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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study observed teacher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from the view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 found that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The school that teachers worked in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Society and school 
offer professional acknowledge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respectively. To sum up, excellent social situation and school compose the 
outside environment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hile lifelong learning composes the inside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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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生态文明的视角观察教师教育活动

过程，发现教师专业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

程，教师从业的学校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土壤

环境，社会对教师专业化的认知以及大学为

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是教师

的专业成长的气候环境。良好的外部条件构

成教师专业成长的生态环境。终身学习是教

师专业成长的动力源泉。 

关键词: 教师专业成长 终身教育 学校 社

会  生态环境 

 

1.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中指出“百年

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民族崛起的希望在教育，教育振兴的希望在

教师。教师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历史重

任，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准直接影响到一个国

家、一个地区公民素质的提升和各级各类人

才培养的质量。 
教 师 专 业 化 (teacher  

professionalization）是指教师在整个从业过程

中，通过终身专业训练，依托专业组织，习

得教育专门知识与规范，形成教育教学能力，

取得教师资格，实施专业自主，表现专业道

德，逐步提高自身从教素质，成为一个良好

的教育专业工作者的专业成长的过程。也就

是从一个“普通公民”变成“教育者”的专

业发展过程。 
教师专业化强调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个人成为教学专业的成员并且在教

学中具有越来越成熟的作用这样的一个转变

过程”。这一变化过程并不因为教师本人曾

经接受了职前教师教育或毕业于师范大学，

到他们开始从事教师职业就终止了。这种个

人专业素养的提升、成长的过程在持续不断

地进行，是贯穿于教师职业生涯的整个过程。 
由此可见，教师的专业化过程是一个持

续的、动态的、发展的过程。教师的专业化

过程不是指某个教师、某几个教师，而是指

整个教师群体。同时教师专业化过程也不是

孤立的，需要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密切的联系。 
生态（Eco-）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之

一是指环境。如今， “生态”一词涉及的范

畴也越来越广，生态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

人们常常用“生态”来定义许多美好的事物。

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

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

总和。 
借助生态环境这一术语，将教师专业成

长的环境因素，比喻成生态环境，十分形象。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y, Finance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GEFHR 2014)

© 2014. The authors -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276



 

显然，认识环境因素对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

性，营造一个和谐的教师专业成长的可持续

发展的生态环境，在教师专业化过程中是不

容忽视的关键。 
2．教师劳动的复杂性 

众所周知，教师的责任是育人。教师是

人类科学知识和文明的传播者，承载着人类

进步、发展的美好希望，这也是教师职业区

别于其他职业的重要特征。教师被认为是“太

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职业的专业性

体现在教师每一刻都要面对复杂万变的教育

情境，面对成长中的不同学生个体，做出科

学的决策并采取行动。同时，教师职业的专

业性是教师群体的社会行为，其专业性也体

现在教师群体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 
我国培养教师的主渠道是师范生的职前

教育。师范生经过大学本科四年或者是研究

生阶段的学习，从大学校门走进所任教学校

的校门，由学生转变为教师身份，有些教师

能迅速地成长为胜任的甚至是优秀的教师。

而有些教师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则需要很长的

时间。 
当我们认为某些人在教学领域干得十分

出色，成为行业专家时，人们往往把广博的

专业知识，高超的技术水平，具备熟练的操

作等特质联系在一起。 
这其中最不容忽视的是，专家型教师能

够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的、困难的条件下，

灵活运用教育理论，对育人过程做出准确的

分析和判断。这是专家型教师和普通教师的

本质区别。他们应对复杂的教育教学活动游

刃有余，从容地解决发生的各种难题。 
众所知道，一堂生动活泼的课，往往不

是靠固定程序能设计出来的。教师需要凭借

教育智慧，建立所教授的学科知识理论与生

产、生活实践的联系，吸引学生的关注，带

领学生走进学习情境。其次，教师备课的关

注点也不同，专家型教师往往有多个方案可

供学生选择，他们更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

恰当地鼓励学生，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在教学中往往灵活整合知识，使教材的内容

与学生的实际水平相吻合，引导学生运用所

学知识，灵活、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不是

照本宣科，照流程行事。专家型教师驾驭课

堂的能力源于教育教学实践的积累，源于对

教育教学的研究、体验、反思。他们将教育

经验升华为教育理论，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

夫，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教师的专

业成长需要时间和实践，需要反思的过程和

成长的氛围。 
3．教师专业成长的土壤——学校的生态环境 

就像万物的生长靠太阳一样，教师专业

成长离不开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学校是教师

专业成长的重要场所和平台。教师的专业发

展依托学校而展开，没有学校这片沃土，教

师专业成长的树木没有根基。教师从新手成

长为合格教师、甚至是专家型教师的重要途

径是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

教师任教的学校，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

实践的场所。 
新手教师通过观摩其他教师的课堂行为

和课后行为，揣摩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可以

随时获取专业成长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学校

为教师观摩各种课程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

样板，新教师在向有经验教师的学习中不断

成长，走向成熟。 
教师的专业成长，离不开学校的教学研

究氛围。通过教学研究，教师与同行之间及

时交流探讨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解决他

们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并能很快将意识层

面的观念付诸实践，加以验证、体会。因为

教学环境、教学情境的相似性，使得这种研

究更具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教师之间相互

学习，带动的是整个团队的成长。另外，教

学研究使得教师的备课不再是个人行为，也

不再是简单地备内容、备教学环节、写教案

等，教师之间十分便利地吸收他人的有效经

验，从封闭走向更开放。 
学校是教师天然的、永久的教学实验基

地，使教师的理论与实践合二而一；学校是

教师创造性劳动的展示平台，课堂加速了教

师的专业成长。教师与学校在环境互动中实

现双赢，学校因为教师群体的专业水准而享

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受到学生与家长的信任，

吸引到更优秀的教师，而教师之间因为有高

手的存在而加速专业水平的提升。 
4．教师专业成长的气候——社会的生态环境 

如果把学校比喻成教师专业成长的沃

土，那么社会便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气候了。

教师专业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源自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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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职业的普遍认知程度。教师需要像医

生、律师一样享有一定的职业声望。首先社

会公众应该普遍知晓教师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人，教师的培养由职前教育、入职教育和职

后培训一整套培训体系构成，并经过国家资

格认证。其次是教师的培养机构——大学对

教师职前培养过程中对教师专业知识的重

视，即教师职前培养过程中专业知识与学科

知识的构成比重。目前我国的教师教育往往

重视学科知识，轻视教师专业知识。从大学

四年的课程安排上就能体现出这样的问题。

学生在大学期间主要学习学科知识，关于教

师专业知识，仅有教育学、心理学、微格教

学、和“三字一话”、教育实习等寥寥无几

的课程，学生不重视，教师没热情。虽然各

个学校，特别是师范大学对教师教育课程进

行改革，学生直到开始从事教师职业时方知

道教师劳动的复杂性和课堂的多变性，部分

同学才找来教育学、心理学的书恶补专业知

识，根本没有循序渐进，形成真正的教育教

学能力。虽然各个学校，特别是师范大学对

教师教育课程进行了改革，但没有从根本上

扭转这种轻视教师专业培养的局面。追求教

育的急功近利行为，没有真正认识到教师的

专业化的意义，没有像培养医生那样培养教

师，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解决教师

职前培养中学科教育与教师专业教育在课时

分配方面的冲突，师范大学的教育类课程应

该更为开放和丰富，为准教师利用教育资源，

学到更多的、他们感兴趣的诸多教育类课程

提供可供选择的机会。 
5．教师专业成长的动力——个人职业认知与

终身学习 
教师职业的挑战性在教师需要时时面对

新情况、新问题。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个体，

是指教育教学对象的多样性，没有完全相同

的两堂课，是指教师劳动的复杂与多变性。

教育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过

程。仅仅凭借在学校所学习的有限时间和课

程，不足以使教师胜任岗位的需要。教师专

业化成长的内在动力，来自于教师本身对职

业的认知。终身教育、不断学习，才能使教

师不断汲取养分，不断追求卓越。这种终身

的学习行为伴随教师职业生涯的全过程。教

师的终身学习具有一个广义的涵义，书本知

识、理论学习知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丰富

的教学实践活动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部

分。学习行为体现在教师的每一节课中，批

改的每一份作业中，反复推敲、深思熟虑的

每一份教案中。 
教师只有加强自身对职业的认知深度和

广度，专业成长的动力才能像小溪汇入江河

那样，川流不息、源远流长。持续发展的动

力，促进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教师个体不

断完善、提升，教师群体才能走向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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