方法袁而后阐释做法的缘由遥以此袁由于与

其他同事处在同一最近发展区袁每位教师都有着自己

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方法的反思袁话语权重新回归至

教师群体袁激发教师的思考和参与的热情袁形成培养

对象与同事的共同反思袁包括含有质疑的假设要要要一

种开放和不统一的观点袁同时也是一种善于分析的尧整

合知识及能够顾及课堂内相关联事物分析的反思[18]遥

再者袁共同反思需要专家与教师共享一个教学改进目

标袁并在共同意向指引下最终达成共识遥

最后袁个性化和持续性的专家指导和同事协助贯

穿教师转变的全过程遥著者在基线调研阶段对专家和

培养对象进行访谈得知袁教研员掌握全市各学校教师

专业发展水平和各校该学科学生成绩的详细信息袁在

指导时会更具有针对性遥 因为袁本地的教研员名师经

常给教师授课袁并分析全市或该校该学科学业水平以

及教学问题袁且更了解学科教师的实际情况遥 但大学

教学法教授等理论专家在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整合袁以

及触发教师与同事产生洞察力方面则表现出不可替

代的优势遥 研究表明袁宣传说服者的可信性往往比信

息本身的逻辑性与合理性更重要遥 因此袁有无专家的

指导袁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专家袁是影响教师转变的重

要因素遥

五尧结 论

研究发现袁专家指导下的教师转变袁与教师自发

的及个人实现的转变不同袁它包含众多在专家尧同事

及教师本人共同合作下的个体间性要素袁包括专家指

导和同事协助尧共同反思尧社会性调节和内化尧提供练

习的机会遥著者将其间要素按照先后发生的顺序进行

整合袁构建了模式图形袁如图 1所示袁它构成了专家指

导的教师转变过程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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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专家指导的教师转变过程模式

如图 1所示袁其强调了教师转变过程中专家指导

的机制及其重要作用遥以往相关学习研究中有关学习

发生和转变条件的研究袁研究者往往会忽视协助者或

教授者的价值与意义遥 例如袁在皮亚杰的儿童发展阶

段理论中袁儿童对概念的认知是逐渐从具体到抽象的

几个发展阶段间转换袁而亚伯拉罕森渊Abrahamson冤的

研究证实袁野儿童概念的转换与发展更多地源自于教

师的教学袁而非其独自建构冶[19]遥 因此袁最近的研究关

注到教学的重要作用袁 作为成人的教师学习过程同

样如此遥 著者所证实的专家指导者对教师专业发展

的作用即表明当得到他人的协助时袁 个人的理论和

实践支架随即建立袁 进而有助于其自身转变和学习

提升遥

根据维果斯基理论袁学习者借助专家和学习同伴

的专业视角和知识获得理解袁其中专家和学习同伴的

观点起着中介的作用袁引领着学习者的思考袁使其注

意到仅依靠个人能力很难发现的问题遥 所以袁学习通

常在他人协助下才会发生袁这也是著者研究专家指导

下教师转变过程的出发点遥 此外袁从国内教师文化角

度来看袁 教师和同事通过听评课等方式相互学习尧互

相启发及切磋琢磨等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独有

的合作教研文化袁 其与国外教师的独自学习文化不

同遥例如袁国外一些研究教师学习的学者指出袁让教师

彼此间相互听课尧观摩教学或共同观看教学视频可能

会使其产生不适袁在评判他人的教学实践时也会感到

困难[20]袁造成了教师与同事间相互学习的阻碍遥 相反袁

国内教师间频繁的交流和相互学习是一种常态袁它缔

造了中国独有的教师合作学习的文化遥一个人协助另

一个人来获取知识及形成对教学的新理解袁是教师学

习或专业发展及学校文化中最习以为常的实践袁是中

国教师学习和专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因此袁借助

他人学习教学袁并获得转变袁应是一种理想和高效的

学习或专业发展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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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nge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the 4G era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user experience of

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5G er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contribute to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a seri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blems caused by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will

be solve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man society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t is concluded that human beings will surely step into the era of intelligent Internet, and it is a major trend to

build an intellig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the new era, puts forward three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exponential thinking, and creates a model for building exponential (ET) intellig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supported by 5G network and AI. This model facilitates the use of technology as a point of operation, exerts

the exponential multiplier effect of technology, and then generates a multimodal intellig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model, five kinds of intelligent learning environments a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eaching needs, and the teaching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appropriate learning style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re analyzed. It not onl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5G era,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education.

[Keywords] 5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ponential (ET) Intellig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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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Guide Teacher Transformation in A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 要Findings from A Qualitative Study

XU Xiaodong, LI Wangwei, CAO Xin

(1.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2.The 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袁 Shenzhen Guangdong 518119)

[Abstract] Teacher transformation is the core issue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eacher transformation has not revealed the mechanism and

principle of teacher transformation. Starting from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mechanism and principle of teacher transform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and adopts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grounded theory and stimulating recall interview method to analyze nine interview

case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s. It is found that teachers are transformed through expert

guidance and colleague assistance, and teachers could be transformed through reflection with experts and

colleagues, social regul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and by providing teachers with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and expert validation. This result constitutes a new model of teacher transformation, and also provides new

knowledge and perspectives on why and how expert guidance is needed in teacher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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