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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 trai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main perpetrators of the work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s fundamental guarantee. What college teachers should have the quality and capacity of the
structure, has become a common concern. I have explored its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th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achers’ quality and ability i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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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教师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主要实施者，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高校教

师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与能力结构，已成为高校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对了解高校教师素质与能力的结
构因素。探讨了对其发展和提高方向。
关键词：高校教师；素质与能力；提高与发展

1. 引言
教师素质结构是教师教育研究的着力点。教师素

成部分。
1) 从传统教育学的视野来分析和研究教师素质，
基于教育教学情境中的教师劳动特点与要求。因此，

质结构是否合理，对于教师能否取得良好的教育教学

传统教育学范畴中的教师素质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德

效果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把握教师素质结构的组

与才。德主要指教师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素质。政

成，深入研究教师素质的合理结构，对于提高教师素

治思想素质是核心，职业素质是与政治思想素质相适

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建设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应的职业道德，包括对教育、学生、教师集体和自身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的政治与思想道德要求。才是指教师应当具备一定的

2. 教育学视野下的教师素质结构
教育活动的主要承受者就是教师和学生，因此，
教师素质的构成与分析一直是教育学研究的重要组

6

知识和才能。教师知识结构应由下面两种因素所组
成：学科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教育科学知识和心理
科学知识。能力结构包括：教育加工能力、教育传导
能力、组织管理的能力、自我调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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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学处于变化之中。从现代教育学的意义上

职业，更是一种专业。强调教师的专业素质，促进教

来说，教师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不仅

师的专业发展，则是提升教师素质的成功策略。教师

要“传道、授业、解惑”，同时还要承担许多角色：

必须具备哪些专业素质，研究者们众说纷纭。教师职

律师、咨询者、治疗者、学生的激励者、组织者、带

业的专业化，应当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包括专业理念、

头人、表演者和传统教育学视野下的其他角色。在这

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态度和动机等，其中，教

种背景下，研究教师素质主要是基于教师承担的多重

师的专业理念是核心，它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育教学

角色而言。因此，现代教育学视野中的教师素质有着

行为，决定教师对知识的取舍和运用等。由于孩子必

新内涵，其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全新的教

须接受教育和学习，才有了教师这个职业；由于社会

育理念。教育理念是“教师在对教育工作本身本质理

发展和人的新的发展观以及对教师职业功能的重新

解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教育的观念和理性信念。”全新

认识，教师才发展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所以，教师必

的教育理念包括对现代教育发展功能的全新认识，对

须有新的教育理念、教师信仰、教师道德等。教师的

教育对象(学生)本质的全新认识，对教与学的关系以

专业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要基础，教师必须具有

及师生关系和自我与教学作用等的全新认识。其次是

专门的社会其他职业人士无法取代的知识，才能保证

知识。随着人们对教育功能和教师职业的重新解读以

专业的根本特性。教师的专业能力，更多地是在教育

及人们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教学不仅仅是一种职

教学过程中加以体现的，由于教学是一种专业化的教

业，更是一种专业。教师的知识结构也同样体现出时

学，需要教师有专门的技能，包括教学监控能力、组

代的要求。教师不仅是一种职业，教师更是一个专业

织能力、科学研究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教师的专

人员。因此，教师知识，除了传统教育学要求中的学

业态度和动机主要表现在对学生、对教学、对国家、

科知识和教育理论知识以外，更应当具有良好的人文

对社会、对未来以及对自我的责任心。这种责任心主

素养和科技素养。这些素养体现出两个独特的特征：

要来源于也只能来源于对学生和对教育职业的热爱。

一是这些素养或知识富有“个人特征”，它不仅是教

它是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教师在专业理念指

师从别人那里直接接受的过程，而且对个人而言是一

导下对传统意义上的热爱学生和热爱教育的新的阐

个发展、积累的过程；另一个特征是这些素养或知识

释。

都富有价值、审美、情感等特征。这就是说教师不仅
要吸收他人归纳出来的已经获得确证的知识，而且要

3. 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

拥有“实践的智慧”。再次是能力。教师的能力，概

高校教师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转变，会直接影

括起来不外乎一般能力和专业特殊能力，如果细化到

响到高校教师的教育行为，影响到高校教师对学生的

教学层面，又可以划分出课堂管理能力、教学组织能

态度，态度决定教育效果。教育观念的更新是高校教

力等多种能力的集合，但是在诸多能力集合中，我们

师能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的根本保障，教育观念更新

认为，教师的能力应主要是开拓创新的能力。这既是

就是要建立起新的教育质量观、教学观、高校教师观

时代对于教师职业的要求，也是教师在全面推进以培

和学生观。更新教育质量观，就是要坚持全而的、科

养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素质教育过程中，更

学的质量观。要坚持以人为本，把“成人”与“成

好胜任职责的前提。同时，教师必须具有终身学习的

才”作为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科学的质量观不仅关

能力，在学习化社会和学习型学校中，教师只有主动

注学生的考试成绩，更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个性发

地成为一个学习型的教师，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才

展和全面发展。

能具有丰富的知识内涵和时代文化底蕴。
3) 具有教育学意义上的教学是教师永远的任务。

教学改革，首先要转变教学观念，将教学的重心
转移到教学生“学会学习”。现代社会，信息随处可

在当代社会，教育学意义上的教学是一种专业活动。

见，并通过各种传媒和渠道对学生产生始料不及的影

因此，目前关注的教师素质更着重于教师的专业素

响。信息爆炸时代已把“终身教育”推到教育的最前沿，

质。教师专业素质的凸显主要是因为教师不仅是一种

而作为终身教育基础的学校教育势必面临更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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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高校教师的职责不仅仅局限于传递知识，应

识并不是越多越好，一位知识渊博的人，并不一定就

该更多地激励思考。高校教师除了原有的职能外，将

是一位好高校教师，高校教师职业的特性决定了高校

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

教师必须有一定的条件性知识。高校教师的条件性知

现矛盾的人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高校教师必须

识主要是指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要成为一位好高校

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有创造

教师，不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结构，还要了解和遵

性的活动，相互影响、讨论、了解、激励。“教学生

循教育工作的规律，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

学会学习”的观念应牢牢植根于高校教师的教学理

基本教育理论和知识。条件性知识是高校教师成功教

念中。

学的重要保障。高校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高校教师在

教育观念的更新也包括高校教师自身学习观念

面临实现有目的的教学行为中所具有的课堂情境知

的更新。高校教师在信息社会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教

识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也就是高校教师教学经验的

学水平。师范院校所接受的教育己适应不了现代教育

积累。教学过程中，高校教师掌握一些有关学生的知

发展和教学实际的需求。在职高校教师必须树立终身

识，就能了解、分析学生的心态，在特定的教学情境

学习的理念，通过接受继续教育，不断提高学历和知

中作出回应。优秀高校教师的教学实践性知识还包括

识水平，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不断学习和了解现代技术发展对教学的推动作用，包

立于不败之地。

括多媒体辅助教学。

新课程的最高宗旨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每一
位学生的发展”。转变学生观，就是不仅要把学生看

5. 高校高校教师应具备的素质与能力结构

成是发展的人，即学生的身心发展是有规律的，学生

通过深入研究高校高校教师的素质与能力结构，

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学生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人；

在确定研究对象之后，对研究范畴进行了界定，即高

而且要把学生看成是独特的人，即每个学生都有自身

校高校教师已具备的能够在教育教学中产生直接影

的独特性，学生与成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响的素质与能力的总和，它包括基本素质与能力、业

4. 知识结构的合理、优化
未来社会，图书馆、计算机的信息储存量使人们
对高校教师的要求不仅仅是“知识宝库”了。作为高

务素质与能力、实践素质与能力、科研素质与能力、
人文素质与能力等五个部分，并尝试用梯形图来解释
高校高校教师素质与能力结构，如图 1 所示。
梯形的底层即第一层为基本素质与能力，包括政

校教师，拥有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比拥有相关的知

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身心素质、语言能力、

识量更重要。合理、优化的知识结构，可以保证高校

认知能力、学习能力、反思能力。第二层为业务素质

教师在知识传递中，将信息的损耗减到最少，达到最

与能力，包括科学文化素质、专业素质、理论素质、

佳教育效益。

教学组织能力、教学研究能力、教学评价能力、信息

高校教师的知识结构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高校教

技术能力、教育信息处理能力。第三层为实践素质与

师的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高校教

能力，包括教学经验素质、实践经验素质、实践能力、

师的本体性知识是高校教师所具有的特定的专业知

社会适应能力、交流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第四层为

识，只有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水准，高校教师才有可能

科研素质与能力，包括科研：学术能力、创新能力探

进行教学，而要培养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分析能力，高

索能力。第五层为综合素质，包括人文素质和审美能

校教师必须理解学科知识是如何创立、构建并与其它

力。

学科相联系的。高校教师的专业知识应具备一定的广
度和深度。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知识的更新，高校

6. 教学能力的发展与提高

教师就更有必要了解自己专业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

高校教师的知识结构是否合理、优化，固然对教

势，并且涉猎一些边缘学科的知识，优化知识结构，

学水平及效果产生较大影响，但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

满足学生广泛的求知欲。但是，高校教师的本体性知

同样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现代教学过程中，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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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teachers ability to structure
图 1. 高校高校教师素质与能力结构

于信息源的增多，高校教师、学生、知识经验三者之

究者的目光审视已有的教学实际问题，则对已有的理

间不再是一条链形关系，而趋于环形关系，因此对高

论会更愿意思考，对于新的问题也会更敏感，更有创

校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见。“高校教师即研究者”，使高校教师有能力通过

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包括教学的组织能力和教

系统的自我研究、通过研究别的高校教师和通过在课

学的监控能力等。组织教学需要高校教师有很强的表

堂研究中对有关理论的检验，实现专业上的自我发

达能力，在教学中主题鲜明，言简意明，富有条理，

展。在教学过程中，优秀的高校教师应研究自己的教

生动有趣地把学习知识和经验的方法教给学生；高校

学，懂得请他人观察和点评课堂教学对提高教学水平

教师还要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使教学适合于学生的

的意义，虚心听取学生、家长、同事和领导的意见，

认知发展水平；高校教师还要有很强的接受能力，要

提高其教学水平。同时，紧跟科研步伐，汲取改善教

站在科学文化的前沿，避免思想陈旧、知识老化现象

学的最新科研成果。这样，高校教师通过自身满怀激

的出现；同时，高校教师还要有熟练的现代教育技术

情的不断进取，影响和培养学生追求同样的科学精

的操作能力，用现代化教学设备直观形象地展示教学

神，从而造就具备同样良好素质的年轻一代。深化教

内容，有效地融进学科新成果、新信息，扩大学生眼

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成功与否，关键在高校

界，激发学生思维，提高学生素质。而高校教师对于

教师素质结构的优化。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建设

教学的监控是指高校教师为了保证教学的成功，达到

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高校教师队伍，以教育现代化

预期的教学目标，在教学的全过程中，不断地对教学

为目标，以高质量教育为核心，为推进高等教育均衡

活动进行积极主动的计划、检查、评价、反馈、控制

发展、内涵发展、持续发展。

和调节。这就要求高校教师具备反省思维或批判性思
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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