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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关系视域下的双师课堂：

特征、问题与优化策略

张 靖袁 郑 新

渊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袁 甘肃 兰州 730070冤

[摘 要] 在野三个课堂冶快速推广的背景下袁作为野三个课堂冶进一步融合发展结果的双师课堂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袁然

而当前双师课堂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遥 研究从教学关系的视域出发袁认为双师课堂教师角色分裂袁使原有一维教学

关系走向二维袁进而造成以下三个问题院主体划分不清袁使课内知识流动逐渐趋于低效曰情感纽带断裂袁使师生课堂情感

交互陷入混乱曰共进机制缺失袁使辅师专业发展流于形式遥 基于此袁研究提出了双师课堂优化策略袁即构建双师教学共同

体袁有效整合双师教学职能曰厘清课堂教学关系结构袁促进知识流动走向高效曰拓展辅师现有角色职能袁填补课堂情感交

互空白曰升级双师课堂硬件环境袁拓宽课堂情感交互通道曰创造条件发挥同侪效应袁构筑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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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随着教育观念的不断发展与革新袁双师课堂在教

育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袁 涵盖了学校教育尧

课外教育等多个教育领域袁 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

注遥 郑旭东认为袁双师课堂并不是一个和野三个课堂冶

并列的新概念袁而是野专递课堂冶和野名师课堂冶发展到

一定阶段之后展现出融合发展新趋势的结果[1]袁研究

双师课堂问题对于推进野三个课堂冶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遥 已有教学关系研究仍集中在教师尧学生的

主体尧主导地位的辨析与确立这一主题袁然而讲师角色

的远程化袁以及辅师角色的出现袁使得课堂教学要素结

构性增长袁 原有教学关系分析框架在部分情境下逐渐

野失灵冶袁 难以做到全面覆盖袁野讲师要生冶野辅师要生冶

野讲师要辅师冶的关系均值得关注袁因此袁亟须深入分析

双师课堂中的教学关系特征袁 提出新的教学关系分析

框架袁并据此提出双师课堂优化策略遥

二尧双师课堂的内涵及特征

准确界定双师课堂是研究开展的必要基础遥本研

究中的双师课堂是指基础教育阶段尧学校教育中的双

师课堂袁是指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袁将优质授课过程袁通

过视频尧 语音等形式实时传输至本地的一种教学模

式袁其核心特征是在教学过程中双师共教袁远端教师

负责授课袁本地教师负责辅导遥 我们将远端教师称为

讲师袁本地教师称为辅师遥基于对文献的梳理袁我们将

双师课堂划分为三种类型院录播双师课堂尧直播双师

课堂及同步双师课堂遥

从双师课堂的核心特征来看袁其区别于普通课堂

之处在于课堂中配备了两名教师袁他们协作完成教学

任务袁但工作重心又有所不同袁一名主要负责远程授

课袁另一名则专注于课堂秩序维持尧辅导等工作遥变革

往往会成为一把双刃剑袁课堂中由单师变革为双师同

样如此袁双师在为课堂带来野新气象冶的同时袁也打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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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有的课堂野定式冶袁于变革之中产生了变化袁这种

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院第一袁教学环境的变化袁双

师课堂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同步尧 异步视频教学系统曰

第二袁教学关系的变化袁这是变化的核心所在遥教学关

系的内涵非常丰富袁 首先袁 它是以知识为中介的曰其

次袁教学关系还体现了权力与控制的特点曰最后袁教学

关系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尧学习成效尧价值体认尧认

同感和归属感[2]遥 教师是课堂中的教学主体袁长久以

来袁单教师授课模式已经成为野默认冶的教学模式袁教

师数量由一突然增至二袁教学关系必然会发生巨大变

化袁野学生如何与两个教师交互冶野两个教师如何同频

共进冶野如何有效开展师生情感交互冶等问题均亟待解

决袁如处理不当袁则容易造成教师尧学生对双师课堂的

不适应袁进而影响教学效果袁因此袁有必要从教学关系

的视角来探索双师课堂的优化路径袁从而为双师课堂

落地尧野三个课堂冶建设提供参考遥

三尧教学关系视域下双师课堂问题分析

野双师共教冶是双师课堂的核心特征袁在教学生态

未发生系统性变革的情况下袁野双师共教冶意味着原本

单师的教学职能被有计划地分散给了两名教师袁造成

了教师角色的野分裂冶袁并由此造成原本一维尧线性的

教学关系逐步走向二维袁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教学关系

闭环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双师课堂中教学关系的变化

耗散结构理论对本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袁对于远程

教学系统袁长期以来的一维教学关系使得系统趋于稳

定状态袁 技术层面的进步只能算是 野小的涨落和扰

动冶袁 无法让系统远离平衡状态袁 然而双师课堂的出

现袁辅师的加入袁让这一系统的熵值增加袁系统变得相

对混乱袁效率降低袁但这也昭示着系统终将走向有序袁

这一过程既包含了野混乱冶袁也充满了野新的生机冶遥

从野双师共教冶的优势来看袁第一袁教学关系走向

二维袁有助于消解长期以来教师的权威地位遥 在双师

课堂中袁讲师的地位处于一种野微妙冶的状态袁远程教

学带给学生的疏远感袁 使得讲师甚至难以主导教学袁

由距离带来的隔阂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袁而这也是远程

教学的野通病冶曰对于辅师袁尽管置身课堂之中袁但是角

色定位注定了其无法成为教学主体袁 只能发挥辅助的

作用遥 第二袁辅师的加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课堂管理

和课后辅导的问题遥 国外学者巴伯尔在其发表的一篇

关于农村小学实时虚拟教学的研究论文中指出袁 远程

教师在课堂管理方面鞭长莫及[3]袁相较于这种缺少直

接课堂管理的一维在线教学关系袁辅师的作用及价值

无疑是巨大的袁甚至可以说袁双师课堂所带来的这种

三角形教学关系袁实际上是远程教学长期以来一直期

盼着的遥 应当看到袁二维的教学关系也容易带来一些

问题袁野混乱冶是核心关键词袁具体而言袁主要是三个方

面院第一袁双师课堂主体划分不清袁使课内知识流动逐

渐趋于低效曰第二袁情感纽带断裂袁使师生课堂情感交

互陷入混乱曰第三袁共进机制缺失袁使辅师专业发展流

于形式遥

渊一冤主体划分不清袁使课内知识流动逐渐趋于低效

尽管双师课堂在实际应用中主要用于解决优质

教学资源共享等问题袁 对于教学效率要求相对较低袁

但不可否认袁对于远端学生来说袁双师课堂的效率确

实是有待提升的袁而这主要源于双师课堂往往主体划

分混乱袁缺少明确的权力分配方案袁所造成的后果则

如钟伊娜等所述袁双师课堂线下师生的互动频率显著

少于普通课堂[4]遥

主体划分混乱容易造成课内知识流动逐渐趋于

低效遥西蒙斯认为袁知识是动态的袁知识能够经过学习

者的创造和传播而不断流动袁在流动过程中袁内容和

管道构成知识的意义[5]遥如果知识能够有效流动袁就形

成了一个良性的闭环袁 知识流动激发深层次交互袁深

层次交互又促进知识流动遥然而袁对于双师课堂袁特别

是当下较为普遍的同步双师课堂袁如何打破时空的壁

障袁让不同主体之间发生高质量尧深层次交互袁建立优

质管道袁进而促进知识流动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遥传统

的主体间教育理论能够提供一定的指导袁从主体性的

发展程度来说袁教师与学生在主体性发展的程度上是

不同的[6]袁双师课堂中学生又让渡了一部分主体性袁以

促成远程教学顺利进行曰双师各自的主体性发展程度

也不尽相同袁辅师主体性的让渡最终造成了自身在课

堂中存在感降低袁其作为知识流动的重要一环却难以

发挥作用袁甚至影响其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袁而讲师

主体性的野蛮生长袁则与辅师形成了鲜明对比袁进一

步恶化了辅师的尴尬处境遥讲师在双师课堂中是否将

自己的工作定位在狭隘的野完成任务冶袁将辅班学生视

为野工具人冶袁辅师对自己的工作内容是否认同袁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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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视为一个辅导教师袁 还是多媒体设备操作员袁都

会对双师课堂交互与知识流动产生影响袁进而导致主

体性失衡袁 而主体性失衡则容易破坏知识流动的管

道袁原本野讲授要交流要辅导要反馈冶中的衔接出现了

裂痕袁学生的主体性也因此受到压制袁最终形成野爹

渊讲师冤不疼袁娘渊辅师冤不爱冶的局面袁教学效果无法得

到保障遥

主体间教育理论是理解教学关系的重要基础袁双

师课堂中讲师尧辅师尧学生之间均深度关联与相互影

响袁但也容易造成教学关系的不稳定尧多样化遥 林秀

曼指出袁在网络教育中教师与学生尧学生与知识之间

不再是主体和客体关系袁而是野对话冶关系[7]遥对于线性

的教学关系袁两者之间可能只存在谁是主体尧谁是主

导的问题袁然而对于三角形的教学关系袁还需要考虑

关系的结构是怎样的遥 因此袁传统的教学关系理论可

能难以解释这种关系袁需要寻找新的理论突破口遥

渊二冤情感纽带断裂袁使师生课堂情感交互陷入混乱

远程课堂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在交互层面存在

较大差异遥吴爱锐等指出袁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袁教师

和学习者在教学情境中的交流是面对面的袁交流可通

过语言尧手势尧眼神尧面部表情尧语气尧语调等袁师生间

的情感传递是迅速而有效的[8]遥 在双师课堂中则不尽

相同袁尽管讲师为学生带来了优质教学资源袁从供给

侧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的来源问题袁但学生是否能够

有效野吸收尧内化冶这些野精华冶袁则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袁

有效的情感交互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袁Wang

等指出袁师生间缺少情感交互会造成多重影响袁而双

师课堂情感交互往往不容乐观[9]遥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层面的袁从客观环境层

面来看袁对于辅班学生袁通过远程视频系统所呈现的

讲师形象通常无法达到能看清其面部表情的分辨率袁

势必影响学生对于讲师授课时情感变化的判断袁在远

程学习环境中袁目光的接触尧身体语言尧面部表情和其

他非语言交流信息都没有了袁主要局限于以言语沟通

为基础的知识交流层面袁情感的沟通相对比较缺乏[10]遥

在双师课堂中袁尽管辅班学生能够看到讲师的身体语

言袁但是面部表情尧目光接触尧有针对性的肢体语言等

仍然缺失曰从主观层面来看袁讲师情感交互往往低效袁

这主要因为讲师本身并非该校教师袁对学生情感根基

较差袁且上课周期较长袁较少对辅班学生投入真情实

感袁而双师同步课堂教师为了照顾本地学生而无暇与

辅班学生开展远程情感交互曰辅师在课堂中情感交互

机会少尧时间短袁导致其在学生眼中的存在感不足袁部

分学校在实践中将原有自然班打乱袁混编参加双师课

堂学习袁辅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纽带天然缺失遥

综上所述袁讲师尧辅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纽带或

处于缺失状态袁或在双师课堂中逐渐断裂袁这就造成

了讲师尧辅师均有情感交互的动机袁却缺少情感交互

条件的状况袁而学生则迫切渴望着情感交互袁不希望

自己的课堂变为野观看教学视频直播冶的场所袁但是他

们又面临着交互对象不明确尧交互对象无响应尧交互

层次浅尧交互不持久等问题袁最终课堂中的情感交互

难免沦为野水中花袁镜中月冶袁双师课堂对比传统远程

教学的优势也被缩小袁 仅仅在课堂纪律方面更有保

障袁未能充分达成教学模式创新的目标袁进而影响教

学质量遥

渊三冤共进机制缺失袁使辅师专业发展流于形式

双师课堂目前仍存在主辅课堂教师缺乏有效沟

通尧协同备课与课后反馈不足等问题 [11]袁而探究其背

后的原因袁则可能是缺乏激励制度而导致的两端教师

动力不足[12]遥 我们认为激励制度缺失是导致双师动力

不足的直接因素袁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共进机制缺

失导致的双师体验失衡遥 双师课堂能够促进教育公

平袁其中蕴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院第一是能够将优质

教育资源输送至乡村地区曰第二是能够在实施过程中

促进辅师专业发展袁辅师专业发展的质量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双师课堂的最终成效遥

实施双师课堂袁对于讲师和辅师来说都需要做出

一些牺牲袁这种牺牲包含时间尧精力等多个层面袁相较

而言袁辅师付出更多袁应然状态下也应当收获更多袁最

为重要的就是收获教师专业发展袁 然而事实并非如

此遥 在我们开展的一项针对河南省 H县 Y中学辅师

访谈中袁就有教师提出袁双师课堂不仅降低了自己的

地位袁自己也没学到东西遥也就是说袁双师并没有在双

师课堂中共同进步袁讲师并没有对辅师野推一把冶野载

一程冶袁未能形成双师共进机制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应当是三方面的院一方面袁对于讲师袁特别是名师袁其

本身位于教育资源富集区袁竞争压力大尧日常事务繁

多袁 参与双师课堂可能只是教育管理部门指派的任

务袁能够做好课堂中的教学已然不易袁无暇顾及辅师

的发展问题曰从辅师的角度来看袁做教师就要做一名

好教师袁这是每一个身为师者的自身诉求 [13]袁素质能

力提升是乡村学校教师普遍面临的问题[14]袁而向榜样

学习则是最为直接尧有效的手段袁双师课堂在应然状

态下为辅师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袁实际上却因为辅师自

身发展动力不足尧对双师课堂认识不清等原因未能实

现曰从教育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袁郭绍青等认为袁县域

内利用专递课堂实现智力资源共享袁县教育局统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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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促进协作的双师课堂共同体模型

划尧组织实施尤为重要[14]袁而机制创新更是重中之重袁

当前双师课堂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影响袁基层

教育管理部门在规划尧实施双师课堂的过程中只关注

了野教学冶袁未关注野发展冶袁对野机制冶关注不足袁这样容

易造成双师课堂实施频率越高袁辅师教学机会丧失越

多袁如不能有效弥补袁甚至可能会造成辅师专业发展

水平不进反退遥

四尧教学关系视域下双师课堂优化策略

渊一冤弥补分裂院构建双师教学共同体袁有效整合

双师教学职能

弥补双师角色分裂袁 需要整合双师教学职能袁构

建双师教学共同体袁这里的整合并非是两者职能的混

合与重叠袁而是从野职冶和野能冶的角度进一步明确讲师

与辅师在双师课堂中的协作契机尧协作方式尧协作目

标等袁形成教学流程序列袁在此基础上扩充完善袁形成

共同体遥已有研究提出了支持野三个课堂冶应用的城乡

教师共同体模型袁认为共同体包含乡村教师尧城区教

师和管理团队等六要素[15]袁乜勇等构建了野3T-2S-1E冶

双师教学共同体结构模式袁该共同体结构模式也更偏

重于从野三个课堂冶的角度分析双师课堂共同体[16]遥 本

研究在以上两个研究的基础上袁结合二维的双师课堂

教学关系袁进一步强调双师之间的职能差异尧内部联

系等袁提出了促进协作的双师课堂共同体模型袁如图

2所示遥

该模型中袁双师居于共同体的核心地位袁两者的

协作层次为协同教学遥 Kruse曾将校内教师的协作形

式分为三种具有不同层次的协作关系袁称为野3C冶袁即

Cooperation尧Collegiality及 Collaboration袁可直译为野合

作冶野同事协作冶及野协作冶[17]遥 双师课堂的出现拓展了

原有的野3C冶关系袁校内外教师也有了协作的可能袁且

衍生出了层次更深的野第四 C冶袁即 Co-teaching渊协同

教学冤遥在协同教学层次中袁又可以细分出不同的协作

形式袁如在课前的协作教研尧课后的协作评价等遥

从职能的角度来看袁 讲师的职责主要有备课尧授

课尧课后评价尧课后总结反思袁辅师的职责主要有备

课尧辅助授课尧课后评价尧课后辅导袁两者的野职冶有直

接重合之处遥双师教学职能整合袁并非重叠性整合袁而

应是交错性整合袁其目标是将原本分散的职能进行科

学尧合理的再分配袁在弥补教师角色分裂的基础上力

图优化双师职能袁发挥出 1+1>2的效用遥 讲师在授课

过程中应关注辅师的辅助授课袁给予及时指导袁辅师

也应对讲师授课过程中的不足尧 疏漏之处给予提醒袁

对授课不清尧错误的地方通过恰当的方式向辅班学生

纠正袁从而做到野讲中有辅尧以辅促讲冶曰讲师也应在课

后辅导环节中发挥自身作用袁 作为课堂授课主体袁讲

师对于课堂授课内容尧 教学效果的把握要胜于辅师袁

其教学经验也更为丰富袁特别是通过课堂互动袁更加

了解辅班学生的知识盲区袁因此袁应积极配合辅师完

成课后辅导袁给辅师提供必要的信息遥

渊二冤纠正混乱院厘清课堂教学关系结构袁促进知

识流动走向高效

厘清课堂教学关系结构袁仅仅依靠传统的主客体

教学关系框架难以实现袁 在双师课堂教学关系中袁如

果一味野刨根问底冶地想要搞清楚主体关系袁可能反而

容易陷入野混乱冶的境地遥具体而言袁在双师课堂中袁辅

班学生难以成为主体袁 因为他们往往处于被动状态袁

同时袁由于教学模式和角色职责问题袁讲师尧辅师均难

以成为主体袁这就导致双师课堂似乎陷入了野无主体冶

状态遥 伯恩斯坦在其著作叶阶级尧符码与控制院教育传

递理论之建构曳中提出野分类冶与野架构冶两个概念袁用

于解释教学关系中知识边界和权力分配的性质和原

则遥 野分类冶是教学关系中的知识维度袁野架构冶是教学

关系中的权力维度袁在强架构中袁教师的权力相对更

大袁而在弱架构中袁教师控制权力相对较小袁学生拥有

自主性和选择权[2]遥 研究提出了双师课堂教学关系理

论框架袁以帮助理解课堂中师生教学关系遥 在新框架

中袁充分参考了伯恩斯坦的野分类要框架冶教学关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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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从权力的角度来分析教学关系袁即只讨论权力的

大小袁而不去追究谁是主体尧谁是主导遥从权力的角度

来看袁 不同类型双师课堂中是存在双师权力的差异

的袁因此袁该框架依据双师课堂侧重点不同而进行划

分袁以期精确尧有效尧可视化地表征出双师课堂教学关

系袁如图 3所示遥

图 3 双师课堂教学关系框架

在厘清课堂教学关系结构的基础上袁就可以进一

步关注知识流动的走向与阻碍袁设法拓宽知识流动的

管道遥 在录播双师课堂中袁由于讲师以教学视频的形

式出现袁知识首先由讲师向学生单向流动袁然后学生

在与辅师的交互中袁 促成知识在两者之间双向流动袁

因此袁辅师在课堂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袁需要通过交互

帮助学生建立优质管道袁 在知识由讲师流向学生后袁

积极组织各类课堂活动使知识流动更加高效袁防止课

堂变为野一潭死水冶曰直播双师课堂中袁讲师和学生能

够跨越时空直接开展各类交互袁 两者均具有较大权

力袁但要达成理想状态袁需要在班级学生规模方面加

以控制袁以目前的实践状况来看袁部分地区双师课堂

甚至出现了一名讲师给全县学生上课的情况袁课堂交

互近乎为零袁这不仅不利于知识流动走向高效袁甚至

会让双师课堂教学沦为野走过场冶野作秀冶的面子工程曰

同步双师课堂中袁讲师将主导两个班级的教学袁由于

需要同时关照两个班级袁往往在精力尧时间分配方面

难以兼顾袁 这就需要辅师在恰当的时机发挥作用袁充

当知识流动的枢纽袁扩充管道袁弥补讲师在课堂提问尧

活动组织方面的缺失遥

渊三冤优化职能院拓展辅师现有角色职能袁填补课

堂情感交互空白

在直播双师课堂中袁 讲师只与远端学生交互袁因

此袁情感交互状况相对较好袁而在同步双师课堂中袁讲

师主要与本地学生交互袁 远端情感交互状况较差袁因

此袁这部分主要针对同步授课模式提出对策袁其中袁远

端学生是指辅班学生袁而本地学生是指主班学生遥 课

堂教学活动是情感交互的重要桥梁袁 同步双师课堂

中袁教学活动往往被局限于本地课堂袁呈现出本地野热

火朝天冶袁远端野冷冷清清冶的景象袁亟须破除横亘于本

地和远端教学活动之间的壁障袁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双

师课堂中野双师共教冶的特点袁进一步激发尧拓展尧优化

辅师的职能袁使其承担起远端课堂与本地课堂情感交

互桥梁的作用遥具体而言袁可以从提问尧讨论环节优化

其职能遥

提问尧 讨论是双师课堂中情感交互的主要环节袁

也是辅师进一步发挥自身作用的主要着力点袁在传统

的双师课堂中袁提问往往采用野讲师提问要渊本地或远

端冤学生回答要讲师点评冶的模式袁在这一过程中袁辅

师并不直接干预过程袁 如果讲师没有提问辅班学生袁

或者提问本地学生多尧辅班学生少袁那么难免影响远

端学生的教学临场感袁产生一种野我在看教学直播袁而

非参与教学冶的感觉遥 此时袁就需要辅师积极组织袁在

远端教室内也针对讲师提出的问题展开提问尧 讨论袁

让学生都能够积极参与其中袁从而填补情感交互的空

白遥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袁需要讲师与辅师在集体备课

中对每次提问尧讨论进行精确设计袁确定好提问时机袁

在远端课堂中袁需要辅师及时关闭直播声音袁以免影

响远端课堂活动袁在确定两个课堂均已完成活动的情

况下袁再与本地课堂连线袁这时袁既可以继续教学流

程袁也可以组织两个课堂中回答较好的学生再次呈现

自己的回答袁进而促进情感交互袁最终达成一种野双线

并问尧智慧碰撞尧情感促进冶的理想模式袁这种模式能

够有效避免对本地课堂教学的直接影响袁也促进了远

端课堂有效互动袁最终提升了情感交互遥 但是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袁对两位教师的协作要求较高袁郭炯等指

出两端教师协同不足尧协同意识淡薄尧协同动力不足尧

协同能力欠缺的问题[12]遥 要进一步优化双师课堂袁辅

师需要切实改变原本过于依赖讲师的现状袁 积极参

与尧融入备课尧教学等环节袁真正落实野双师共教冶遥

渊四冤环境变革院升级双师课堂硬件环境袁拓宽课

堂情感交互通道

技术在信息化教学优化中并非决定性因素袁但技

术的升级往往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袁加速信息化教学

优化进程袁如果将教学活动的优化视为间接地野软优

化冶袁那么硬件环境的升级则可以视为直面问题的野硬

优化冶遥 尽管张晓莉等提到了分辨率不足影响情感判

断的问题[10]袁在当前硬件设备不断更新换代袁网络带

宽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已经有所改善袁但在远端机位仍

然会造成情感判断问题遥 对此袁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

层面予以改善院

第一袁机位调整遥 通过在直播教室架设双机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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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teacher Classroom in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ZHANG Jing, ZHENG Xin

(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promotion of the "three classrooms", the dual-teacher classroom,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further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classrooms", has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dual-teacher classroom that need to be sol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split role of teachers in the dual -

teacher classroom has led to a two-dimensional teaching relationship, resulting in the following three core

problems: unclear division of subjects, which gradually makes the flow of knowledge in the classroom

inefficient; broken emotional ties, which plunge classroom emotio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to chaos; and the absence of a co -progression mechanism, which makes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assistant teachers a mere formality.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optimizing the dual-teacher classroom, namely, building a dual-teacher teaching community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teaching functions of both teachers; clarifying the structure of classroom teaching relationships

to promote the flow of knowledge toward high efficiency; expanding the existing role functions of assistant

teachers to fill the gap of classroom emotional interaction; upgrading the hardware environment of the

dual-teacher classroom to broaden the channel of classroom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d creating conditions

to bring into play the peer effect to construct a community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Dual-teacher Teaching; Teaching Relationship; Assistant Teacher; Interactio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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