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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尔顿制模式

在校本教师培训中的应用

———————————————————
刘明成/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六中

● 刘明成

道尔顿制教学法，亦称道尔顿实验室计划，是美

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女士于 20 世纪 20 年代所创建

的教学法，也是一种教学组织形式。 这是一种彻底的

适应个性的教学方法。 此法是要废除班级授课制，指

导每个学生各自学习不同的教材，以发展其个性。 道

尔顿所依据的原则是自由、合作、计划。
我们是怎样借用道尔顿来进行教师培训的呢？全

校教师在研究实践中接受培训，由课题主持人与课题

研究人员签定研究协议书和个人发展协议书，学校设

立专门的教师学习室，配备必需的资料，建立教师成

长档案。 采取每周课题组活动的形式，加强研究过程

管理。 最后，课题主持人邀请专家根据协议书中的约

定项目，对研究者的研究过程性材料及成果进行检查

验收、评估，并给出综合性评价及指导建议。
一、教师个性化学习模式：借鉴道尔顿制进行学

习

道尔顿制的自由、合作、计划的原则是最适合教

师个性化学习的，因为教师的课时不同，各自的专业

发展水平不同，因此完全采用整齐划一的集中学习方

式是不科学的，必须将集中学习与个性化学习结合起

来，才能真正使教师获得专业的有效发展。
首先，我们设置专门的学习室，给教师配备大量

书籍，并且全天开放。 这个学习室也是教师们学习型

社区活动的场所。
其次，我们分两种形式带领教师学习提高，一是

自由式的，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所需，有选择的自主

学习。 这种学习没有时间的限制，是自由式的。 二是

“草根课题” 研究的方式进行系统的阶段性学习和研

究，这种学习是在课题研究计划的限制之下的，有一

定的时间上的约束，还有研究行为上的约束。
最后，根据教师自身的不同水平量身定做。但是，

很多教师对自己的专业发展状况没有清醒的认识，处

于混沌状态，或者虽然有清醒认识却不知采取何种措

施。 为此，学校学术委员会和教科室专门帮助教师量

身制定目标，并与学校签订《教师专业发展协议书》，
协议书的内容包括：本人情况分析、专业化发展目标、
希望得到学校哪些方面的协助、 学校的要求等几部

分， 协议书充分体现了学校以人为本的教师发展理

念。通过填写协议书，教师明白了学校的良苦用心，也

知道了自己应当一步一步向着什么方向努力。现在每

位教师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了青岛市教学能

手、开发区教学能手、青岛市优秀专业人才、参加市、
区级优质课比赛等符合自身条件的各类目标，老师们

不再茫然，他们找准自己的努力方向，在一步步向着

名师努力的过程当中，逐步提升自己的专业化水平。
二、教学研究促进教师发展

教师的研究不同于科学家的研究。 一般而言，教

师的研究指的是教学研究。 教师作为研究主体，不可

能研究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其进行研究的优势在于

“教师是教室的负责人，而从实验主义者的角度来看，
教室正好是检验教育理论的理想的实验室。对那些钟

情于自然观察的研究者而言，教师是当之无愧的有效

的实验观察者。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理解教育研究，都

不得不承认教师充满了丰富的研究机会。”因此，理解

一个课堂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所有的课堂，教师拥有的

最佳研究位置和最丰富的研究机会使他们有机会长

———————————————————

* 该文是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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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在各种学习和社会场所观察学生， 常常对社区、
学校和课堂有多年的了解，而且他们经历着关系到他

们具体角色和责任的各种教学事务。 如此，这些方面

均将使教师的观点有别于其他的研究者的观点，同时

教师的研究往往能解决问题。 可见，教师教学研究就

是指教师对日常教学生活的一种自觉的多样化的探

究活动和过程。它突出强调教师的主动参与和全身心

体验，强调对教学活动的意义、价值、运作方式等不断

解读、选择和创造。
为此，学校采取横向和纵向两项实施策略

（一）横向策略

丰富教师的教学背景。教师在自身条件及学校实

际情况的充分考虑下，抓住各种校内外的听课、出外

进修、参加各种讨论会等等。
巩固教师的专业信念和专业意识。教师积极完成

自己平日教学、与学生之间的交流等在实践上由量的

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转变。
积累各类教学研究的知识。教师开展各种类型的

研究就必须占有相应的教学研究知识，这些知识没有

多么深奥，其实就是将自己的老方法用合理的理论去

进一步解释，这些其实就是最基本的教师教学研究的

知识。 教师只有从最基础的做起，才能从茫然和尴尬

中解脱出来。
锻炼自身的教学研究能力。教学研究能力并非看

基本理论书籍、 听几位专家讲座就能得到锻炼的，教

学研究能力的形成关键是教师敢于拿自己的学生、自

己的课堂当成研究的第一现场，教师只有把所积累的

教学研究知识转化为研究行动，在不断的行动中积累

丰富的经验，教师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能力才能得到

展现与提高。
（二）纵向实施策略

结 合 自 身 发 展 不 同 阶 段 制 定 合 理 的 研 究 计

划。教师进行任何形式的教学研究都不可能是无目的

性的，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过程，教师要有具体的解

决问题的通盘考虑，而对于自身不同发展阶段，教师

的教学研究也同样需要一定的目标。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的教师对自身的发展状况最了解，因此在进入该阶

段前对自己的发展会有一个预期的目标，这个目标正

是教师要制定的合理的研究计划。运用道尔顿制就是

帮助教师有意识的建立自己的研究计划与发展计划。
对于一个阶段间的教学研究进行不断的反思总

结。 对教学研究进行阶段性的或者时时总结和反思，
是教师自身教学监控能力的一种体现。一是反思研究

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二是反思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

点和无法克服的困难，三是反思研究过程中自己在方

法运用、行为策略选择等方面中有无差错，四是反思

对进一步研究需要改进哪些方面以及相应的研究措

施。
三、教学合作促进教师发展

在传统的课程教学观中，课程往往体现着以知识

为主要内容，以相对独立的学科为形态的特点，教学

以教师为中心，强调书本知识的学习。在这种状态中，
教师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教学，具有专业个人主义

的特点，“你备你的课，我上我的课”。注重本学科知识

的逻辑系统，忽视学习者的个体经验，使教师长期处

于孤军奋战的境地，缺乏教师间的相互合作，尤其是

教学上的相互沟通和对话，从而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和教育质量的停滞不前，最终造成“教师很辛苦，学生

很痛苦，但教学效果却差强人意”的局面。教师专业发

展中的普遍存在的孤寂问题，极大地影响着教师的专

业成长。
为此，学校探索出了以下合作模型。

四、教学反思促进教师发展

波斯纳(Posner)于 1989 年提出了一个教 师 成 长

的公式：经验+反思=成长。 表明了教师的成长与发展

需要持续不断的反思已获得的教学经验，没有经过反

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至多只能是肤浅的知识。 罗

赛尔和库刹根 (Tom Russell & Fred Korthagen)1995
年的研究认为，训练只能缩小专家教师与新手教师之

间的差异，而反思性实践或反思性教学，却是导致一

部分教师成为专家教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反思日志

教师将自己的课堂实践的某些方面，连同自己的

体会和感受诉诸于笔端， 从而实现自我监控的最直

接、最简易的方式。 写反思日志可以是较为系统的回

顾和分析自己的教育教学观念和行为，发现其中存在

的问题，可以提出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案，并为更新观

念、改进教育教学实践指明努力的方向。
反思日志的内容可以涉及有关实践主体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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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内容，有关实践客体（学生）方面的内容，或有

关教学方法方面的内容。 如：
对象分析，学生预备材料的掌握情况和对新学习

内容的掌握情况。
教材分析，应删减、调换、补充哪些内容，教学顺

序，包括环节设计、环节目标、使用材料、呈现方式与

环节评价。
教学组织，包括提问设计、组织形式、反馈策略。
总体评价，教学特色、教学效果、教学困惑与改进

方案。
反思日志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可以使一日一

记、几日或一周一记，也可以是在教完一节课、一个单

元、一个主题的记录，还可以是闲暇时随机想到的闪

光点的记录。
反思日志的形式不拘一格，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

种：
点评式，即在教案各个栏目相对应的地方，针对

实施教学的实际情况言简意赅的加以批注评述。
提纲式，比较全面的评价教育教学实践中的成败

得失，经过分析与综合，提纲挈领的一一列出。
专项式，抓住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

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总结，加以深入的认识与

反思。
随笔式，把教育教学实践中最典型、最需要探讨

的事件集中起来，对他们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研究、
整理和提炼，写出自己的认识、感想和体会，形成完整

的篇章。
（二）课堂教学录像

课堂是一个复杂的环境，具有多层性、同时性、不

可预测性，许多事件会同时发生。对于教师来讲，一些

很重要的事件都很难注意到，更不用说要把它们记录

下来了。 用摄像机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实录，捕捉

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细节，而且教师可以作为观摩者审

视自己的教学，帮助教师认识真实的自我或者隐性的

自我，有助于提高教学技能，改善教学行为。
（三）听取学生意见

教师根据自身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自

己需要的课堂调查表，通常以问答题或者选择题的形

式出现，题量不超过 5 个。 调查表包括的内容因调查

需要可以有所侧重，主要用于了解一周或几周内学生

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的某一方面获某几方面的感

受，如教学方法的选择、形体语言的运用、突发事件的

处理等等。此外教师还可以向学生了解这一周或几周

内，什么时候感情最投入、什么时候最不能引起学习

兴趣、什么时候感觉困惑和迷茫等等。 教师可以在课

堂上留出 5-10 分钟的时间， 让学生回答课堂调查

表，并以匿名的形式上交教师。 就调查表中涉及的较

为普遍的问题寻找恰当的解决方案。对调查表中的反

映出的问题教师要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与理解。
（四）与同事协作交流

同事作为教师反思自己教学的一面镜子可以反

映出日常教学的影像， 这些影像虽为自己所熟悉，但

有时也会大吃一惊。譬如，开放自己的课堂，邀请其他

教师听课、评课、听自己说课，或者听其他老师的课。
说课是教师在备完课乃至讲完课后对自己处理

教材内容的方式与理由做出的说明，就是讲出了自己

解决问题的策略。而这种策略的说明也正是教师对自

己处理教材方式方法的反思。
课后和专家、同事一起评课，特别是边看自己的

录像边评，则更能看出自己在教学中的长短。
观摩其他教师的课堂，可以更好的发现自己所熟

悉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将讲课者处理问题

的方式与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相对照，发现其中的出

入。
此外，每个教师在教学中都可能面临着相同的困

境与问题，教师们聚集到一起，针对课堂上发生的问

题，各抒己见，共同讨论解决办法，得出最佳方案为大

家所用，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同行之间的这种对话

讨论，可深入探索扩展教师的知识，促使教师更有效

的进行思考，使教师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
四、同伴互助促进教师发展

关于同伴互助的内涵，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表

述。 乔司与肖沃丝（Joyce，B．R． & Shower，B)认为同

伴互助可以说是一种教师合作学习、集体探索、相互

启发、共同进步的实践操作模式。它一般有如下特点：
困难分担、资源共享、相互支援等等。

道尔顿与莫尔(Dolton & Moir)则将同伴互助界

定为一种专业发展的手段，它有助于加强教师间的合

作与提高教学。
同伴互助中的一些具体方式或者说是活动形式

是日常学校生活中都常见的，但他们并不等于是同伴

互助本身。 在同伴互助中，强调并且要在实践中坚持

遵循的最核心、最根本的观点是要建立真正的教师间

的合作与伙伴关系，这是同伴互助的本质所在。 概言

之， 同伴互助是教师间的一种平等的合作互助方式，
以发现和解决教师现有的问题为基础， 通过团体合

作、经验分享等增进教师专业成长的一种教师生存方

式。
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罗宾斯(Robbins．P．)根据活

动的正式与非正式将同伴互助的表现形式做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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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大约有以下一些可以

操作的表现形式：
集体备课、听课、议课。这是同伴互助的最常见表

现形式，也是实现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 集体备

课强调教师间思维的碰撞和情感的交流，强调反思与

研讨，其基本程序是：个人自备———集中议课———专

人整理———反思修改。集体听课强调所有参与教师共

同听一节研究课，并思考讨论几个问题：一是理念方

面的缺陷与不足， 二是课堂教学过程存在的优缺点，
三是不同课型如何渗透新理念。集体议课具体采用的

是“问———说———议”结合的动态形式，即首先由组内

其他教师提问，再由说课人对自己的教学方案进行解

读，其他人共同研讨，也可以互相转换角色，质疑问

难，形成多向的信息交流。 这种动态式议课追求的是

在争论辨析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使“说”“议”“研”一

体化。
专人整理。集体听课、备课、议课之后都要有专人

整理，整理的方案要留有空白，以便教师从个人实际

出发再做个性化的修改。
反思修订。 整理的方案不是成品教案，不宜直接

进课堂，因为它毕竟是对一般学生而言的，那种强调

教案统一是不符合实际的。每位教师都要从本班实际

出发，进行反思和修改，如对教学环节的再设计，教学

情境的再创设，教学效果的再评析等，重构教学方案，
使自己的教学设计既充满集体智慧， 又体现个人风

格，突出创新。
录像剖析。教学录像能够真实的记录教师的课堂

教学情况，客观的剖析教学录像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选择课题———小组设计———交

流研究———确定教师———共同制定教案———教师讲

课———回放评析———总结反思的整个系统过程，大大

同伴互助，共同提高。
同课异构。不同的教师采用不同的方法讲授同一

节课，这样既是教师个人能力的展示和同学科教师竞

技的机会，同时又促进了相互学习。
校园学习型社区。 为每个教师建立网上工作室，

以此为依托，教师自由结合建立学习型组织，在此教

师可以就共同研究的问题“实话实说”“想说就说”，没

有领导的官话，也没有专家的权威，有的是教师间的

平等对话，自由的探讨。这个学习型组织有三个特点：
一是各抒己见，各圆其说。强调教师的独立思考，发表

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重在对自己观点的解释、阐

述、论证。 二是观点交锋，讨论争鸣。 允许不同观点的

碰撞、交锋、比较、鉴别。 三是不做结论，各取所需。 要

求个人消化吸收，在对自身感受、认识、经验、体验、自

我批判和对问题理性思考的基础上， 进行继承和批

判，可以保留不同意见，保护不同见解。
课题研究。 这是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的有效途径，

也是校本培训的重要形式。教师基于自身实践问题而

引发的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行动研究，就是我们在

这里说的课题研究，俗称“草根课题”的研究，它不需

要规范立项，它不是学校强加给教师的“任务”，它充

满乡土气息，纳入校本管理。 发现教学实践中的问题

之后，教师们便将其提炼为要研究的课题，确立之后，
相关教师就分头收集文献资料、案例，学习相应的理

论，经过讨论、分析后提出假设，制定研究方案，再按

此方案去到课堂上实验、尝试，并根据试验情况调整

方案，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总结、反思。 这是一条符合

学 校 实 际 的 教 研 之 路 ， 它 的 步 骤 是 ： 问 题———设

想———尝试———总结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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