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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nhance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English learning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t the same time, the trend of English learning at a younger age is also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country, schools, parent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ultivate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pre-service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concept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Secondly, the necessity of immersion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for pre-service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is expounded from three 
aspects, that is, professional consciousness, vocational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en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rategies of immersion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for 
pre-service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and gives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the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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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英语的学习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

英语学习的低龄化趋势也深受国家、学校、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在职前阶段

培养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本文首先对教师专业能力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

从专业意识、职业能力、专业发展三个方面阐述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浸入式培养的必

要性；最后重点论述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浸入式培养的策略，给与相关读者一些可行

性建议。 

1. 引言 

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能力是影响小学英语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培养专业能力能够提

高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素质，增强职业能力，促进专业发展。因此，培养职前小学英语教师

专业能力势在必行。   

2. 教师专业能力概念界定 

教师专业能力是随着实践的深入而逐步丰富的，是专业意识、专业知识、教学实践等因素

相结合形成的综合能力，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必须要经过教育教学实践的验证。只有在实践

中教师专业能力才会显得更有价值，通过实践也可以不断检验教师专业能力发展情况。合格

的小学英语教师，除了具备基本的思想素质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掌握各种与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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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专业能力。所以，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浸入式培养是非常必要的。 

3. 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浸入式培养的必要性 

小学英语教师在职前培养阶段全程、全方位浸润在模拟或真实的教学情境中，通过观察、

体验、感悟、反思、探究，这种浸入式培养对于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能够促进教师专业能力不断的提升。 

3.1 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浸入式培养是提高专业意识的需要 

“教师的专业意识，指的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契机 [1]”。即教

师通过自主学习不断地完善教学理念和行为意识，同时，对自己的专业发展进行评估、总结

和规划，并积极反思的能力。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浸入式培养有利于加深教师对内心

世界和周围世界的认识，提高自己对教师职业的自我认知和自身对职业的归属感。教师专业

能力提高也会对职前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意识起到引导、激励和监督的作用。   
职前阶段对教师专业能力浸入式培养可以让职前小学英语教师按计划全程提升专业能力，

他们会自觉地、有意识地参与教学活动，更好地在实践中开展教学工作。此外，对职前小学

英语教师专业能力的浸入式培养，会使他们有强烈的专业自觉意识，始终对自己的专业发展

保持一种自觉状态，在实践中确定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以实现最理想的专业发展。 

3.2 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浸入式培养是增强职业能力的需要 

职业能力是人们在所从事职业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能力的综合，即个人对所学知识、技

能在特定情境中整合后形成的运用能力，即专业能力已经实践化、个人专业化了。教师专业

能力是教师职业能力的特征之一，是教师在职业准备阶段获得的能力。对职前小学英语教师

专业能力的浸入式培养，旨在增强小学英语教师职业能力，也是检验教师素养的核心指标。 
教师专业能力能够在教学中有效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知识的掌握、情感的陶冶等。教师

职业能力的增强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职前教师专业能力的浸入式培养对学校整体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要求建设一支高

素质的师资队伍，并将教师的专业能力作为教师发展的重中之重 [2]”。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主体，

提高其职业能力是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3.3 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浸入式培养是促进专业发展的需要 

“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专业能力不断更新、演进和丰富的过程 [3]”。教师专业发展是一种自

主发展的过程，自主发展需要依靠能力和意识作为支撑。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浸入式

培养能够坚定其专业意识，不断发展和提升其专业能力。“教师终身专业发展是以职前教师专

业发展为基础的 [4]”。职前教师的职业定位对他们自己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职前教师没有进

入职业过程，但每一位职前教师都必须对教师工作的职责和地位等具有明确的认识。因此，

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浸入式培养表明，职前阶段的教学知识及相应能力的获得，是教

师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教师成长的动力源泉之一。 

4. 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浸入式培养的策略 

教师专业能力是在教师教育专业阶段培养形成的，采用浸入式培养，让职前小学英语教师

浸润到真实的教学情境中，突出实际应用。在教学情境的再现中反思探究，创新改进，从而

实现职前与职后的无缝对接，全程适用。 

4.1 与小学合作共建课程，推行协同育人模式 

职前小学英语教师的培养需要一定的课程支持，为使课程设置的更科学、合理，小学英语

教师在职前培养阶段需要与小学合作共建课程体系，推行协同育人模式。与小学英语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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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学一线骨干英语教师共建教法、技能训练类课程，使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与小学英语教育

教学密切联系，理论与实践不脱节，这种协同育人模式可以提高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

培养的专业化和实践性。 
职前小学英语教师通过共建课程可以倾听到一线小学英语教师的教学实况，在听课中融入

教学情境中，要认真看、仔细听、动脑想一线小学英语教师的每个教学流程，进行反思和探

究。通过共建课程，职前小学英语教师接受小学一线英语教师的课程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

是将英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对教学方式、方法作细致讲解和独道分析,帮助职前小学

英语教师理解英语教学的宗旨。这些课程有利于职前小学英语教师在进入职场时，更好地应

对所出现的问题。通过共建，职前小学英语教师可以与小学英语教师进行经验交流。作为课

程的一部分，经验丰富的小学英语教师会和职前小学英语教师分享自己的一些教学案例,通过

案例的展示会让他们在教学实践中更进一步地体会小学英语的教学理念和提高认知水平。这

样有助于职前小学英语教师教学经验的丰富及视野的开拓。 

4.2 采用全程实践模式，在真实的情境中体验 

职前小学英语教师接受课程学习的同时，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自己的专业能力，只有进

入在完全真实的情境中，职前小学英语教师才会体验到教学的真正意义。因此，职前小学英

语教师要采用全程实践模式，在真实情境中体验和发展。 
职前小学英语教师进入小学进行教学实践。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下，职前小学英语教师将理

论自然地运用到实际日常中，不仅锻炼了自身的英语思维能力，而且也提高了英语交流能力。

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也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教学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参与有利于提高职前

小学英语教师对教学理论和实践的理解与认识。在实践活动中,应创设大容量 “类似习得”的英

语语用环境，通过英语知识墙、校园英语广播、英语节日等活动使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于无形

中 “习得”英语。这一策略要求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保持一定的英语输入量，并在不同的情境和

活动中转换语言表达方式，以增加职前小学英语教师语言输入的深度和丰富性，还能够激发

职前小学英语教师的情感体验。总之,教师专业能力浸入式培养模式下，职前小学英语教师学

习到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反复通过实践来检验。 

4.3 建立学习型团队，促进专业知识增长 

在职前阶段有必要建立学习型团队，在交流和讨论中可以实现自己的学习和发展。学习型

团队结合了多个人的智慧，把大家的想法汇集在一起，通过提问、研讨、交流等一系列活动，

职前小学英语教师通过思想的碰撞，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教学，专业知识和能力得以逐渐增长。 
马克思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 [5]”。职前小学英语教

师以学习型团队为依托在一起讨论各自的观点，互相借鉴各自的的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

共同进步，达到双赢的良好效果，从而促进专业知识的增长和能力的提升。 
学习型团队的建立，要求职前小学英语教师要善于合作。实践表明，积极合作的氛围对小

学英语教师的专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职前小学英语教师来说,最初教学工作时,会面对很

大的压力，语言、方法、策略都是他们经常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职前小学英语教师要积

极主动地与他人合作,获得支持、指导,并积极改进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在团队里,职前小学英

语教师的积极自我反思能力和自主发展意识能够很好地促进团队合作。 

4.4 开展反思与探究，实现自我专业发展 

教师教学结束后会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并从中发现自己的创新点和不足,积极地撰

写教学随笔、反思日记等,以此来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也要

学会不断的反思和探究。在听课之后,可以对教学实践再认识、再思考，进行深层次学习。教

学实践后，对于教师提出的教学建议进行整理和沟通交流,将教学建议转化为自己的教学经验

和知识结构,以此在不断反思和探究中快速成长，实现自我专业发展。 
职前小学英语教师自身的反思与探究非常重要。教师对教学实践的反思是教师成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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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探究活动中，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的培养会使其专业发展得更快。他们能够

慢慢地参与到教学研讨活动中来,并主动承担起教学科研任务,为实现自我专业的发展增加更

多新的有效的教学理念。教学活动中的探究和反思为职前小学英语教师提供了“重新审视自己

教学实践、构建新的教学理念，发展教学技能的机会，是其认识教学、理解教学和学习教学

的重要手段，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教育专业素养和实现专业成长 [6]”。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比

知识结构更重要,其包含教师所具有的人格魅力、积极的教学情感，以此实现专业成长，成为

一名有创新思维的、有前瞻性的、高素质的小学英语教师。 

5. 结 论 

职前小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采用浸入式培养，让其全程坚持实践取向，浸润在小学英语教

学的真实情境中，使理论与实践能紧密结合，达到学以致用。 浸入式培养的最终目的是浸润

在教学情境中，全面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学英语教师奠定夯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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