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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实践—发表”三阶循环：本土化的 

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模式 

包正委 

摘  要：“学习—实践—发表”模式通过“学习”强化教师教学发展的基础，通过“实践”

促使教师将教学认知转化为教学行为，通过“发表”深化教师对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联系的

理解和认识，帮助教师在“学习—实践—发表”循环的过程中切实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在“学

习—实践—发表”模式的实施过程中，强调教师学习共同体下的参与和交往，强调自主发展

与专家指导的结合，强调一般教育教学理论与学科教学实践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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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机构建设热火朝

天的表面繁荣之下，则是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研究

与实践工作缺乏实质性突破的尴尬。我国目前的

教师教学发展工作仍然以短期、集中讲座为主，

尤其以名师讲座最为常见，没有跳出传统“教师

培训”的窠臼，没有体现出终身发展、按照教师

需求发展、专家引领下的自主发展等大学教师教

学发展的内涵。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大学教

师教学发展刚刚起步，在研究和实践都还非常薄

弱的情况下，还没有构建起相对完善的、具有良

好操作性的教师教学发展模式。同时，我国的高

等教育文化、管理体制与国外差异甚大，照搬国

外的工作坊(Workshop)、习明纳(Seminar)、教学

咨询(Consultation)等模式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

此，我们有必要探究本土化的大学教师教学发展

模式来推进自己的大学教师教学发展工作。 

一、“学习—实践—发表”模式的提出 

作为国内较早成立的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机

构，东北师范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于 2009年成

立之后，通过相关理论研究和在部分学院实施教

师教学发展试点项目，探究了“学习—实践—发

表”三阶循环的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模式（以下简

称 LAP模式，LAP分别取自 Learning、Action、

Publication 的首字母）。所谓 LAP 模式，是指将

大学教师教学发展视为教师在学习共同体环境下

的长期的、复杂的、周期性过程；在每个发展周

期内，教师在学习共同体中经历相互衔接的“学

习”、“实践”、“发表”等三个阶段；大学教师在

每个周期解决一个主要的教学发展方面的问题；

在一个周期结束之后，当前周期的成果和问题成

为下一个发展周期的基础和选题依据，在新的周

期，教师再次通过学习、实践、发表三个阶段完

成发展过程。其过程如图 1所示。“学习”、“实践”、

“发表”阶段的活动环节如图 2所示。 

 

 

 

 

 

 

 

 

图 1  LAP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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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LAP模式各阶段活动环节设计 

二、“学习—实践—发表”模式的内涵 

1.“学习”：强化大学教师教学发展基础 

LAP模式下的“学习”是基于教师学习共同

体的学习。教师学习共同体由学院负责组织，学

校教师教学发展机构提供人员、经费等方面的支

持。共同体成员包括学习者（学院专任教师）、学

习支持者（教师教学发展机构的教师发展者）、学

科教学专家（学院教学督导）、一般教育教学专家

（教师发展机构支援的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

育技术学等方面的专家）等几类人员，人数一般

在 6～12人。学习共同体的主题根据教师的发展

需求而定。东北师范大学根据需求调查的结果，

将学习主题确定为“课程设计”、“教学实施”、“学

业评价”和“技术改善教学”等四个方面。由于

《东北师范大学教师教学手册》（以下简称手册）

中包括了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手册》被选为最主

要的学习资源。其余的学习资源通常由学习支持

者或一般教育教学专家推荐、学院教师自主收集。 

“学习”阶段共分为主题研读、专家点评、共

同研讨三个环节。教师学习是一个掌握和应用已

知的教学法和学科内容理论知识的过程 [1]，LAP

模式下的“学习”主张教师的理论学习和自己任

教的学科结合起来。所有专任教师在参加主题研

读之前，自主学习相关材料。在学习共同体活动

的主题研读环节，每次由一位教师结合自己的教

学实践就主题相关学习资源进行约半小时的主题

研读。在专家点评环节，分别由学科教学专家和

一般教育教学专家针对研读情况进行点评。在共

同研讨环节，所有教师围绕学习主题进行集体交

流。每次学习共同体的活动时间在三个小时左右，

这样可以保证每一位学习共同体的成员都有发言

的机会。 

通过“学习”，教师需要建构起对教育教学基

本问题的结构性认知，形成对学院的学科专业定

位、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的关系、课程设计与教

学实施的关系等方面的基本认识，掌握课程设计、

教学实施、学业评价等方面的基本技能，为后续

的教学发展奠定基础。 

2.“实践”：转化教学认知为教学行为 

“实践”是教师教学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也是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从教师培训走向教师发展

的关键所在。传统的教师培训之所以成效低下，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失必要的“实践”，造成了

教师的“使用理论”与“信奉理论”[2]相差离，即

教师对培训中接触到的教育教学理论、方法在理念

上能够接受，甚至能够进行口头上的阐释，但由于

缺乏反思性实践的过程，教师难以将新的理论、方

法体现在实际的教学行为中。因此，LAP模式下的

教师教学发展将“实践”作为发展的第二阶段。  

教师学习理论认为，教师的学习与发展“既

来源于书本和理论又来源于实践的经验反思”[3]。

LAP模式的“实践”以“学习”阶段的发展结果

为基础，包括自主选题、开放实践、修订设计和

再次实践等四个环节。在自主选题环节，教师根

据“学习”阶段获得的教育教学认识，结合自己

的兴趣以及教学实践需求选定教学实践改善的主

题，之后在教师发展者的帮助下进行课程与教学

设计。然后教师在开放实践环节根据设计方案进

行开放性的教学改善实践，即教师的教学实践对

所有学习共同体的成员开放。共同体成员在教学

观摩之后帮助实践者提出改进建议，同时也对自

身的教学实践进行反思。在修订设计环节，教师

在前期实践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教师的建议，在教

师发展者的帮助下修改课程与教学设计，然后进

入再次实践环节。 

成人通常希望能立即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4]。

通过“学习”基础上的“实践”，教师在学习共同

体的影响下将教育教学理念、方法应用于教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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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实践，将教育教学认知转变为具体的教学行为，

使“信奉理论”和“使用理论”达成一致。 

3.“发表”：深化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的联系  

波兰尼将知识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在

行动中所蕴含的但未被表述的知识就是隐性知识。

野中郁次郎根据对隐性知识的认识，提出了隐性知

识和显性知识相互转换的知识螺旋过程，即社会化

（Socialization）、外部化（Externalization）、结合

（Combination）和内部化（Internalization）四个

过程[5]。经由上述四个过程的循环性运作，将可

有效地移转个人的知识到组织之中，并扩大个人

与组织的知识基础，进而创造出更多的知识。其

中，外部化过程是透过有意义的交谈，具体表达

隐性知识，将隐性知识转变成显性知识的过程。 

LAP模式下的“发表”是一种将内隐知识显

性化的外部化过程，包括自主反思、口头发表、

论文发表和拟定新计划等环节。在自主反思环节，

教师需要自主梳理“学习”、“实践”阶段的理论

认知及其应用情况，使之符合表达的需求，这实

际上是一个教育教学理论条理化、结构化的过程。

在口头发表环节，教师至少需要在共同体范围内

阐释自身教学发展的状况，部分教师在学院、学

校乃至更大范围内做发表。教师在阐释中进一步

明晰自身教学发展的路径、方向，这种方式接近

于以教的方式进行学习。在论文发表环节，教师

通过学术论文的撰写，深化对理论和自身实践的

理解，使自己的教育教学理论更加的系统化，将

新的理念内化到自身的价值观体系之中，真正实

现教学学术。“发表”不仅仅是梳理自身的收获，

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总结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拟

定新计划环节，发展中的问题就是新的发展计划的

选题，是下一轮“学习”、“实践”关注的焦点。到

此，“学习—实践—发表”的循环过程完成了衔接。 

三、“学习—实践—发表”模式的实施策略 

1. 教师学习共同体下的参与和交往 

随着人们对学习的认识与理解的发展，学习

是参与和交往这一隐喻被提了出来。教师发展从

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学习，LAP模式下的大学教

师发展就是大学教师在教师学习共同体中的参与

和交往。LAP 模式下的教师参与有着丰富的含

义。首先，教师是多层次的参与，教师的参与既

包括作为主题研读者、教学改善实践者以及成果

发表者等角色的中心参与，也包括作为观摩者、

听众等角色的边缘性参与。其次，教师是多样化

的参与，教师在“学习”阶段作为研读者、讨论

者参与，在“实践”阶段作为行动者、观摩者参

与，在“发表”阶段作为发表者、听众参与。多

层次、多样化参与有助于教师完整体验学习过程

的细节，并将其内化的自己的认知结构中。LAP

模式下的教师交往则通过各种开放活动来实现。

佐藤学曾将相互开放教室作为学习改革、教学改

革、课程改革、经营管理改革等等所有学校改革

的第一步[6]。他认为只有开放教室才有可能在教

师之间形成“合作性同事（collegiality）”关系，

而合作性同事关系是学习共同体成功的基础，也

是学校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通过开放，一方面

实践者会因考虑他人评价而投入更多精力到教学

实践中，一方面也可以听取到他人的有益建议，

从主观、客观两方面获得教学发展的可能性。此

外，作为观摩的教师很可能也会遇到和实践者类

似的问题，此时他的建议就不仅仅是为实践者的

教学提供参考，也是对自身教学实践的一种反思。 

2. 自主发展与专家指导的结合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提倡学习共同体下的

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也要重视教师的自主学习和发

展。诺尔斯认为成人学生具有的五个特征中[7]，

“成人具有自我导向的心理需求”、“成人的学习主

要受内在动机所驱动，而非外在因素”两个特征

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彼得.圣吉也认为学习者的自

主发展非常重要，在学习型组织的建设中，成员

的“自我超越”是精神基础、成员“心智模式”

的转变是组织建设的核心[8]。同时，教师个人的

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完全依赖教师自主发展将使

教师发展过程变长和增加不确定性。专家的引领

和指导是全体教师共同发展的基本保障，可以缩

短教师成长的时间，帮助教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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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 LAP 模式下，“学习”、“实践”、“发表”

三个阶段都从教师自主出发，教师“自主研读”、

“自主选题、自定实践计划”、“自主反思、总结”，

专家在教师自主基础上进行“研读点评”、“教学

改善设计与实施指导”、“口头发表与论文发表指

导”等方面的指导工作，实现教师自主与专家指

导结合下的大学教师发展。  

3. 一般教育教学理论与学科教学实践的融合 

在传统的教师培训中，教育教学理论学习对

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影响有限，其原因主要在于

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领域缺乏类似中小学学

科教学法这样的可以直接应用的学科教育教学理

论，只有一般教育教学理论，而一般教育教学理

论由于抽象概括程度很高，一般不能直接转化为

教学能力，在教学实践中也不可直接应用[9]。二

是在培训过程中，理论学习没有关照到教师学科

教学的需求、环境等因素，没有为教师将教育教

学理论转化为学科教学能力提供必要的环节和条

件。LAP模式下的教师发展，为大学教师教育教

学理论与学科教学实践相融合搭建了平台。在“学

习”环节，教师以一般教育教学理论相关材料作

为主要的学习资源，但教师关于理论的研读、讨

论都以学科教学实践作为承载，不断体会教育教

学理论与学科教学实践的本质与现象关系；在“实

践”环节，教师的教学改善实践根据教育教学理

论的原则、方法进行设计、实施和评价，直接体

现教育教学理论对学科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在

“发表”环节，教师对学科教学实践过程中教育教

学理论应用的效果、影响因素等进行反思和总结，

深化对学科教学实践和教育教学理论关系的认

识。此外，学院督学和教育教学专家关于教师研

读的点评、对学科教学实践过程的指导、对成果

发表的审阅等，都将对教师内化教育教学理论，

形成学科教学的理念、方法有所助益。 

LAP 模式作为一种本土化的大学教师教学

发展模式，强调基于教师真实需求的发展、深入

学科的发展、面向实践的发展。在 LAP模式下，

教师通过“学习”实现从感性走向知性，通过“实

践”及实践成果的“发表”实现从知性走向理性，

教师在“学习-实践-发表”的循环过程中提升教

育教学能力，形成具有个性化的教育教学风格；

通过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建设，帮助教师构建良好

的同事关系，促使学院和学校形成良好的教育教

学文化，从根本上推动全体大学教师的共同发展、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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