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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综述

2019 年第三季度，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

中心在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领导下，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基地发展攀高峰继续

发挥着基地的学术影响力和创新引领作用。

落实国家教育决策，积极发挥专业力量

基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发挥专业力量，为服务党中央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

师队伍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贡献力量。中心教师庞丽娟教授、朱旭东教授选国家教师

教育咨询专家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朱旭东教授参加全国教师节表彰大

会；西南民族地区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成立暨民族地区教师教育振兴行动高峰论坛顺利开幕；第

三十五个教师节暨 2019 中国教师发展论坛顺利召开。

催生学术研究成果，助力教师专业发展

基地不忘学术使命，中心教师积极开展研究工作，成果丰硕。中心特聘资深讲座教授卢乃

桂在 Teachers and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发表 SSCI 文章：Teachers and teaching in China: a 

cirtical reflection；朱旭东教授、桑国元教授、周钧教授、胡艳教授、张华军副教授、袁丽副教授、

廖伟博士等发表多篇论文，深化基地学术引领作用，学术影响力日益增强。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入探索教育实践

中心高度重视研究生培养工作，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中心特聘教

授佐藤学带队推进学习共同体建设研究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第四届优秀大学生——教

师教育研究暑期学校顺利开幕；为促进未来教师的学习与发展，中心教师与北京八中教师两校

商议“联合共建八中校本教师发展中心”；2018 级学科英语 13 人在桑国元教授的带队下，前

往澳大利亚悉尼，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海外实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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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亮点

庞丽娟教授、朱旭东教授入选国家教师教育咨询专家委员会

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成立国家教师教育咨询专家委员会、2019—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

校幼儿园教师培养等教学指导委员会和第四届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的通知》，教

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庞丽娟教授担任国家

教师教育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旭东教授担任国家教师教育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兼秘

书长、小学教师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国家教师教育咨询专家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幼儿园教师培养等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全国

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是教育部聘请并领导的指导高等学校教师教育工作的专家组织，

具有非常设学术机构的性质，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开展教师教育领域研究、咨询、指导、服务

等工作。

其中国家教师教育咨询专家委员会为首次成立，该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对重大教师教育政

策、重大改革事项、重大项目等进行论证评议，提供咨询意见；开展调查研究，对教师教育改

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庞丽娟教授、朱旭东教授的入选，体现了教育部对两位教授在教师教育领域政策、理论和

实践成就的认可，同时也是对中心充分发挥教师教育领域重要智库作用的肯定。中心将秉持”

良师善邦，启师致远”使命，在教师教育领域着力发挥政策咨询、学术研究和实践引领的国家

智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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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动态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朱旭东教授参加全国教师节
表彰大会

2019 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9 月 10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向受到表彰的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朱旭东教

授作为 2018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项目代表受邀参加了表彰大会，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

的会见。

由朱旭东、石中英、李家永、王晨、黄欣等合作完成的“国家试点学院 APLIC 教育学科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项目成果，荣获 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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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地区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成立暨民族地区教师教育振兴行
动高峰论坛顺利开幕

7 月 23 日，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与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在该学院联合成立“西南民族地区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并同时举行民族地

区教师教育振兴行动高峰论坛。

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副部长刘文胜，贵州省教育厅副巡视员龚宁，黔西南州州委常委、州

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州委教育工委书记范华，黔西南州人大副主任、民进黔西南州委会主

委黄健勇，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李杰，黔西南州政协副主席廖星，黔西南州教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州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梁喜明，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

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琼，中心副主任、教师教育

研究所所长宋萑，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领导吕国富、刘照惠、邱国俊、丁湘梅、彭光明、马必静、

张兴毅出席本次论坛。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刘照惠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

     开幕式上，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朱旭东教授在讲话中表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作为黔西南州唯一一所本科院校，为当

地的基础教育、教师培养、教育服务做出了诸多贡献。将“西南民族地区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成立在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既能满足国家政策实施的需要，又能实现民进中央对西南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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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扶。希望通过“西南民族地区教师教育研究中心”这一平台，加强对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

研究，把“西南民族地区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建成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引领者和桥头堡。

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

琼从人才培养、服务地方、学科建设、国际交流等几个方面介绍了“西南民族地区教师教育研

究中心”的建设思路。

随后，朱旭东、龚宁、李杰、吕国富四位领导共同为西南民族地区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揭牌。

朱旭东、李琼教授将“西南民族地区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牌匾授予西南民族地区教师教育研究

中心负责人吕国富、丁湘梅教授。

至此，“西南民族地区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民族地区教师教育振兴行动高峰论

坛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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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个教师节暨 2019 中国教师发展论坛顺利召开

9 月 5 日上午，庆祝第三十五个教师节暨 2019 中国教师发展论坛顺利召开，论坛主题为“教

师教育振兴与师范院校的使命”。本次论坛由民进中央主办，湖南师范大学、民进中央教育委

员会、民进中央办公厅、民进湖南省委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承办，教

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协办。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副主席朱永新、庞丽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农、副省长陈

文浩，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巡视员刘建同，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蒋洪新、校长刘起军等出席开

幕式。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庞丽娟分别主持了论

坛开幕式与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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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下午分论坛研讨环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朱旭东教授作了《新时代我国师范院校的教

师教育发展路径》的主题演讲。朱教授提出了三轨四级师范院校新体系，要构建灵活开放的现

代教师教育体系；并指出师范院校面临着综合大学的毕业生就业挑战以及师范院校要进入双一

流建设队伍的挑战和学科建设的挑战，提出重构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治理体系，重构新时代中

国专门、独立的幼儿园和小学教师教育体系，重构新时代中国师范院校“互联网 +”教师教育

体系。

9 月 6 日上午的闭幕式上，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

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琼教授作了《新时代高素质教师的培育：国际视野与本土探索》主题发言，

围绕我国教师教育转型发展中的问题以及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动向，提出了对我国教师教育改革

的启发与探索，并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研究所承担的中学语文与英语学科全日制

教育硕士的中学教师培养项目为例，提出了注重理论与实践融合的未来教师培养。

未来已来，扬帆起航——2019CTER 毕业晚会圆满结束

2019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所）毕业晚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 2 层多功能

B 厅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北

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琼教授、教师教育研究所所长宋萑教授、学术导师

杨明全教授，北师大实验中学实践导师王芳耀老师，西城教育研修所专业导师杜志兵老师，西

城教育研修院专业导师李少毅老师以及教师教育研究所的全体师生参加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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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熠熠，青春激昂——教师教育研究所（中心）2019 迎
新会暨教师节庆典圆满结束

9 月 9 日下午，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

心 2019 迎新会暨教师节庆典在京师学堂京师厅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王晨教授、北京师范大

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琼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研究所所长宋萑教

授及中心的全体老师出席了本次庆典活动。出席庆典的还有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的全体硕士、博

士生。庆典由袁丽副所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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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萑教授从发展现状、机遇挑战和未来展望三方面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及

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宋萑教授指出：

希望 19 级的同学们和中心一起共筑教师教育的新未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王晨教授表示：“教师的体面”是教师应该坚持的东西，期

待同学们从内在的角度把握教师这一职业身份，素养以及境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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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国际与港澳台交流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代表团赴日参加日本教育学会第 78 届大会并
访问友好合作院校

2019 年 8 月 4 日，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率教育学部代表团参加日本教育学会第

78 届大会，并访问东京学艺大学、荒川区立汐入東小学校和荒川区立第 3 中学。代表团成员包

括朱旭东部长、檀传宝教授、李琼教授、宋萑教授等 .

在参加日本教育学会大会期间，在主题为”东亚教育改革 - 教育学会国际合作展望日”的

中韩教育学会会长研讨会上，钟秉林教授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做了题为“中国教育发展现状与未

来展望”的主题报告。韩国教育学会会长金声烈和日本教育学会会长广田照幸分别介绍了韩国

和日本教育改革的现状。三国教育学会会长的报告使与会的中日韩三国学者对东亚教育改革有

了更加全面和直观的认识，研讨会现场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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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7 日上午，代表团一行访问了学部合作伙伴东京学艺大学，东京学艺大学为北京师范

大学姊妹学校，与我校同为亚洲校园项目成员学校。教育学部与东京学艺大学在亚洲校园项目、

东亚教师教育联盟以及双学位项目等方面均有紧密合作。东京学艺大学出口利定校长、中岛裕

昭理事副校长、亚洲校园推进室副室长椿真智子、下田诚副教授参加了会见。双方就近年来双

方学生交流情况，双方已签署合同及实施，以及第十四届东亚教师教育联盟讨论会等事宜交换

了意见。

当日下午，代表团一行访问了荒川区立汐入東小学校和荒川区立第 3 中学，在小学和中学，

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小学和中学的教室、图书馆、和运动场馆等，并与两个学校校长和老师进行

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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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师生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世界课例大会 

   2019 年 9 月 2 日至 9 月 7 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

研究中心多名同学在宋萑教授的带领下，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 2019 年世界课例大会。

 9 月 3 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所长宋萑教授对 2018 年由中心承办的世

界课例大会进行总结，并分享了经验。9 月 4 日上午，宋教授基于中心的专硕培养项目，在

研讨会上进行了题目为“Learning to learn to teach: Theory-oriented lesson study in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 的 汇 报， 引 起 了 众 多 专 家 的 共 鸣。 在 研 讨 会 上， 宋 教 授 与 Tirza Bosm 教 授 和

Catherine Lewis 教授就观众的疑惑进行解答。

在出席本次课例大会的 29 名中国参会者中，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的师生接近

半数，充分体现了中心对课例研究的重视程度及对学生参与学术会议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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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东教授、宋萑教授赴澳参加澳门大学教学与学校领导力的传
承与优化论坛暨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成立 30 周年庆典

    2019 年 9 月 7-8 日，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朱旭东教授、宋萑教授赴澳门参加澳门大学

教学与学校领导力的传承与优化论坛暨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成立 30 周年庆典。朱旭东教授在论

坛开幕式上做主旨发言“集体性个人学习：教室文化的视角”。

    9 月 8 号上午，宋萑教授参加大会分论坛，与来自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香港大学、台

湾师范大学的嘉宾以及澳大师生一起探讨学校领导力、学校环境与教师专业发展等议题。

9 月 8 号下午宋萑教授与澳大教育学院负责人商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澳门大学

分中心的建设事宜。此行出访是两校合作迈出的新一步，深化了两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

及教师交流等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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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特聘教授佐藤学带队推进学习共同体建设研究项目——“中
小学学习共同体建设研究项目”暑期工作坊走进合肥

2019 年 7 月 17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名

誉教授、学习共同体国际联盟主席佐藤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中小学学习

共同体改革建设项目”主持人于莉莉老师到访合肥市一六八玫瑰园学校，开展中小学学习共同

体建设研究项目学习暑期工作坊。一六八玫瑰园学校的全体教师、部分项目校的校长及教师代

表共 40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讲演中佐藤学教授首先强调了学习共同体改革的必然性及艰巨性，并结合自身三十年的

教育改革实践，向与会教师分享了三个促使改革成功的宝贵意见：一，改革必须联合校长、老师、

学生、家长的力量一起实现。二，学生必须放在改革中最重要的位置。三，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应该稳步扎实向前。

佐藤学教师详细论述了学习共同体学校改革的核心理论，并从结合详细事例讲解了公共性

的哲学、民主主义的哲学、追求卓越的改革哲学。佐藤学教授从教师的角度谈了学习共同体改

革成功的三个重要决定性因素：一，学习共同体改革不是基于模式的模仿复制，不是简单的改

善，而是一场教学一线的革命。二，需要全体教师、所有学科、全过程地加入改革，以点带面

的改革路径可能遇到更大的困难。三，打破教室间，学科间的壁垒，开放课堂，构建同僚性，

创建学习共同体的文化生态是促进改革内生的动力。佐藤教授强调，教师要为学生提供有助于

协同学习发生的物理空间，要倾听学生的声音，观察在自己的教室里学生的学习是如何发生的。

老师基于证据进行反思和研讨，并完善教学设计，提出真正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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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级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英语海外实习（第一辑）

2019 年 9 月 23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2018 级英语专业硕士在桑国元教授的

带队下前往澳大利亚悉尼，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海外实习

9 月 25 日，同学们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开始了第一天的学习。澳方负责人 Geraldine Davies

向同学们介绍了项目的日程安排，在澳的注意事项和生活提示。新南威尔士大学教育系的老师

们为大家准备了简单而隆重的欢迎茶歇。同学们随后进行了英语能力的测试

随后几天，同学们学习了澳大利亚儿童工作者的必修课，了解了澳大利亚基础教育体系，

并学习了简单的过敏应急措施，完成了 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

第二周，同学们正式开始了 intensive course，学习如何进行听力、口语、阅读、写作及语

言知识的教学。在老师的带领下，通过丰富的课堂活动，大家回顾了二语教学的相关理论，并

2019工作简报第3期.indd   16 2019/12/25   10:53:06



17

联系实际，分析了一系列优秀的教学案例，收获颇丰。丰富、紧凑的学习活动拓宽了同学们的

视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加深了同学们对于英语教学的理解与思考。

境外实习的前两周，同学们逐渐适应了在澳的生活与学习节奏，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接

下来的实习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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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

中心特聘资深讲座教授卢乃桂发表 SSCI 文章：“Teachers and 
teaching in China: a critical reflection”

中心特聘资深讲座教授卢乃桂在 Teachers and Teaching：Theory and Practice 上发表”Teachers 

and teaching in China: a critical reflection”一文 , 对我国 40 余年的教师与教学相关政策进行审辩

式反思，文章讨论了影响中国教师专业发展的背景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并探讨了从中可以汲

取的经验教训。文章亦检视了当前课程和教学、教师培养与培训，以及教师专业性和领导力的

一系列变化，提出应该有一种更为包容取向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以满足一线教师服务于日益多样

的学校教育情境和多元的教育需要

朱旭东教授发表合作文章：中国传统教师文化的基本特质与当代
价值

朱旭东教授与首都师范大学杜钢副教授在《教师发展》上发表合作文章《中国传统教师文

化的基本特质与当代价值》。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教师文化的基本特质主要表现为尊师重道的

教师文化价值取向以及由全摄性、实化性、通达性、谦和性与新成性等所展现的师德本质意涵

和以成己与育人、授知与启智、专攻与贯通等教师能力所体现的师能文化的核心表征等。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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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教的教师文化价值取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以及以人为本的全专业属性定位下的

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等 , 均可从师道、师德与师能文化等所主要构成的中国传统教师文化中发掘

和汲取诸多现实价值 , 进而推动当代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周钧教授发表合作文章：新加坡师范生公费教育内部质量保障机
制探究

周钧教授与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王晓芳助理教授、深圳大学教育学部孔祥渊助理教授在

《外国教育研究》发表合作文章《新加坡师范生公费教育内部质量保障机制探究》。作者提出，

对质量的追求与相应的质量保障成为世界各国教师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文章指出始于 2007 年

的师范生公费教育是我国优质师资的重要补充渠道 , 而如何完善师范院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提

升公费师范生培养质量也成为亟待探索的课题。作为为数不多实施师范生公费教育的国家 , 新加

坡从自觉树立质量意识 , 设定发展性的师范生质量标准和目标 , 构筑高吸引力与高门槛生源质量

保障机制 , 完善师范生培养课程与提升课堂教学效能 , 建立完备的师范生教育实习质量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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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培养项目持续动态评估监控等六个层面构建了公费师范生培养的质量保障链条。

胡艳教授发表文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办教师历史及启
示——以 H 省 N 地区为例

胡艳教授在《教师教育研究》发表文章《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办教师历史及启示——以 H

省 N 地区为例》。胡艳教授指出，民办教师政策

是我国当代解决乡村学校师资短缺的重要途径。

本研究以中部 H 省 N 地区为个案 , 研究民办教师

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 , 探讨落后地区教师补

充的机制和意义。研究发现 , 民办教师的出现、

发展是经济、教育欠发展时期国家不得不采取的

权宜之计 , 是中央和基层政府 , 以及百姓共担教

育责任的结果 ; 民办教师本地人兼农人的身份促

进了教师与学生 , 与学生家长的关系 , 密切了学

校与乡村社会的密切联系 , 他们为乡村的教育和

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对今天的乡村

教师补充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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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国元教授发表文章：社会支持视角下的乡村教师专业自主发
展——基于云南省 H 中学的田野研究

桑国元教授在《教师发展研究》发表文章《社会支持视角下的乡村教师专业自主发展——

基于云南省 H 中学的田野研究》。本研究认为，自《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 年 )》颁

布以来 , 学者对于乡村教师生存状况、专业发展状况的关注越来越多。本研究运用人类学田野

研究方法，从社会支持视角探讨个案学校乡村教师在专业自主发展过程中的表现与困境。

袁丽副教授发表文章：新时代背景下教师专业性研究综述——基
于指向教育公平与卓越的分析视角

袁丽副教授在《教师发展研究》发表文章《新时代背景下教师专业性研究综述——基于指

向教育公平与卓越的分析视角》。袁丽副教授指出，近年来以教育公平与卓越为指向 , 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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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教师教育的理念、政策与经验的研究中 , 凸显出对教师专业性的深入思考。对于这

一语境下教师专业性的探讨聚焦于时代背景的批判性分析 , 教师专业性的内涵分析 , 以及教师

专业性发展的可能路径探讨 , 包括宏观层面的教师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微观层面教师教学行

为与教师学习的变革。

袁丽副教授发表合作文章：我国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的基本态势分
析

袁丽副教授与卢立涛副教授在《石家庄学院学报》发表合作文章《我国小学全科教师培养

的基本态势分析》。作者认为，改革开放后 ,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的深入改革 , 有关小学全科教

师的培养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我国小学全科教师培养方面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六大态势 :

重视对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的价值思考、探究小学全科教师培养模式、聚焦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规

格、关注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的课程与教学、突出对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研究、基于具体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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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研究等。

张华军副教授发表文章：“幽默的魔法师：创设充满情感意味的
课堂”

张华军副教授在《中国教师》发表文章《径幽默的魔法师：创设充满情感意味的课堂》。

本文着重介绍了王来田老师的课堂情景教学模式，张华军教授指出王来田老师所倡导的 " 玩 "

着学数学不是简单形式上的玩 , 而是包含非常丰富的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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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博士发表文章：Transnationality and Teacher Educator 
Identity Development: A Collaborative Autoethnographic 
Study

廖伟博士在 Action in Teacher Education 上发表 Transnationality and Teacher Educator Identity 

Development: A Collaborative Autoethnographic Study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一个理解和分析跨国教

师教育者身份建构的理论框架，并基于两位作者长达三年的合作性自我民族志研究数据，发现

跨国教师教育者的跨国性在最初会为其建构起合法的、想象的、实践的专业身份带来挑战，但

在若干制度性支持下（如：师徒制、集体备课、引导性反思），其跨国性特征可以被逐渐转化

成专业资产（professional assets），并帮助其探索出建构起教师教育者身份的若干行动策略。这

些策略包括：第一，“撬动”跨国性背后的特有教育资源建构起合法性身份。第二，想象出一

种作为共同学习者（co-learners）的新身份。第三，通过营建起探究式与团结性的课堂文化来

践行自己的新身份。最后，作者呼吁更多的教师教育者通过开展自我研究来探究教师教育工作

中的困惑与挑战，共同推进教师教育者作为一个专业群体的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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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博士发表合作文章：论教育家型教师的内涵与成长路径

廖伟博士与我中心博士研究生靳伟在《教师教

育研究》发表文章《论教育家型教师的内涵与成长

路径》。作者指出本研究以教育家相关研究为学术

基础 , 以我国特级和正高级教师评选规定为制度基

础 , 以教育发达国家 ( 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

有关卓越教师的专业标准为国际参照 , 对教育家型

教师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和阐释。教育家型教师是指

具有国家教育情怀与信念 , 形成了有本土特色的教

育实践模式与理论 , 并能在未来教育改革中发挥示

范与服务作用的领导型教师。基于上述内涵 , 教育

家型教师的成长路径包括突破心智模式、扎根本土

实践、搭建交流平台和完善政策保障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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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第四届优秀大学生教师教育研究暑期学校
顺利举行

2019 年 7 月 1 日，由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

究中心主办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第四届优秀大学生教师教育研究暑期学校顺利开幕，暑校

学员来自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全国 22 所高校的 56 名学生。出席本次开幕式的领导及嘉宾

有：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常务

副主任李琼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部教师教育研究所所长宋萑

教授，以及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的教师和硕博士生。宋萑所长主持了本次开幕式，宋萑所长介绍

了与会领导，并对参加本次暑期学校活动的优秀大学生们致以热烈的欢迎。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在致辞中首先对参与此次

暑期学校的学生表示热烈欢迎，并指出暑期学校是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是

实现优秀的人才选拔的有效途径，期望各位学员能够积极投入到教师教育研究领域中来。朱旭

东教授提到，教师教育是朝阳的学术领域，选择教师教育既可以服务于广大的教师，又能帮助

研究者自身找到感兴趣的学术领域。基于国家教师队伍的庞大性，关注教师领域的发展是提高

国家教师质量的重要选择，教师专业化水平是学生学习水平的重要保障。因此，北京师范大学

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教师教育。朱旭东教授对参加暑期实践的学生提出了两大基本目标：一，要

成为优秀的教师；二，要成为优秀的教师教育者。朱旭东教授表示，想要成为优秀的教师教育

者的前提是成为优秀的教师，实现这两大目标也是教师教育专业的努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提

到四有好老师，希望学员能在一周的学习中学有所成，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好的教师教育者。

人才培养

2019 年 7 月 5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第四届优秀大学生教师教育研究暑期学校顺利闭幕，来自
全国 22 所高校的 56 名学生顺利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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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硕项目】通力合作 共育良师——北京八中合作洽谈 
                               

2019 年 9 月 9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与北京八中在英东楼 623 室进行了合作

洽谈。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八中刘艳老师、王璐瑶老师和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的赵萍老师、张静老师、

侯淑晶老师。

会议伊始，赵萍老师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向北京八中一直以来的支持表达

了真诚的感谢，表示两所学校在未来会展开更加密切的长期合作，北师大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将

全力以赴支持八中的工作。

接着，两所学校的老师共同商讨了学生的实践学习方案，并对“真阅读”平台的建设进行

了商讨。两所学校将共同搭建“真阅读”的平台，促进未来教师的学习与发展。

最后，两所学校老师共同商讨了实践基地建设方案，八中提出希望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可以

通过开展“学科专家进学校”等活动，为其提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支持；两校将共同助力中西

部教师发展，推动人才走向西部，走向全世界；共同建立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培养机制。两校

商议“联合共建八中校本教师发展中心”，要在调研教师需求的基础上，探索清晰的教师发展

路径，通过各个项目在 3-5 年内建立基于教师、基于课堂的校本教师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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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硕项目】薪火相传  以文会友——教育专业硕士新老生交流
会与教学展示

2019 年 9 月 27 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中心）于英东楼 614 教室开展了

教育专硕新老生交流会以及 2019 级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的第一次教学展示活动。参加本次

会议的有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张静老师、王玲老师、2018 级学科教学（语文）与学科教学（英语）

专业的四位同学以及 2019 级教育专硕同学。本次会议由张静老师主持。

本次活动的第一个环节为新老生交流会，2018 级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的任宏艳、陈星同

学以及学科教学（英语）专业的蔡华迪、王亚文同学与 2019 级的萌新们进行了经验分享。

任宏艳同学从课程学习、论文写作、班级管理、当前语文教学的趋势等角度分享了自己的

经验。陈星同学从自己参加代课面试的经历讲起，嘱咐 19 级同学们要少一分功利心、多一分“笨”

功夫，少一分畏难心、多一分执行力。蔡华迪同学建议萌新们要认真对待每一门课程、每一次

实践活动，要抓住机会、多去尝试。王亚文同学告诉师弟师妹们要打开自己，遇到问题要及时

向老师同学寻求帮助。另外，要多参加寒暑期的社会实践，不断丰富经历、扩展视野。

随后，19 级同学就自身的困惑与疑问与师哥师姐进行了交流。最后，张静老师向新生们提

出了坚守当教师的“根”的期望。

本次活动的第二个环节为 19 级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的教学展示活动，学科教学（英语）

专业的同学在场观摩。

首先，由张静老师带领同学们对莫怀戚的《散步》一文进行文本解读。随后，陈星同学以

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为例，展示了另一种文本分析的思路，逐一解答了同学们的疑惑。

至此，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第一次教学展示活动圆满结束。此次活动加深了同学们对于

文本解读的理解、丰富了文本解读的路径，大家都意犹未尽、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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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名师领航：名师领航，国培示范

［名师领航］以真性情育卓师、促发展：名师领航工程北京师范
大学基地学员马建荣名师工作室授牌仪式暨教学研讨会在宁顺利
召开

2019 年 9 月 26 日－ 27 日，依照《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组织实施“国培计划”－中小学

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的通知》的规定和领航名师的个人学习计划，在“国培计划”——中小学

骨干教师培训项目执行办公室、宁夏回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宁夏”）教育厅教师工作处的支

持下，在银川市教育局、吴忠市教育局、银川市第六中学、吴忠市中学的积极组织下，教育部“国

培计划”中小学名师领航工程北京师范大学“APEx”——卓越教育家培养项目马建荣名师工作

室授牌仪式暨教学研讨会在宁夏举行。

本次活动主要由马建荣名师工作室授牌仪式和教学研讨会两个部分组成。26 日上午，朱旭东教

授为马建荣名师工作室授牌；随后，名师领航工程北京师范大学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地、浙

江师范大学基地、上海师范大学基地负责人及相关代表进行发言。26 日下午－ 27 日，教学研

讨会在吴忠中学举行，此次活动在热烈的讨论中结束。

社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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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中西部国培项目、创新国培实施模式

2019 年 7 月 -9 月，在前期充分准备基础上，受内蒙古教育厅、湖南省教育厅委托，分别

举办了“国培计划”（2018）——内蒙古自治区义务教育阶段紧缺领域骨干教师区外研修（小学）

培训项目、“国培计划”（2018）——内蒙古自治区义务教育阶段紧缺领域骨干教师区外研修（中

学）培训项目、“国培计划”（2018）——内蒙古自治区教育部直属免费师范生提升培训项目、

湖南省义务教育阶段“研究型名师培育与支持计划”高端研修项目第四阶段培训项目共四个短

期集中国培项目。

项目采用集中培训的学习模式，内容围绕着学员的实际需求，基于校长（教师）专业标准，

采用理论学习、跟岗研修、名师对话、同伴互助、成果展示等方式，通过讲授、实践基地等联动，

提供深度的案例探讨和多维度的学习平台。

走近名师，感受名师，更使我明白了我们教师应该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爱，是教育的基

础 ; 没有爱，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内蒙古自治区紧缺领域骨干教师区外研修（小学）培训项目）。

这次培训内容丰富，实践性强，充溢着对新教育理念的崭新诠释，使我们开阔了眼界，解

放了思想，找到了方法，消除了困惑，收获颇丰！（内蒙古自治区紧缺领域骨干教师区外研修（中

学）培训项目）。

 通过此次学习，我感受颇深。要想真正做到为人师表，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格魅力，

使自己具有良好的性格、高雅的气质、卓越的才能、高尚的品质，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内

蒙古自治区教育部直属免费师范生提升培训项目）。

这次培训不仅有理论高度，更有实践指导意义，除了更新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之外，我们

还需要结合个人情况及教学环境和特色来很好的贯彻和应用它们。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发现

和自我完善的过程，除了需要不断客观的看待“过去的我”，我们更需要一份持久的热情，一

份对教育、对学生、对社会的神圣信仰与追求 !（湖南省义务教育阶段“研究型名师培育与支

持计划”高端研修项目第四阶段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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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区域合作：以智启智，教研共进

“U-D-S 合作”项目推进

中心基于 U—D—S 的伙伴合作模式，积极开展“高校支持中小学幼儿园发展”项目，

2019 年 7 月 -9 月，中心举办了登莱小学科研骨干教师研究能力提升行动研究项目（第一期）、

登莱小学教师专业素养能力提升研修项目（第二期）、“志成小学骨干教师科学研究能力提升

研修项目”（第三期第一阶段）、海淀区中小学科研骨干教师研究能力提升研修项目（第八期）

项目的学习内容分为三大模块：理论集中学习模块，实践自主研修模块，成果汇报交流模

块。通过系列化的科研能力提升的专业学习，使老师们认识了行动研究的基本理念并把行动研

究的步骤应用于课题研究中，学会了课题研究的整体框架图和研究理论或概念框架建构，掌握

了相关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也掌握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尤其是学术注释和引文规范，掌

握了撰写课题研究的开题报告，并能够清晰地表达课题研究的成果，准确地得出课题研究结论，

最后通过课题研究能有效地梳理、归纳一线教育教学工作的观点、思想、理论。

参与本次学习的老师悟性超级高，学习非常投入，师生互动特别畅通，学习氛围极其欢乐，很

好地完成了研究任务，为自己成为研究性教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登莱小学科研骨干教师研究能力提升行动研究项目（第一期）

登莱小学教师专业素养能力提升研修项目（第二期）

“志成小学骨干教师科学研究能力提升研修项目”（第三期第一阶段）

海淀区中小学科研骨干教师研究能力提升研修项目（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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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高级中学班主任及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顺利举

2019 年 07 月 16 日 -07 月 24 日和 2019 年 07 月 17 日 - 07 月 26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

育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深圳市高级中学第十一期和十二期班主任及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培训

班主要基于班主任班级建设能力和一线教师研究能力的现实存在的问题，旨在构建过程性支持

系统，提升研究规范意识与行为，关注班级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需要，聚焦提升教师的

课题研究能力，对 78 位培训者进行了为期 9 天的项目培训。此次培训项目聘请了从事教师教

育相关研究的知名学者和一线专家就课题研究的规范与创新、班级建设等专题开展教学，保证

培训课程实现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的有机结合。专业过硬的专家团队，精彩纷呈的课程，精心

设计的分组指导，让这批非常珍惜学习机会、年轻又极为认真学习者受益匪浅。特别是在小组

指导环节，学员们通过与导师的一对一交流形式，就自己所选题内容与导师进行深入沟通，为

高质量地完成课题研究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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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绵阳南山中学教师教育能力提升研修班顺利举行

2019 年 7 月 17 日—22 日，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承接的四川绵阳南山中学教师

教学能力提升研修班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进行举办。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培训部根

据南山中学进修需求，对 40 位培训者进行了为期 6 天的项目培训。在此次培训中，北师大邀

请了多位北京师范大学专家教授、北京教育学院研修员等。培训专家团队资质深且具有较高的

教学实力，为本次培训的学员提供了雄厚的师资力量及提高专业知识的有效平台，也为此次培

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各位学员学习期间互帮互助，学习态度端正，尊重各位专家、教师，

收获满满。最后学员们承诺会将培训所学带回本校，学以致用，将所学知识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

本次培训项目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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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精准扶贫：践行国策，精准帮扶

校际联动  共建区县教师教育共同体——“启师・沃土计划”“三
区三州”区县教师教育新体系建设工作顺利推进（四川凉山）

2019 年 6 月 29 日至 2019 年 7 月 2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和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

会的支持下，前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开展 U-S-S 协同共建区县教师教育学习共同体

活动。

通过三天研讨，项目组与会理县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代表达成多项共识。即，第一，“改

变我们能改变的”，区县教师教育新体系内各机构之间需要加强相互沟通、交流，定期举行联

席会议。第二，区县教育教师新体系建设存在两条可能路径，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动，以当地政

府为引领，以区县教师发展中心、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校本教师专业发展中心、名师工作室等

四类机构为主体，以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为支持，持续推进区县教师教育新体系建

设；二是自下而上的发展，四类机构之间以及各类机构内部相互联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

而形成区县教师教育新体系建设与发展的良好生态系统，促进当地教师教育者队伍和教师队伍

的持续有效发展。第三，各类学校定期开展主题性课例研究，在此基础上，以研究成果作用于

课堂教学实践，进而形成以实践推动研究，以研究改进实践的良性教师研究系统。

U-S-S 协同共建滇西教师教育学习共同体——云南省保山市区
县教师教育新体系建设顺利推进

为了响应党和国家教育精准扶贫的号召，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田家炳基金会的支持下，2019 年 7 月 4 日至 6 日，教育

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项目组（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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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前往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腾冲市两地开展“启师 • 沃土计划”“U-S-S 协同共建

区县教师教育学习共同体”活动。

通过三天卓有成效的工作，项目组以专家示范引领、跨越协同研修等方式，助力保山市试

点区县教师教育者队伍的建设，提升区县教师教育者服务本地教师专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在

调研过程中，项目组也了解到当地区县教师教育体系的建设现状，为开展下一步工作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以培训为抓手 助力脱贫攻坚——山西省神池县骨干校（园）长基
于核心素养的专业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顺利举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

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县关于脱贫攻坚

战略部署，在中国航信集团的支持下 , 北京师

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承办了为期 7 天的山

西省神池县县骨干校（园）长高级研修班。本

次研修班以山西省神池县校（园）长为服务对

象，基于学员核心需求，围绕学科核心素养、

德育、改革、学生认知发展等热点问题进行课

程设计，提升校（园）长的教育教学管理能力，

开拓视野，引领学员高位发展，启发学员明晰

成长路径，促进区域和学校教育的长足进步。

本项目得到了山西省神池县政府、神池县

教体局的大力支持，未来几年，期待在中国航

信集团的资助下，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

中心能发挥专业引领与优质资源的优势，助力山西省神池县的教师专业发展，为山西省神池县

的教育扶贫攻坚贡献专业支持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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