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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是芬兰教育成功的基石

文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王 洁

似指数的题 目来了。一会儿 ,老师让三个孩子做书

本上的练习 , 自己则坐到一个男孩对面 ,开始一边比

划一边轻声讲解 。只见一个女孩走到讲台边 ,拿着

自己的书对照老师摊开的书 ,像是在对答案 另一个

女孩走到一个男孩子的前面 ,两人轻声交流些什么。

我们起身去看两个在分别写作业的男孩 ,一个在做

乘除法的计算 一个则在做单位换算的题目。整个

教室静静的 ,每个人都很专注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

下课后 ,我们问老师 “是数学课吗 怎么只有

个学生 ”老师答 “我们 个人分成两个组 ,一

组 巧个学生在上体育课 , 明天会轮换。”本次培训

主管于韦斯屈莱大学的 老师告诉我们 课堂

教师需要有能力将学生分成不同的组 , 并且给予他

们特殊的指导 ,这是芬兰的教育法特别规定的。

专注的老师与接电话的女孩 。安静的高中数学

课堂上 ,坐了 来个学生 ,靠窗的讲台边坐着的是

严肃的数学老师 。老师边说边写 ,底下的学生有的

看着老师演算 ,有的跟着老师一起运算 。忽然教室

里响起短促的电话铃声 ,老师抬眼看了一下 , 又埋头

讲演他的数学题 ,一个女孩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走出

教室 , 小声接电话。我环顾四周 ,没有学生议论 ,也

没有人转头 ,大家依旧照着老师的节奏一步步地运

算着……

我们感叹这样的课堂 ,正是教室里每个人都以平

常心来参与学习 ,才有可能实现纤细而丰富的思考。

汤只︺我们在芬兰为期 天的培训活动分为四个主

题 芬兰的教师教育 、学习型组织与教育领导力 、芬

兰的在职教师教育以及教师培训学校的观课 、座谈

和对话。培训期间的所见所闻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

芬兰学校印象 安静 、温暖 、专注

本次培训中 ,我们参观了于韦斯屈莱教师培训

学校 、赫尔辛基教师培训学校以及艾斯堡市的高卢

曼学校 。有这样三个镜头令我们感慨颇多 ,也很能

体现芬兰学校教育的特点 。

位教师的科学课 。宽敞的教室里 , 个孩子

的课桌椅面对老师 ,被分成了 个组 。学生学习的

内容是了解实景图、平面图和一般意义上的地图 ,通

过地图上的比例尺估算两地距离 。

上课的是一位实习教师 , 后排坐的是这个班级

的课堂教师与来自大学教育系的指导教师 。指导教

师不停地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而课堂教师的行为

却让我们诧异。坐在后排的我看到一束光线照在一

个女孩的脸上 , “那孩子会不舒服 ”我刚这么一转

念 ,就看见课堂教师走到窗边 ,把百叶窗转了个向

实习教师发下一张作业纸 ,让孩子们标出两个地方

的距离 ,我望着第三排那个把椅子脚翘得高高的男

孩子 , “这个孩子一定没用心”,我心里暗念的时候 ,

就看见课堂教师站在那孩子边上了……

名学生的数学课 。走进六年级的数学课堂 ,

我们诧异地发现 ,偌大的教室里有 个座位 , 却只

有 个孩子准备上课。 正当满腹狐疑的我们悄声

议论时 , 只见老师拿着几张纸走出来。老师把一张

纸给了一个男孩子 ,于是他坐到教室后排的角落里

拿笔写字 ,这个角落与整个教室有一个小屏风隔断。

老师又把一张纸给了另一个男孩 ,那男孩就走到教

室外面的一个桌子旁 ,埋头写起来 。剩下的 个孩

子 ,则被招呼到了最前排 ,老师坐在实物投影仪边

上 ,拿着笔一边写 ,一边和学生一问一答地讨论起类

师范生不只是一

个被动地接受知

识的人 ,而是通过

研究性的思考和

讨论 ,聚焦于一个

专业工作者在实

践中的角色 。

。①

芬兰教育的基石 教师教育

研究为导向 芬兰教师培养

“研究导向的教师教育”一直是芬兰引以为豪

的 ,也被认为是芬兰在 测试中连续获得成功的

一个关键要素 。来芬兰之后 ,我们对芬兰教师教育

中的研究型导向 ,不仅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和了解 ,

而且还了解到教师学习的一种新框架 ,一种新的认

知和知识构建的方式 , 同时也让我们领悟到从事教

师教育工作的责任与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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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吵学习的新框架 在于韦斯屈莱大学学习的

周里 , 有 个讲座是介绍教育学院的教师正在进

行或者己经完成的研究项 目的 ,项 目涉及 幼儿园

及一年级学生的阅读教学 、学与教的评价 、新教师的

学习障碍 、教师多样化互动技能的培养以及未来学

校的研究 ,等等 。这些研究项目源于芬兰教育现实

以及教师工作中遇到的真实问题 , 在项目研究的过

程中 ,有师范生的参与, 也有中小学教师的参与。

大学教师和参与项目研究的中小学教师一起

通过为师范生开发一系列基于共同关注点和问题的

“问题解决 ”情境的课程 ,创建了师范生学习的一种

独特方式 。“我们知道它会发生 ,这非常重要 ,它绝

不仅仅只是理论而己”,师范生们是这样说的。

透过这些讲座 ,我们能感受到 项目研究的过

程是师范生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师范生不

只是一个被动地接受知识的人 ,被告知真正的教师

工作是怎样的 ,或应该怎样 ,而是通过研究性的思考

和讨论 ,聚焦于一个专业工作者在实践中的角色 ,丰

富毕一理性讨论的决策。

认识事物和建构知识的新途径 。大学教师在开

始研究项犷时 ,有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 但

是按照计划好的设想去行动时 , 必然会发现存在于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这种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

不和谐 ”,作为一种 “创造性压力 ”,促成 了一种具有

自身特有力量与活力的全新的 、综合的认知方式和

矢」识形式 。

这些新的认知方式和知识形式 , 具有三个特

征 ①认知是通过直接的参与活动和反思 ,通过理

解和评价他人的成果进行的 ②认知是通过三种不

同的人群 大学教师 、中小学教师 、师范生 共享不

司的经验实现的 ③认知是通过三种人群共同合作

从事研究而展开的 。

我们能感受到的是 , “研究导向的教师教育 ”所

凸显的这些新的认知方式的核心特征是 为了学生

的福利 一 而扩展知识的建构性理解 ,并

几拓展自身及其工作的知识基础 。

月 。日 芬兰万送给每位学员一支玫瑰 ,为大家庆祝教师节
来自各个层面的芬兰教育工作者 ,向学员们全面地介绍芬兰教育

每位学员获得一份结业证书 但大家对教育的思考仍在继续



O B S E R V A T 10 N I观察

第一次教学 兀乎没有真正在课堂上 从自我理解到 ★观察课堂活动、学习环境和不同学生表现
实践 大学二课 , 即使有也是和同学 互动 ★在观察中辨析哪些是学校的惯例 ,哪些是教
年级 一起

第二次教学 ①在春季进行 ,上课的
实践 大学三 机会增多

年级 ②同伴观课和小组讨论
③以后成为科任教师的
实习生一般有两个指导

教师

让师范生以一 学习惯

个老师的思维 ★学习计划和实施片段教学 如十五分钟的课

来看教学 ★设立一个作为教师的现实目标
制订教学计划 发展计划、实施、评估教学的技能

从不同的观点 不仅是知识的角度 ,检视和
连释教育目标
寻找目标选择与实施方式的内在联系

在指导教师辅导下 ,上 节课

★组织讲座 ,论坛以及小团队的讨论
★同伴观察
★合作教学 和实习教师一起完成课的片段
教学

★听课后给予反馈

详细的关于教学、研究方法和评估的指导
指导师范生在教室里正式上课 以后成为

科任教师的学生一般有两个指导教师 ,每个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完成 个课时

和师范生共同备课 ,协商课程规划
指导教师在每节课后以对话的形式对师

范生进行反馈

第三次教学 ①高级教学实践 ,上更多指导学习与评
实践 大学四 的课 估

年级 ②自主权增大
③以后成为科任教师的
实习生一般有三个指导

教师

④一般有自己的反思性
的研究项目

第四次教学 ①可以选择其他学校实融入学校和教
实践 硕士第 践 师团队

一年 ②时间为 周

嵌计划、实施和评估常用的学习模式 ,熟悉学校 指导师范生在教室里正式上课 以后成为
中的不同的评估实践 科任教师的学生一般有三个指导教师 ,每个
米对专修的学科进行更多的教学实践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完成 个课时

浓逐渐提高判断和鉴别能力 ,能在所教学生中 尽管学生有很高的自主权 ,但指导教师仍
区分出特优和特需学生 ,并给予相应帮助 会每次和师范生共同备课 、听课 ,每课反馈

需要评估不同学生的报告 ,有反馈和讨论

★学习专业自主 ,和同事合作工作
★思考作为教师的社会责任

★扩展独立工作能力

★对教学进行整体思考 ,做一些研究

芬兰 师范生教学实践内容

研究者的责任 。“研究导向的教师教育 ”强调

研究知识是教师教育的基础 , 其目的是 “使教师把

他们的职业看作是一个在智力上 、社会上以及道德

上都有挑战性的职业 ” “培养对教师工作的研究态

度并使之内化”。

“研究型导向的教师教育”,强调师范生的培养

是在一个新的框架中进行 。他们把学习看做是持续

的 、综合的以及以学生为中心的 ,并且把合作和反思

看做是学习的机会 。

在这个过程中 ,大学教师的任务就是找到适合研

究的主题和内容 ,以及满足师范生能力需求的途径。

教师培训学校 教师培养的芬兰方式

芬兰有 所官方的教师培训学校

,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城市。所有

的教师培训学校都是大学教育学院的一部分 ,有非

常悠久的历史。教师培训学校经费来自教育部和大

学 ,每所教师培训学校每年都会提交年度报告 ,但是

政府并不对其实行年检或者评估 。

教师培训学校的职责。教师培训学校除了和公

立学校 。 一样 ,承担本地区的基础教

育和高中教育之外 ,还承担着指导师范生教学实践

的任务 ,同时开展一些研究 、实验和发展活动 ,为教

师提供持续的在职教育机会 。

虽然教师培训学校有培训实习教师的任务 ,但

是所有的运作与国家所要求的基础教育框架是一致

的 。学校按照国家课程标准的规定 , 为附近社区就

近入学的学生提供义务教育服务 ,为专注于体育 、数

学 、科学或者语言等学科的学生 ,提供特殊的支持 ,

为学生进入更高阶段的多样化学习夯实基础 。

教师培训学校努力促进研究导向的教学和教师

培训 ,聚焦于教师教育项目的开发 、研究和实验 。同

时 ,学校也为教师的继续教育提供支持。

教师培训学校的教师。于韦斯屈莱教师培训

学校小学部的米亚 老师既是学校的英语 、

法语学科教师 ,同时也是教师指导者 ,她为我们作了

“在教师培训学校学习和教学”的报告 。

据她介绍 ,教师培训学校的教师 ,其日常工作包

括四个方面 ,一是计划与准备 ,如了解国家的课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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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学习与之有关的知识和技能 ,与同事 、家长沟通 ,

做好年度 、学期 、周 、日的计划 二是教学与养育 , 不

仅是教授知识 ,还要养成学生的习惯 三是观察与

评估 ,通过日常观察给予即时反馈 ,引导和帮助学生

取得更大进步 四是合作与发展 ,在与见习教师 、同

事以及家长的合作互动中 ,寻求发展 ,包括学生的发

展 、自身的发展和实习教师的发展 。

与一般的学校相比 ,教师培训学校的教师具有

双重身份 ,既要自己进行教学 ,又要指导教育系学生

进行教学实践 ,因此教师的入职要求相对更高。除

了拥有硕士或以上学位 , 教师培训学校的教师还需

具有指导教师的相应资质 。

指导教师的指导范围主要集中在教室之中 , 聚

焦教学应该如何做 。作为一个指导教师 ,有四个值

得注意的方面 ,一是沟通能力 ,要与实习教师沟通 、

对话 , 这种对话是建立在实习教师不同的起点和能

力基础之上的 二是价值判断 ,每个指导教师都有

自己的价值和目标 , 不断发展职业思考和指导方

式 三是责任意识 , 在辨析概念学习和课堂学习的

同时 ,鼓励实习教师的独立思考与反思 四是即时

反馈 ,这种反馈发生在实习教师的教学过程中或者

完成后 ,这样的反馈促使其发展未来行为。

师范生的教学实践 。芬兰师范生的教学实践总

共有四次 , 第一次是在大学二年级 第二次是大学

三年级 第三次是大学四年级 第四次是硕士第一

年 。不同的教学实践具有不同的作用 , 见表 。

新教师的培训与发展

在赫尔辛基大学的 继续教育中心 ,我

们了解了芬兰的 “新教师培训与发展计划 ”。

新教师培训计划的目标有两个 一是支持新教

师的专业需要和成长 , 包括新教师的专业认同 、专业

技能 课堂管理 、照顾有特殊需要学生的学习等 ,在

学校中找到自己的 “位置 ”,处理与家长及其他利益

相关者的关系 二是支持学生的学习 、成长和福利 ,

包括学生学习结果 、作为完整的人的成长 、学生如何

学习 、对有特殊需要学生的支持 、将学生的不同文化

背景作为资源 ,等等 。连接这两个目标的是 “指导

者 ”,指导者既作为新教师的工作伙伴 , 也作为其专

业发展的向导。学校和校长 、新教师指导者组成一

个共同体 ,支持新教师的成长 。

新教师的 “指导”,包括指导者和新教师之间的

互动 、相同专业领域内的有经验人士的指导 、旨在

传递经验以及如何做的缄默知识的指导等 。指导

教师必须有至少 年的教师经历 ,有良好的社会

互动技能 ,有自我评估标准 。由大学的继续教育中

心 、教师教育系承担对指导者的培训 。被指导的对

象是仅有 、 年教学经历的新教师。指导的内容

包括 如何实施国家课程 ,如何与校长 、教师 、家长 、

学生合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