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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管理者信息化领导力
提升策略管窥与启示

——基于对《为未来准备的领导力特征：一项研究综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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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管理者的信息化领导力是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

区域层面推进方式的不断深化，教育管理者的信息化领导力亟需予以关注。美国教育技术办公室发布的《未来准

备领导力特征：一项研究综述》指出“为未来准备的领导力”的四个核心领域：协作领导力、个性化学生学习、

稳健的基础设施、个性化专业学习，并针对每个领域给出了学区领导应践行的标准。文章通过对《未来准备领导

力特征：一项研究综述》的解读，结合美国八个学区向数字化学习过渡的成功案例，剖析其中可以借鉴的做法和

模式，对提升我国教育管理者信息化领导力进而促进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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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Off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于2015年12月发布了一套以研究为基
础的由未来学区领导执行的政策和实践的综合指
南：《为未来准备的领导力特征：一项研究综述》
(Characteristics of Future Ready Leadership：A Research 
Synthesis)，以下简称《指南》[1]。《指南》指出
“为未来准备的领导力”的四个核心领域：协作
领导力(Collaborative Leadership)、个性化学生学习
(Personalized Student Learning)、稳健的基础设施
(Robust Infrastructure)和个性化专业学习(Personalized 
Professional Learning)，并针对每个领域给出学区
领导应践行的标准。作为联邦政策的积极倡导者
与践行者——卓越教育联盟(Alliance  for Excellent 
Education)发起了Future Ready  Schools(以下简称
“FRS”)项目，引领各学区领导纷纷参与FRS项
目，依据四个核心领域对成功过渡到数字化学习的
学区(涵盖美国农村、郊区和城区的各类学区)开展
了个案研究，并整理出一些典型案例以供其它学区
完成未来准备之旅。《指南》的适用对象是以学区
督导(District Superintendent)为核心的领导团队，美
国学区督导是地方学区的行政首脑，是学区教育委
员会首席执行官和卓越的教育建议者，致力于学区

的改革和发展[2]。从其角色和职责上看，美国学区
督导与我国县(区)教育局长相对应[3]，以学区督导
为核心的领导团队，与我国县(区)以教育局长为核
心的管理团队相对应。因此本文中“教育管理者”
指的是县(区)教育行政部门中以教育局长为核心的
管理团队。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主要以县级区
域为单位整体推进，区县教育管理者作为区域推进
教育信息化的决策者和领导者，能否充分认识到推
动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能否准确把握教
育信息化的内涵、核心理念和思路，是否全面了解
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和困境，能否统筹规划，
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直接影
响着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与教育
资源的宏观布局以及信息化教学师资队伍的整体建
设。然而目前学术界较为关注的信息化领导力的研
究，研究主体主要聚焦于校长及其他教学主管[4]。
鉴于此，本文通过解读《指南》核心内容，深入剖
析FRS学区案例中可取的经验和做法，对提升我国
教育管理者的信息化领导力，进而推动区域教育信
息化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与启示。

二、《指南》核心内容及案例分析

(一)协作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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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协作领导力是指学区领导致力于展现
卓越的领导才能、发展愿景、持续拨款、建立全区
领导团队以获得广泛支持，确保学区内所有学生和
教师能顺利过渡到数字化学习。具体维度与标准如
表1所示。

表1  协作领导力的维度与标准

维度 标准

强大的领导力
学区领导需担当全区变革的推动者，全面了解学
区状况，积极投入到决策中，促进知识的探索和
创新

教学、领导和学
习的共同愿景

学区领导组织一个囊括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团队，
共同协商学区发展目标，使学区为未来做好准备

信任与创新的文
化

学区领导需培养敢于冒险、勇于尝试、分享创新
想法的学区文化，同时信任各学校做出的校本决
策

透明的沟通
学区领导积极与广大利益相关者取得联系，建立
持续循环的沟通及反馈系统，获得广泛支持，对
愿景的制定与实施达成共识

持续改进计划
学区领导拟定实现共同愿景的策略性计划，实时
地收集形成性和总结性评价数据，提供具体的行
动步骤和决策标准

技术使用的示范学区领导积极参与技术相关的专业学习机会，有
效地示范技术的使用

地区政策
学区领导确保地区政策能够有效支持共同愿景的
实现，允许学生和教师随时随地探索在线环境和
数字化工具，注重保护学生的安全和隐私

可持续的资金
学区领导研拟基金计划，以保证5-10年期间学区
基础设施的维护及升级，通过跨部门合作获得资
金，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础设施的购买力

2.案例分析：布里斯托尔沃伦学区(Bristol Warren 
School District)[5]和华盛顿县学区(Washington County School 
District)[6]

学区领导组建了一个囊括区级行政人员、校委
会成员、校长、教师和家长等利益相关者的“未来
准备”领导团队，通过完成地区领导团队的自我评
价[7]，使每个成员对学区目前的发展现状和前景都
有清晰的认识。然后进一步讨论并制定学区未来发
展的行动计划，包括具体行动步骤的推进时间表，
以便在整个计划过程中监察进度及实时地作出相应
的调整。

华盛顿县学区利用教育技术支持项目(ETEP)
为领导和教师提供关于数字化学习最佳实践的培
训课程。通过学校领导和教师一起完成课程，参
与技术相关的专业学习机会，有效地示范技术在
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更广泛地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和参与性。

(二)个性化学生学习
1.概述：学区领导通过创建丰富的自主和协

作学习活动，拓宽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途径，并通
过丰富的学习内容和先进的技术工具实时评价学
生的学习进程和偏好。具体维度和标准如表2所
示。

表2  个性化学生学习的维度与标准

维度 标准

严谨的评价标准

学区领导以一套科学的、明确的评价标准指导各
学校教学，评价标准不仅要反映知识的多学科
性，还要关注学生的数字素养和公民意识，培养
学生反思能力、批判性思维和毅力

综合评价
学区领导需将政策落实到位，确保教师能够利用
实时可用的、可视化的专业评价工具，来持续收
集和分析学生学习的证据

学习的途径
学区领导通过开展个性化的学习活动，布置符合
学生学习偏好和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确保学
生有机会分享学习成果及展示自身能力

强大的学习设计

学区领导确保学生能够参加多样化的学习活动，
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
式，参与项目和实地调研进行多学科的学习，提
升问题解决能力

丰富的学习资源 学区领导确保学生和教师能够随时获得与成果和
活动相一致的高质量、丰富的内容和工具

教师的新角色
学区领导支持教师在学习设计、途径和评价方面
发挥领导作用，组织学生、学校以及其他利益相
关者参与到整个学习过程中

2.案例分析：弗里蒙特79学区(Fremont School 
District  #79)[8]和托皮卡公立学区(Topeka  Public 
School District)[9]

弗里蒙特79学区在学区领导的带领下逐渐将学
区构建为一个动态的数字化学习生态系统。实施的
策略主要涉及重大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学习空间的创
造性设计。创新的、活跃的学习空间为学生提供日
益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和
出勤率。此外学区目前已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在
未来三年内将个性化学习推广为全区的教学模式，
主要策略包括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的日常学习环
境，推行定期的教师专业学习计划，创新教学策略
和方法，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支持。

托皮卡公立学区利用数据驱动的决策为教师
和学生提供更深入的教学规划，通过使用数据仪
表板，为学区、各学校和教师提供了可持续访问
学生行为数据的有效途径，加强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数据仪表盘实时地了解
学习者的学习情况，根据可视化的反馈结果针对
性地实施干预，如个性化谈话、学习方法建议、
学习材料补充等。另一方面，学区领导可以通过
数据仪表盘追踪学生的课程满意度与完成率等数
据，为该区的教育资源合理分配、课程设置科学
规划提供参考。

(三)稳健的基础设施
1.概述：学区领导确保学生和教师公平地访问

带宽、无线网络、硬件和设备，支持人员管理与维
护，以便在校内和校外可靠地获取。具体维度和标
准如下页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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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稳健的基础设施的维度与标准

维度 标准

连接与容量

学区领导确保每1000名学生和教师至少有1 Gbps
的网速，学区到学校、学校和学校之间至少10 
Gbps的网速，允许连接和访问各种数字学习工具
和在线资源

数字化设备
学区领导保证所有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都可使
用该学区的数字化设备(软件、硬件和网络)，学生
也可自带设备进行学习

教学软件和系统

学区领导负责学区数字化设备的购买、维护和教
学软件的更新(如学习管理系统、电子档案系统、
评价系统、门户网站、学习对象存储库和协作工
具)

数据管理系统 学区领导负责最新的数据管理软件(如学生人力资
源、财务及数据评价系统)的购买及维修

技术人员
学区领导组建一个由全职、合格的信息技术专业
人员组成的团队，专门负责设备维护、网络监控
以及技术问题解决

校外访问
学区领导致力于通过社区伙伴关系为区内所有学
生提供无处不在的网络连接，同时允许学生在校
外和在校内都拥有访问权限

2.案例分析：圣安东尼奥联盟小学区(San Antonio 
Union Elementary School District)[10]和塞米诺尔县学区
(Seminole School District)[11]

圣安东尼奥联盟小学区通过与蒙特雷县教育办
公室合作，将学区网络扩大到50Mbps。并与其他
农村地区领导开展非正式的合作，结合本地区的特
殊条件和资源制定发展战略，此外专门雇佣一名共
享信息技术支持人员，为每个学校提供服务和技术
支持(如数字化设备的故障排除)。

塞米诺尔县学区与该县交通工程部达成了一项
跨地区协议，以优廉的价格为学区提供光纤连接。目
前学区内所有学校都通过一个专门的光纤广域网互
相连接，高中与初中的网络连接速度为10Gbps，小学
网络连接速度为1Gbps，并且为每个学生分配了微软
Office365帐号，方便学生使用微软提供的产品套件。
此外学区组织技术运营团队帮助教师了解教学中可能
会出现的网络安全问题，学习解决基础设施故障排除
的相关技术，提高教师对技术的应用水平。

(四)个性化专业学习
1.概述：学区领导支持教师在专家的引导下进

行持续的、在职专业学习，助力教师顺利向数字化
学习转型。具体维度和标准如表4所示。

表4  个性化专业学习的维度与标准

维度 标准

一致和综合
的成果

学区领导提供明确清晰的学习成果来衡量教师专业发
展水平，这些成果与为未来准备的学习、教学及领导
的愿景、国家标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相一致

协作和社区 学区领导确保学校、学区以及教师的高度协作来支持
教师开展有效的实践和开发学习资源

共享领导和
所有权

学区领导作为学习者参与专业学习活动，支持教师组
成名师团队通过专业学习社区为同侪示范教学实践、
分享教学经验

工作嵌入和
个性化学习

学区领导确保教师在课堂和工作中持续地进行专业学
习，设定目标，记录进度，并进行教学反思

关注证据 学区领导支持教师分析学生学习的证据(包括学生作
业、课堂记录、形成性与总结性评价数据等)

恰当的技术
学区领导确保教师专业学习资源与学生个性化学习的
资源相对应，教师可通过社交媒体工具以及在线社区
获取丰富的教育资源

系统的支持
学区领导提供持续的政策支持，为教师提供定期的协
作学习时间，通过激励措施和资格认证系统支持教师
专业学习和协作交流

2.案例分析：史蒂芬维尔独立学区(Stephenville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12]和苏城社区学区(Sioux 
City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13]

史蒂芬维尔独立学区基于谷歌邮箱和云端硬
盘为所有教师和学生提供电子邮件和文件共享平
台，支持教师使用谷歌教室环境存储资源、数据、
工具和规划材料，进行自我反思，开展团队协作
等活动。此外学区通过微认证项目对教师能力进行
评估，微认证项目关联了教师学习、教师实践、评
价与认证，关注教师实际教学需求，为教师提供个
性化的专业学习。该项目凸显了能力本位的教育理
念，既是一种能力认证方式，同时还是一种新的教
师专业发展范式[14]。

苏城社区学区开展了“Future Ready Cohort”
的教师专业学习项目。组织学区骨干教师参加暑期
强化培训，交流研讨，加强优质生成性资源的形
成，不断扩充学区数字化教学共享资源库——数字
工具包(课程计划、教学材料、教学工具和应用程
序等)，经过若干轮培训，最终旨在为整个学区的
所有教师提供教学法方面的培训，使其运用技术提
升自身教学能力，促进专业发展。

三、启示与建议

当前我国已有一些较发达县(区)探索出了适宜
本区域发展的特色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之路，然而
从全国范围内看教育信息化发展并不均衡。不少
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尚没有成建制的信息化管理机
构，信息化管理分工不明确，职责划分不清晰，行
政效能低下，经常出现多个上级部门政策不协调导
致下级部门无所适从的情况[15]。由于教育管理者信
息化领导力不足，缺乏对区域教育信息化系统整体
的战略规划，盲目跟风，错误决策，造成硬件资源
浪费严重、软件资源相对匮乏，优质资源难以共享
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区域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借鉴
美国《指南》及其相关案例中的一些经验，结合我
国国情和信息化领导力研究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

续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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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探索提升县(区)教育管理者
的信息化领导力，进而推动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一)科学统筹规划，制定提升教育管理者信息
化领导力的指南

《指南》的发布，有利于自上而下系统地推进
学校、学区、州乃至全国的数字化学习变革。在联
邦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全美目前已有3300名学区领
导签署了承诺，涉及1900多万学生，可见推动力度
之大、范围之广。学区领导首先通过签署承诺，以
许诺本学区将向数字化学习转变；接着学区领导团
队通过完成未来准备的学区评价，全面了解学区目
前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
因地制宜地规划出本学区未来发展计划；在计划落
地过程中，充分利用FRS项目提供的丰富案例和资
源，参加专业学习活动与网络研讨会，共同致力于
学区数字化学习的变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当前我国也制定了相关信息化领导力标准，
近年来关于信息化领导力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兴
起，但研究主体主要聚焦于校长。《教育信息化2.0
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
进一步健全教育信息化工作领导体制、各地将教育
信息化作为重要指标，纳入本地区教育现代化指标
体系”[16]。因此我国也应该在教育管理者绩效考核
中纳入信息化领导力要素，同时应该借鉴美国的做
法，除了制定各项领导力的绩效指标，还应该提供
包括专业学习指南、交互式规划仪表板(一个动态
的、免费的，可帮助学区领导团队制定战略和系统
计划的在线交互工具)[17]以及丰富的案例等配套资
源。这些配套资源就如同“产品说明书”，有更贴
近实践的考虑和指导，为指南更好地在实践中发挥
作用提供保证。毕竟从根本目的来看，各种绩效指
标不只是为了评价考核校长、教师以及教育管理者
的信息化领导力，而是为了落地到实践中，通过提
升教育信息化领导力最终致力于教与学的变革。

(二)加强教育行政专业化，重视教育管理者信
息化领导力培训

教育行政专业化是当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
势与潮流，也是实现教育管理者领导力有效发挥的
关键要素，不仅能够解决教育行政相关矛盾，同时
也可有效提高教育行政的工作效率。而实现教育行
政专业化一方面要严格把关教育管理者任命方式，
明确其任职资格标准。美国对学区督导的遴选要求
较为严格，学区督导必须拥有教育管理专业硕士或
博士学历，受过教育管理方面的专业训练，具有若
干年的从教经历和一定的教育改革能力，要经过各
种资格考察、相关培训合格之后才能得到学区教育

委员会的聘任[18][19]。而我国教育管理者在职前身份
上，有近一半的教育局长来自教育系统外，普遍缺
乏与教育相关的经历；在学历和专业背景上，教育
局长的学历以本科为主，具有教育相关专业背景的
比例过低；在职培训经历上，教育局长职后培训不
足，亟需强化[20]。针对以上问题，应该充分考虑教
育系统的特殊性，切实完善教育管理者任职资格制
度，切实减少“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

另一方面还要加强教育管理者的在职培训和进
修提升。我国虽然从2015年起每年均举办“教育厅
局长教育信息化专题培训班”，但每次培训都只是
选取部分教育厅局长进行短期集中培训，培训覆盖
面不足，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和持续性。因此，建
议相关部门可与高校合作开发相关课程，包括在线
网络课程，使教育管理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课
程学习，从理论上全面提高教育管理者综合素质，
更新教育理念，加强其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同时
创立相关认证考试，统一评价标准，以更长远的视
野及综合的评价实现教育管理者信息化领导力的有
效引领。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地教育信息化发展现
状，因地制宜地开展具有实效性、实践性及专业性
的教育管理者领导力培训；选取一批教育信息化发
展示范县(区)来引领，分享经验；组织教育管理者
赴示范县(区)现场观摩，学习交流，着力提升教育
管理者的信息化规划、管理和执行能力。

(三)教育管理者明确推进区域教育信息化工作
的着力点

教育信息化管理的终极目标是提高学生学习
效率，改善学习效果，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学
校特色发展[21]。《指南》中指出未来学区领导者
引领学区变革需重点关注的四大核心领域值得我
们借鉴和思考。教育管理者需要转变过去那种只
向上级负责，向下级发号施令的常规管理职能，
在区域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推进中，不能仅仅停留
在购买设备，搭建平台，还应深入区域内各学校
调研指导，统筹物力以及人力，对学生的学习效
果、教师的专业发展以及学校未来发展进行科学
决策和周密规划。

1.凝聚各方力量，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
建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共同愿景

《指南》中所述及的学区发展的共同特征之一
就是学区组建包括学区领导、校长、教师和家长代
表等利益相关者团队，共同协商创建学区未来发展
的战略规划，对学区未来发展愿景达成共识。从而
有效地融合各方力量，建立更长效的动力机制，激
发广大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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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致力于学区的未来发展，使愿景落到实处，逐渐
变为现实。

共同愿景的制定与实施不是依靠教育管理者单
向的行政指令，而是要依托不同利益相关者组建的
关系共同体，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科研机构以
及企业等多元利益相关者都在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发
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需要科学规划，协同多
元教育参与者的力量和资源，构建区域教育信息化
发展的共同愿景，共同致力于愿景的落地和实施。
教育管理者作为区域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决策者和领
导者，必须：(1)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组建一个
囊括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团队，对区域教育信息化发
展现状展开调研和评价，审视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
应用价值、反思自身需具备的信息素养以及提升策
略，以便为愿景的制定达成共识。结合本地区教育
信息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共同协商制定区域教育信
息化行动计划。(2)善于做前瞻性、长远性、全局
性的思考和设计，运用技术及媒体工具与教师、学
生、家长及社会公众展开良性互动，建立持续循环
的沟通及反馈系统。在整个过程中，教育管理者要
时刻明确自身角色，以学习者、领导者和协调者的
身份促进全体利益相关者对共同愿景的认同。(3)为
了保证行动计划的如期实现，还需完善区域教育问
责制度，明晰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区域教育信息化发
展中的责权关系。教育管理者组织多元利益主体共
同协商制定具体的、可量化的、操作性强的行动步
骤以及具体的推进时间计划表，并根据实际情况不
断作出相应的调整。在整个计划实施过程中，加大
社会公众对区域教育管理的参与度、知情权和监督
权，促进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符合社会各方的利益
诉求。

2.基于数据驱动教学决策，不断革新学习方
式，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前述案例中的学区都将学生个性化学习作为学
区未来发展的核心，强调为每个学生提供定制的教
育。通过数据驱动的决策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更深入
的教学规划，使用数据仪表盘，挖掘学生学习的过
程信息，评价学生的学习特征与优势潜能，为每位
学生提供定制化的“学习体验单”，辅助教师研制
个性化的教学方案。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学习空间
正在成为未来学校变革的重要支点，灵活的学习空
间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体验以及课堂上的师生
互动等都有显著影响[22][23]。学区领导确保每一位学
生都能够随时随地获取学习工具和资源，创造更灵
活的学习空间，支持学生开展多样化的学习方式，
如基于项目的学习、STEM、创客教育。

无论是数据驱动的教学决策还是学习空间的再
设计都要以学生为中心，旨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
习体验，提升学习效果。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应对未
来的挑战，教育管理者应该：(1)首先制定与区域
发展共同愿景相配套的统一的、科学的学生评价标
准，评价标准要反映知识的跨学科性，强调学生核
心素养和关键能力的培养。依据评价标准指导教与
学，发展和推广适宜本区域学生发展的教学模式。
(2)基于数据驱动教学决策，确保教师能够充分利用
学习分析技术、数据挖掘、传感器等可视化的专业
评价工具，持续收集和分析学生学习的数据，为学
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和辅导方案。同时为学生提供
与课程内容相配套的优质学习资源和工具，打破时
空壁垒，加强物理学习空间与虚拟学习空间的有效
融合，创建能够支持学生广泛协作、促进个性化学
习的正式与非正式学习空间，支持学生开展丰富的
学习活动，推动学习方式的深度变革。(3)充分整合
家庭与社会资源，积极地与区域内高校、企业、社
会机构等进行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共建教育基地。
通过课题引领，组织学科教师与领域专家共同设计
课程，引导学生研究、学习、实践等，培养学生的
实践和创新能力。 

3.“以应用为导向”，优化区域数字教育资源
配置，保障基础设施有效且持续运用

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是推动教育信息化基础设
施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24]，拥有一套优质的数字教
育资源和稳健的基础设施是学校变革的关键，也是
实现个性化学习必不可少的要素。美国于2014年发
起了“连接教育(Connect ED)”项目，要求美国联
邦通信委员会(FCC)充分利用并升级“教育折扣(E- 
Rate)”项目，力争在未来五年内使高速互联网遍及
至美国99%的学生[25]。在联邦和州政府提供的政策
与资金支持下，美国学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贯穿
了“开放获取且有效运用”的构思，具体实施主要
从网络接入、数字化设备、教学软件和系统、管理
数据系统、技术人员和校外访问六个方面对软硬件
设施和人员的供给方面进行实践探索。学区领导结
合本地区的具体条件和资源，制定发展战略，组建
技术协调团队将教学人员和技术运营团队聚集在一
起讨论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有效地协助教师运用
科技，并赋予他们创造学习经验的能力，让他们有
效运用科技去探索、设计和创造，以期获得最大的
教学回报。

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正逐步走
出“重建轻用”的误区，走向“应用驱动”的发展
模式[26]。为了更好地提升区域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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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水平，教育管理者应该：(1)积极与学校、
企业、社会组织之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促进利益
相关群体参与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伙伴
协作机制，引导产学研用结合，充分发挥多方积极
性，整合资源优势，为区域内各学校提供优惠的信
息化设备，通过低价采购信息化硬件和软件减轻学
校的财务负担。(2)优化区域内数字教育资源的合理
配置，鼓励学校建设特色校本资源库；合理规划，
加强对边缘校信息化资源建设的政策倾斜，通过中
心校带动边缘校，实现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常态化
使用，促进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实现
区域内学校信息化均衡发展。(3)注重基础设施包
括硬件设备、宽带网络以及软件平台等的宏观规划
与调控，为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战略性的短期
和长期预算和资金，保证后期设施的更新和维护。
通过组建技术协调团队广泛系统地调研，充分收集
全体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形成本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详尽且可落地的规划方案，根据规划方案逐步建设
“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设施。此外，技术人员需
持续关注基础设施的使用情况和用户的反馈信息，
专门负责基础设施的采购与维护、预算和资金的管
理以实现基础设施的持续运用。

4.凸显能力本位，拓宽教师专业发展路径，提
升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度融合能力

作为美国“为未来准备的领导力”的四个核
心领域之一，教师个性化的专业学习是学区变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保证教师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
高专业技能，学区领导要为教师提供充足的学习时
间、持续的专业学习机会。美国非营利组织“数字
承诺(Digital Promise)”2014年起建立了一套面向教
师的基于能力的微认证体系之后，许多州的教育
行政部门均与数字承诺微认证项目合作[27]，一些学
区支持教师将微型证书转换为一定的继续教育单元
(CEUs)[28]。微认证项目为教师提供一种证明正式与
非正式学习及成果的机会，为推动教师主动参与专
业学习和实践继而形成教师能力持续发展的良性循
环奠定了基础[29]。

因此，为了促进区域内教师专业发展，提升
教师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能力，教育管理者应
该：(1)鼓励区域内学校形成校际联盟，联盟校的
教师组成学习社群，共同探讨信息化教学问题，观
摩学习，共享交流。通过邀请专家、学者、教学名
师形成互助学习网络，以拓宽学习内容的宽度和广
度，提高教师对自身专业发展的热情和积极性。(2)
整合区域内教育行政部门、电教馆(信息中心)、高
校等资源，搭建本地区教师专业发展的网络研习平

台。针对教师实际需求，科学规划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培训项目，为其提供持续的专业学习机会。
研究显示，教师的专业学习动力来自于真实教学问
题的解决和现实需求的满足。因此，专业培训应该
基于教师的工作实际，与工作要求紧密相连。(3)
凸显能力本位，融合教师个性化专业学习与教学实
践的特性，寻求与探索更为有效的专业发展认证体
系。如：可以鼓励教师将优秀教学案例包(教学设
计、教学视频、学生作品以及教学反思等)上传到
本地区教师专业发展的网络研习平台上，通过同行
及专家匿名评选并认证，将认证结果纳入教师继续
教育学分管理系统。此外为推动认证体系的稳定且
持续运作，教育管理者还需制定相应管理条例，肯
定和采纳认证结果并实现与教师的学历晋升、资格
认定、职务评聘、薪酬管理等教师专业发展挂钩，
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参与相关培训并开展信息
化教学实践的积极性。

四、结语

众所周知，中美两国教育管理体系不同，不
同教育背景下的两国学区内涵也不尽相同，因此我
国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路向不能照搬照抄，但是
从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和校际联盟的角度看，《指
南》中指出未来学区领导者引领学区变革需重点关
注的四大核心领域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我们可以
充分吸收其中实践探索的成功经验。为此，我们呼
吁我国教育管理者能够充分认识到教育信息化发展
的重大意义，担当起区域学习者、领导者和变革者
的角色，统筹物力、人力资源，切实结合区域自身
优势制定教育信息化战略远景与计划，不断更新
自身教育理念，提升信息素养，关注教师的专业发
展，培养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以此更好地应对未
来社会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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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Information Leadership 

—On the Basis of Interpret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Future Ready Leadership: A Research Synthesis

Zhang Wenlan, Liu Panpan, Yan Yi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 The informatization leadership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is an important effect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gional elementary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he 
informatization leadership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needs urgent attention. The four core areas of “Characteristics of Future 
Ready Leadership: A Research Synthesis”, released by the Off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leadership, personalized 
student learning, robust infrastructure, personalized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it also gives the standards that school district leaders 
should practice for each field.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ture Ready Leadership: A Research Synthesis”, 
Combining the successful case of eight U.S. school districts in their transition to digital learning, which can draw lessons from the 
practices and model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inspira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zation leadership of 
Chinese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Keywords: Digital Learning; Leadership;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Reg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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