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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教师发展模式如何转型

注重专业成长而忽视精神成长，让中国教师发展正面临困境。
当前的教师培训主要聚焦于学科教学和班级管理，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培训效果因教师缺乏意愿而大打折扣，培训不能有效支持教

师的生命发展，教师参训积极性有待提升，培训投入的资源与取得的效益不成正比，等等。
教师成长主要包含专业成长和精神成长，精神成长是专业成长的根基和动力。 如果没有教师的精神成长，其专业成长也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如果一个教师内心是

混乱的，就无法专注地从事教育工作；如果教师对学生的成长规律和心理认知特点混沌茫然，就无法成为一位优秀的教师。 所以，如何改善教师的生命状态，促进教师
精神成长，应该作为教师培训的首要任务。 本期，围绕教师精神成长、教师发展模式转型，我们邀请相关专家展开讨论。

中国教师报：在您看来 ，当前教师发
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李艳丽 ： 教师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教
育者 ，必须有三个方面的发展 ：一是教
师的学科专业成长 ，需要通过学校的校
本研修来实现 ；二是教师要完成对自我
的认知 ，修复并完善内心 ，重建内在关
系模式 ， 形成完整而又成熟的人格 ；三
是教师要完成对儿童的认知与理解 ，懂
得儿童 0-14 岁 的 心 理 特 点 及 认 知 规
律 ，知道儿童每一种行为的背后都有哪
些问题与需求 。

就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而言 ， 教师
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两点 ： 一是教师
缺乏知识的更新， 对于儿童的心理特点

及认知规律几乎一无所知 ， 对教育本质
的理解处于混沌状态， 在工作中大多处
于一种无意识水平； 二是教师的发展缺
乏精神引领， 几乎所有的培训都围绕教
师的学科专业 、 班级管理 、 师德师风建
设， 唯独没有对教师内在人格的完善与
发展的深入解读。 大多数教师不能成为
一名好的教育者， 是因为他自身的内在
人格还处于儿童期， 没有发展到一个成
熟的个体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 ，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
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凸显的问题 ， 都与教
师的发展现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教
师没有自己的育人思想 ， 不知道要使孩
子成长为什么样的人； 不知道如何创设
一个生活 、生态 、经典的教室环境 ，来支

持儿童的生命成长； 不懂得如何营造一
个符合国家课程观、 符合儿童实体化认
知、 自由安全并且富有秩序感的课堂给
学生，让孩子成为自我学习发展的主人 ；
不清楚为什么要给儿童开发出音体美 、
自然 、科学 、社会实践课程 ，供孩子在更
多的知识领域可以选择 ， 从而发现自己
的兴趣，产生人生的理想。 这些都是因为
教师的视野太过狭隘 ， 只注重知识和技
能，忽略人的发展。

黄洁华：教师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主
要有：注重专业成长忽视精神成长 ；注重
高学历忽视高素养；职称评审注重硬件指
标，忽视软件指标，如专业信仰、敬业精神
等；注重科研忽视教学，科研评估标准单
一，不能适应社会的多元需求；注重育人

忽视育己；教育评估存在功利倾向 ，导致
教师发展倾向功利。

赵爱玲：重育人而轻育己是当前教师
发展的主要问题。当前，教师有偿补课、乱
订教辅资料、体罚等严重违背师德甚至违
法犯罪案例屡屡曝光。 目前，教书育人过
多地被看成显性的成绩。这样的评价标准
导致评模范晋升职称的核心标准就是成
绩、学历、论文等。教师的高度决定着学生
的高度。 缺少了“读书育己”的前提和基
础，教师再努力地“教书育人”，恐怕也很
难有一个理想的教育效果。

尧勇：当前教师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是由于教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学校
过度注重专业成长，而缺乏引领教师的精
神成长。

教师发展偏差在哪里

■2014校长行动指南（二）

中国教师报：如何看待当前的教师
培训？ 应如何改进？

赵爱玲：当前，教师培训存在的问
题主要表现为，继续教育考核与职称挂
钩，让很多教师被动应付。 继续教育考
试是开卷， 但组织者要求教师必须买
书，这就让教师产生了继续教育就是销
书的不良影响。

对于目前的网络学习，有许多教师
平时根本不学习，到了最后期限，才开
始完成学习任务，并且他们在做题时达
到及格分就不再做了。 还有些教师自
己不上网，让其他人代劳。有教师反映，
每年参加培训都是相对固定的几个人
在讲，从题目到主题到内容没有大的变
化，觉得是浪费时间。

尧勇：当前教师的培训过于形式化
和程序化，教师培训的意愿不强，教育
培训部门将培训重点聚焦于学科教学
和班级管理，教师的积极性不高，投入
与产出并不成正比。 必须改变现有的
培训模式，从教师职业的幸福指数和价
值取向上下功夫，引导教师树立崇高使
命，内化自己的价值追求。

黄洁华：当前教师培训的问题主要
集中在培训仅仅是应付上级对教师的
要求，停留在达标上，培训不是根据教
师的需求而是管理层的要求，培训效果
因教师缺乏意愿而大打折扣。 教师培
训应了解教师的需求，使培训既能满足
教师的需求，又不会占用太多的休息时
间；应建立教师培训的长效机制，允许
教师有培训假期（脱产培训），甚至让培
训成为激励教师的一种方式。

中国教师报：您是如何理解教师精
神成长的？ 怎样看待精神成长与专业
成长的关系？

尧勇：我所理解的教师精神成长应
该是教师自身的内在要求，是教师这一
职业所应具备的素养和态度，如将教育
当成是实现自身价值和自身成长的需
要，而不是仅将教育看成是谋生的职业
和手段。 只有精神成长了，教师对专业
的认知才可能深入，学习才可能由被动
变主动、由消极变积极。

赵爱玲：精神成长是教师成长的灵
魂，专业成长是教师成长的基石，二者
相互促进。 专业成长使得教师在教学方
面积累丰富经验，成为一个初步合格的
教师。 精神成长可以提升教师的精神高
度， 使教师逐步形成自己的教育信念，
树立起振兴教育事业的理想。 专业成长
是实践，精神成长是指导；专业成长是
根基，精神成长是方向。

罗琳伟：美国家庭治疗的先驱萨提
亚女士认为：每一个到她那里咨询的来
访者都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是一
个拥有积极资源和自我价值的人，是一
个渴望改变的人。 每一个人都拥有自我
的价值，都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和积极资
源去生活的。 每个人的内心也都存在着
改变的可能，每个人身上也都潜藏着改
变的能力。 按照这个理论来说，作为人
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其精神成长的空
间将会更大。 因为教师本身以及他身边
接触的积极资源相对更多，改变的可能
性因而会更大。

精神成长成为新趋势

中国教师报： 如何有效促进教师精
神成长？ 您是如何实践的？

李艳丽： 目前的教师发展模式急需
改变。 第一，帮助教师提升和进化意识。
只有意识的改变， 教师才能知道教育是
什么、爱是什么、自由是什么、规则是什
么，才能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并且在这个
新世界中， 看到一个全面发展的自由快
乐的儿童。

第二，对教师进行心理治疗，让教师
打开自己的心灵之窗， 感受到每个儿童
的存在。 这样，教师便能关注儿童成长，
改变对待儿童的态度。 大量的儿童得不
到良好的成长，是基于成人的问题，而成
人并不是不想做好， 而是他的生命状态
呈现出的就是这样一个行为模式和心理
模式。 教师心灵状态的改变必须通过心
理治疗才能够得以实现。

第三，让教师了解并懂得 0-14 岁儿
童成长的基本规律， 特别是不同时期儿
童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 教师要懂得
什么叫儿童的敏感期， 知道儿童每一个
行为背后的心理问题与需求； 明白什么
叫实体化认知，清楚一个 12 岁以下的儿
童手里没有实物就无法进行思考； 知道
每个孩子的生命里一定要有运动、 有音
乐、有绘画、有图书等丰富的内容，让他

们自由选择、自我体验。
罗琳伟：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 教

师的精神成长不是无本之木， 它首先有
赖于自我的觉醒。 在工作中，教师如果不
能感受到创造的快乐， 而是被淹没在重
复、机械的教学活动中，迟早会产生职业
倦怠。 这种被动的精神状态会直接导致
工作效率低下， 会让教师错误地以为目
前的疲惫状态是工作常态， 因而不主动
寻求突破和改变。

教师精神成长最初也需要专业人士
的引领。 教师职业本身的接触社会面就
窄， 有时候工作中产生的某些负面情绪
会在这个相对固定的群体里相互感染、
强化。 此时， 就需要有一定的方法来调
节，否则，职业倦怠就会乘虚而入。 如果
这种技巧不能通过自己的途径获得，就
需要精通心理的专业人士来适度引导。

专业的心理疏导很有针对性。 比如，
学生考得不好，教师常常有两种表现：有
的人过于自责， 在一定时间内怀疑自己
的工作能力，自我价值感荡然无存；有的
人痛责学生，怪罪于学生的浮躁怠惰，一
两周内都会对学生的错误喋喋不休，学
生的自我价值感荡然无存。 这两种极端
的方式都会影响教学的良性发展。 专业
人士的疏导会让教师对事实有一个明晰
的觉察，并及时进行信息核对，帮助教师

找出问题所在： 学生行为背后隐藏着亟
待关注的信号，教师焦虑、暴躁带来的严
重后果，师生之间沟通不畅的具体原因，
师生在压力下的应对方式如何调整，都
会得到比较实用的指导。 专业人士不但
会搜集信息、发现问题，更会引导教师挖
掘自身潜藏的积极资源， 通过专业的技
术去提升其自尊感受，使其对自我、工作
和生活有更大程度的积极体验，并激发教
师主动去寻求主观上的一些改变。同时也
会给教师指出其某种意识或行为可能产
生的积极意义或负面影响，让教师根据自
己的需求去选择以后的意识或行为。教师
在选择的过程中也是觉察自己内心的过
程。 接受引领者的疏导，教师会在平静的
状态下对事情进行客观分析，发现自己的
问题， 感受到来自内心的前所未有的力
量，对即将去做的改变产生信心。

尧勇： 为了有效促进教师的精神成
长，我们关注不同教师的需求，设计不同
的培训内容，让教师自己报名参加，使培
训成为其内在的需求。 我们给不同教师
提供锻炼的平台，让他们充分展现才华，
从而获得成功的喜悦， 增强幸福感和成
就感，每周让 1-2 位教师利用“教师大讲
坛”面对全校教师谈人生、谈心态、谈兴
趣、谈读书收获，共同分享他们内心深处
的温暖与感动。

怎样有效促进教师精神成长
中国教师报：学校教师团队应该如何

打造？

尧勇：要打造卓越的教师团队，须从
以下几点做起：提供教师锻炼和成长的舞
台；设计教师精神成长的培训课程，关注
教师内在要求；通过项目管理，引导教师
团队合作；形成有效的评价机制和奖励机
制，激发教师内在动力；形成良好的育人
氛围，让教师在育人活动中体验、感悟，提
高内在素养。

罗琳伟：独木难成林。 教师的精神成
长更需要团队的力量来形成正能量的共
振磁场。 无论什么场合，团队的力量都是
不可忽视的。 教师的消极情绪聚到一起可
以相互感染，同样，其正面情绪聚到一起
也会引起共振。

任何时候， 环境对人的影响不容小
觑。 教师精神成长的大环境， 其核心因
素就是学校的决策者。 作为学校中坚力
量的教师， 能否在工作中感受到自己存
在的价值， 能否在工作中感受到职业带
来的幸福 ，能否在教材和学生身上感受
到创造的乐趣 ， 能否在校园中有归属
感 ，很大程度取决于领导对教师精神世
界的关注。 作为领导， 你能否了解教师
工作中遇到的困扰？ 你能否觉察教师抱
怨的背后对学校的期待？ 你能否在教师
工作失利时伸出援手而不是一味责备 ？
在向教师要成绩的同时， 你能否对教师
有一定的情感关怀？ 你能否意识到教师
的幸福感对于学校发展的重要意义？ 领
导具备了这种意识， 才能真正看到每位
教师为学校做了些什么， 才会去想办法
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 ，利用教师队伍这
个优秀团体的学习资源， 去激发教师为
学校发展 、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甘愿奉
献、不断进取！

团队对于教师精神成长的帮助也源
自于成长伙伴的提携和鼓励。 团队的每
位成员接受了共同的成长主题， 在同一
时间、 同一场合进行同一主题的不同体
验 ， 体验过去事件对于现在的影响 ，同
时也体验当下自己积极的生命能量。 教
师在团队力量的影响下， 也会有意识地
调整自己的情绪，积极工作。 同时，在团
队集体体验同一主题的同时， 团队成员
之间的相互接纳 、认同 、欣赏 、期待 ，使
团队成员的心联结起来 ，形成一股强大
的合力， 教师精神成长的持续效果就会
慢慢地显现出来。

萨提亚女士说过：“欣赏并接受过去，
是为了增强管理现在的能力。 ”教师的精
神成长正是要经历这样一个令人喜悦的
过程：所有的过去都是珍贵的资源，所有
的未知都有改变的可能。只要你愿意升华
自己的内心，幸福和成功就会随时随地来
到你的身边！

教师团队怎样打造

李艳丽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西下池小学校长

黄洁华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教授

罗琳伟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中学教研室主任

尧 勇 广东省佛山市李伟强职业学校校长

赵爱玲 山西省河津市实验中学心理咨询师

对话嘉宾

中国教师报： 成功与幸福是教师的
普遍追求。如何让教师走向成功与幸福？

李艳丽：教师的成功与幸福，其实就
是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 一方面体现在
职业中， 另一方面体现在内在的不断充
实与完善中。这两方面互为表里，相互依
存。 教师经过对人的认知与思考使得工
作更为明确与清晰， 教师经过工作中的
体验与感受得以完成对理论的实体化认
知。这才是真正的认知，是心灵层面的有
效碰撞。

为了让教师走向成功与幸福， 我们
通过读书报告会、心理团体实操、个人心
理辅导、沙盘游戏师培训、新课堂体验式
培训、课程开发研讨、社团社会活动开发
等一系列活动， 在学校和区域内全面开
展校本教研、 校本培训活动。 这样的活
动，让教师的学科专业、对自我的认知与
建构、 对儿童的认知与理解能够同时向
前推进，每月都有新体验，每期都有新认
知， 每年都有新发展。 这样的工作经过
3-5 年， 可以使教师基本上完成专业的
基本技能、自我的正确认知、儿童的初步
理解；经过 5-10 年，可以使教师在专业

上扎实熟练、内心成熟稳定、对儿童的心
理行为特点能准确判定。 经由这样的成
长， 教师基本上都具备了自我内观、觉
知、发展的能力，能够给儿童提供一个良
好的环境，提供成长的支持，呈现出一名
真正的教育者的素养。

罗琳伟：教师要从繁忙的工作中抽
出时间 ， 静下心来审视一下自己的内
心 ：除了工资和疲惫 ，这一段的工作给
我带来乐趣了吗？ 怎样在工作中得到更
大的乐趣？ 我有哪些有效的教学方法可
以与同事分享？ 除了教师这个身份，学
生对我的尊重还来源于什么？ 我工作的
价值对于学校意味着什么？ 工作中我有
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怎样改变目前的消
极状态？

这些问题都关系教师的职业尊严感
和成就感，是教师自我价值感的体现，也
是教师能否体验到成功的关键因素。 它
是内在的一种感受。 当你感受到自己在
工作中有尊严、有价值的时候，幸福感便
会油然而生。 它与职业本身的收入、获得
的荣誉证书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 对
自己的职业怀一份尊重， 在工作中通过
不断的努力，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从而

找到自己内在的支撑点， 就会感受到职
业的快乐和幸福。 内在的力量强大了，便
不会只活在别人的评价里， 依靠别人的
肯定来增强自信和动力。

黄洁华： 幸福有一条朴素的标准：
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在工作中能充
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与潜能。 因此，要让
教师走向成功与幸福，必须满足以下条
件：在教师的招聘与选拔中录用那些对
教育事业有热情 、感兴趣的人 ；在教师
管理上，要做到把每个教师安排到合适
的岗位上 ， 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与潜
能 ，创造开放民主的文化氛围 ，给予他
们发展的空间； 在教师的薪酬体系上，
要使教师的工资水平具有吸引力，使教
师能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上，免除他
们的经济压力，使教师成为受人尊敬的
职业。

尧勇：要让教师走向成功与幸福，就
要让教师有希望、有事做、有人爱。 让教
师明白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自己的
帮助下成长， 在学生成长中体现自己的
价值，而这一过程需要我们充满爱心，担
当责任。 同时要多分享、多激励、多肯定、
多表扬。

如何让教师成功与幸福

注重专业成长而忽视精神成长，让中国教师发展正面临困境。 教师成长主要包含专业成长和精神成长，精神成长是专
业成长的根基和动力。 如果没有教师的精神成长，其专业成长也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如何改善教师的生命状态，促进教师精
神成长，应该作为教师培训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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