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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河北大学外语教研部王京华教授带领的高校英语教师科研团队，经过几年

的努力，共同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我国高校英语教师专业自主

发展现状与策略研究”（编号：09YJA740036）和基于该项目的研究专著《高校英

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研究：理论、现状与策略》。该科研团队由来自国内八所高

校的二十名一线教师构成；其研究借鉴人本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聚

焦于高校英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涵盖其内涵、理论基础、现状和策略四个探索

维度。我很高兴能够提前阅读这部作品，在此对该书即将问世表示热烈祝贺。接

下来谈谈自己的读书感悟和联想。

首先，我赞赏该项目的选题，因为从选题能够透视出研究团队对当代教师

教育与发展研究（以下简称“教师研究”）重要视角的把握。正如书中所强调的，

教师研究正在经历着“由外至内”到“自内及外”的变化过程。简言之，“由外

至内”，指的是相关管理界、学界持有的一种简单认识，即教师的专业发展是由

诸如为其提供讲座、培训、进修机会等“外在”条件促成的；而“自内及外”的

信念，虽然也认同外在举措对教师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可能性，但基于人本主义

的认识论，更加强调教师发展的主体性和自我导向性，强调广大教师普遍具有不

断改进自我的意识、需求和行为。因此，任何外在的举措，需首先尊重并把握教

师的这个普遍性特征，以此为出发点，正视该普遍性特点在程度、特质上又因人

因时因地而异的现实，才有可能有针对性地因势利导，取得实效；而教师研究则

需以此为基点探究教师成长的根基、过程、路径、规律性特征等。研究教师专业

自主发展，既要探究教师内在的普遍性特征所在，又要探究教师朴素的发展意识

何以在教学实践这一社会认知与行为中得以实现并升华。可见，教师专业自主性

发展正是教师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

当然，教师作为职业人的成长研究颇具挑战性：动态的人有着动态的认知、

情感和行为，动态的社会文化环境，尚不完备而又难以把握的质性研究手段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研究者。研究团队勇于面对挑战，令我十分钦佩。

第二，我国外语学界对教师专业自主性发展研究始于本世纪初，迄今为止，

引介性、思辨性著述占主流地位，实证性研究不足，系统性研究匮乏，而该研

究是系统性研究的一次尝试。研究的三大板块，即理论和策略、现状、案例研

究，覆盖了自主性教师发展系统性研究的三个重要环节。其中，理论和策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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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了教师发展研究的自内及外走向，本课题的理论导向和重点研究的自主发展

策略；现状部分以三项规模性调查分别显示了我国高校英语教师在自主发展策略

的运用、教师知识结构与专业发展、反思性教学观念与行为方面的现状；案例研

究部分则展现高校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运用学习 / 实践共同体、行动研究、网络环

境教学模式下的教师自主发展策略、发展教师信息素养等自主发展策略的实施和

有效性。系统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它们就像一座座“里程碑”，承上启下

地推动着所关注课题的发展，不仅指向未来，而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研究铺垫了基

石，探索了路径。该研究课题也不例外。

第三，这样大部头的研究专著，不同读者在阅读中往往会有不同关注和感

受。对我而言，本书第二部分现状调查的第五、六、七章尤其使我受益。首先，

这三项调查设计规范，结果可信，调查的取样规模性决定了调查结果的代表性价

值。正因如此，研究发现可以作为后来研究者进行外语教师自主发展研究的出发

点。其次，第六章创新性运用了近年发展起来的三维度知识结构框架，调查了大

学英语教师知识结构现状，展现了新框架对这一群体的适切性；调查所发现大学

英语教师群体知识结构的特点的缺憾，不仅可以成为教师自主发展研究的聚焦，

而且对教学改革环境下的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有启发意义；作者所提倡的多元知识

观和科研观也颇具启示性。

第三部分个案研究的七章中，前四章均报告了学习 / 实践共同体（含学习型

组织）如何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凸显了各类学习共同体策略对我国高校英语教

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这里我们看到，教师的专业自主发展意识虽然是广大教师

发展的原始动力，但教师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却对教师自发的发展意识是否能

够变为现实并得以升华，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助或牵制作用，而学习共同体提供了

良好社会文化环境，促进了教师的自主发展。共同体成员有着共同的专业目标追

求，互助合作交流的学习文化氛围，通过共同开发、共同分享知识、经验和资

源的实践活动共同成长（第八、九章）。这些案例研究还使我们看到自内及外成

长过程的生动诠释，人本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既是该研究项目的理论基础，又得

到案例研究的印证。第三部分还非常及时地探究了信息技术应用环境下的教师信

息素养和自主发展（第十三、十四章），报告了行动研究策略的有效性（第十二

章）。当然，纵观全文，对于教师自主发展策略的文献述评、现状调查和案例研

究不够连贯，还是留下了一点遗憾。

第四，在八个参与单位里，河北大学外语教研部承担了该研究项目的主持

工作，该部的大学英语教师承担了二分之一的子课题重担。这使我联想到大约十

年前，有幸认识了河北大学外语教研部主任温荣耀教授，发现在他的领导下，该

部通过持续聘请外国语言教育教学专家对英语教师进行有效的校本培训，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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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发展、共同发展的教师文化。温教授已经赴美国任孔子学院院长，但他的前

沿理念、行之有效的实践能力和对教师发展的热忱得到了传承和发扬。现在，外

语教研部凝聚着许多教学科研型教师，那里的学习共同体文化氛围得到了进一步

发展。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大学里有越来越多的温荣耀式的中层双肩挑管理者

和河大外语教研部这样的教师团队，我国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前程一定会更加 
辉煌。 

吴一安

2014.1.14 于北外小白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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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河北大学外语教研部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我国

高校英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现状与策略研究，编号：09YJA740036）的研究成果。

这个项目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网络环境下我国高校英语教师自主发展现状的调

查，发现并分析教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形成教师自主发展的理论框架，探

索教师自主发展的有效策略，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本研究项目由 14 个子课题构成，这些子课题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项

目组成员来自全国 8 所高校，分别负责以下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  高校英语教师自主发展理论研究

（1）外语教师自主发展的内涵及理论依据（第一章）

（2）外语教师自主发展的研究现状（第二章）

（3）外语教师自主发展的策略研究综述（第三章）

（4）外语教师自主发展的研究方法（第四章）

第二部分  高校英语教师自主发展现状调查

（1）高校英语教师自主发展的现状与策略研究（第五章）

（2）大学英语教师知识结构与专业发展研究（第六章）

（3）高校英语教师反思性教学观念及行动研究（第七章）

第三部分  高校英语教师自主发展个案研究

（1）英语教师学习共同体研究（第八、九、十章）

（2）英语教师学习型组织研究（第十一章）

（3）英语教师行动研究（第十二章）

（4）英语教师信息素养的发展与应用研究（第十三章）

（5）网络教学环境下的英语教师自主发展研究（第十四章）

其中，理论研究部分包含四个子课题，分别由两所大学承担：河北大学（第

一、二、三章）和广州大学（第四章）。现状调查部分包含三个子课题，分别由

三所大学承担：河北大学（第五章）、西北工业大学（第六章）和金陵科技学院

（第七章）。个案研究部分包含七个子课题，分别由五所大学承担：河北大学（第

八、九、十章）、中南大学（第十一章）、苏州大学（第十二章）、山东大学（第

十三章）和黑龙江大学（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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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的研究内容，本书分为以下三个部分：高校外语教师自主发展的研

究背景与理论框架；高校英语教师自主发展现状与策略调查；高校英语教师自主

发展个案研究。本书报告的研究成果对我国高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具有重大的

应用价值。

一、教师自主发展研究背景与理论框架

这一部分包含外语教师自主发展的内涵及理论依据、研究现状、策略研究综

述及研究方法。首先，研究者就教师自主发展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

结合已有理论框架和以往的研究成果，从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不同的理论视角

对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度解析。同时，立足我国高校大学英语

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探讨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和策略。另外，研

究者在总结近三十年来教师教育与发展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质的研究方法被

更多地应用在教师自主发展研究中，并对叙事研究、行动研究和个案研究等研究

方法进行了介绍和评介。

二、教师自主发展现状与策略调查

这一部分包含高校英语教师自主发展的现状与策略、大学英语教师知识结构

调查及英语教师反思性教学研究。“高校英语教师自主发展现状与策略研究”通

过对英语教师自主发展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探讨了教师自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河北大学子课题组于 2009-2011 年对全国 68 所高校 1883 名英语教师进行了

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尽管英语教师认识到自我学习、自主发展的必要性，

但仍存在缺乏自身专业发展规划，忽视自我学习的价值和教师团体合作的力量，

缺乏自我反思、科学研究素养等问题。同时，基于对教师自主发展现状和问题的

分析，提出了本研究的启示和建议：（1）促进教师对自身专业发展规划过程的重

构；（2）加强自主性与社会化并重的教师专业学习；（3）推动教师从技术型到反

思型的转化；（4）积极进行科学研究素质的培养与条件的创设。“大学英语教师

知识结构与专业发展研究”在分析总结国内外学者对教师知识结构内涵的认识基

础上，提出对大学英语教师特有的知识结构的新认识。另外，结合国内外有关教

师知识结构的研究成果，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剖析了现阶段国内大学英语教师

在知识结构层面存在的问题。最后就如何优化大学英语教师知识结构以促进其专

业发展提出了建议。“高校英语教师反思性教学观念与行为研究”探讨了我国高

校课堂一线英语教师对反思性教学的认识与运用的总体情况。这一研究就上述问

题在全国 24 所高校 402 名英语教师中展开了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教师对反

思性教学的理解停留在“经验总结”的层面，课堂教学是教师反思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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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事谈论则是教师普遍使用的反思方式；教师的自然特征、心理状态与工作环

境等部分变量对其反思性教学观念与行为有显著影响；教师反思性教学观念与其

反思方式呈弱相关，与反思内容不相关。研究还对 16 位教师的后续访谈数据作

了质性分析，通过其反思性教学生活图景的呈现进一步探寻教师反思之于教学实

践与教师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意义。研究者提出，重新认识反思性教学的内涵与作

用、厘定反思性教学观念与反思性教学行为之间的差距有助于英语教师更好地践

行反思性教学，从而有效地改进教学实践，促进专业发展。

三、教师自主发展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部分包含七个子课题，分别涉及教师团队建设研究、行动研究、教

师信息素养的发展与应用研究等方面。教师团队建设作为实现教师合作的一种重

要形式，已经引起教师教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项目也将此作为一个研究重

点。“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学习型组织理论视角”结合中南大学外

国语学院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着手研究和

推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该学院制定了教师专业发展规划，建构了学习型组织系统

网络，搭建了学术交流的平台，构建了灵活多元的教师培训立体网络。研究者在

调查实践效果后发现，教师对构建学习型组织文化的系列实践活动持肯定态度，

教师自我发展愿望被激发，教师间的学习与交流加强了，教师理念发生了明显变

化，教学创新意识也明显增强。“基于专业学习共同体理论的教师团队建设实践

研究”基于对河北大学英语教师团队建设成效的分析，从教学团队和专业学习共

同体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团队建设的有效运行机制，为高校大学英语教师团队的发

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新的研究思路。“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个案研究”

基于河北大学外语教研部两年来的教师跨文化专业学习共同体活动，就其对教师

专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参加专业学习共同体对教师的

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教师在专业学习共同体中学到了各种各

样的教学策略、教学方法和评估方法，她们已经或者打算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教学

实践；教师不仅学习教学技能和理念，而且从专家的指导方式和共同体的研讨方

式中也受益匪浅；教师根据所学主动对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进行反思；专

业学习共同体形成的团结互助的氛围为教师开展教学改革、教学反思和教学合作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所有教师意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英语教师实践共同

体个案研究——河北大学英语演讲辩论队培训教师自主发展研究”以河北大学英

语演讲辩论队培训教师所组成的实践共同体为研究对象，对共同体成员的专业自

主发展状况进行了探索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参与这个实践共同体的活动，

教师提高了自身专业发展的自主性，促进了教师角色的转变，进一步提升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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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教学效果，极大地增强了科研意识。同时，教师间的合作交流更加深入，

关系也更为融洽，这样的氛围进一步促进了教师的自主发展。

另外，“高校英语教师行动研究”基于对三位大学英语教师行动研究案例的分

析，表明行动研究能够帮助教师解决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提高教师的

科研意识，改善教学环境，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发

展与应用研究”从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的旨在培养职前教师信息素养的计算

机辅助语言教学（CALL）研究生课程出发，调查参加课程的英语教师如何在教学

中应用从 CALL 课程中所学的知识与技能，以及这些信息素养对他们在教学岗位

上自主发展有何深层次的影响。此项研究对其他院校开设类似教师教育课程，促

进职前和在职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网络教学改革环境下的大学英

语教学改革对教师自身专业发展的影响”以网络信息技术环境下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为研究背景，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探究改革过程中山东大学外语教学部所采

取的各种举措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归纳大学英语教师普

遍使用的自主发展策略，构建了网络教学环境下教师自主发展策略模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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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工作的郑建萍女士、孙雪妹女士。最后，感谢河北大学课题组成员，她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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