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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Hannele Niemi博士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育科学部的教授、中芬联合学

习创新研究院的主席，曾任赫尔辛基大学副校长(2003-2009)。Niemi教授的主要研究

领域是教师专业发展、教师教育质量、道德教育和基于技术的学习环境。她已在教师

教育、基于技术环境的教与学等领域发表100多篇同行评议的文章，出版数部关于芬

兰教育的书籍，如The Miracle of Education: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Finnish Schools(2016)，Finnish Innovations and Technologies in Schools: Towards 

New Ecosystems of Learning(2014)，Research-Based Teacher Education in Finland(2006)，

Education as a Societal Contributor(2007)等。为借鉴芬兰教师教育的优秀经验，了解芬兰

未来的教师教育发展方向，本次访谈将围绕学生核心素养、教师专业知识与能力、技术

支持的教师教育等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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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者：Niemi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的访谈。您作为教师教育
领域的专家，出版与发表了大量的芬兰教师专业发
展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推动教师教育研究健康有序
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借鉴芬兰教师教育的优
秀经验，了解芬兰教师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本次
访谈将围绕学生核心素养、教师能力结构、技术支
持的教师专业发展策略等问题展开。首先，为了培
养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国际化人才，
中国、美国、新加坡等从国家层面制定了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21世纪技能，请问芬兰是否也有相关的
指导文件？

Niemi教授：我也非常高兴能与你们交流教师
教育的相关议题！考虑到日益增进的全球化影响和
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自本世纪始，学
校的运行模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和工作
生活所需的能力已经改变，急需新的价值观和技能
应对未来世界的变化及需求。我们必须定期检查和
更新教学内容、学习内容、学校实践，以响应社会
环境的变化、满足未来生活与工作的技能需求。因

此，大约每十年，芬兰国家教育局(Finnish National 
Agency of Education)会组织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学者设计一个新的国家基础教育核心课程体系。但
是与其他国家相比，芬兰更加开放，并且以合作的
方式邀请更多的人员参与新教改的设计和制定。自
2012年起，芬兰启动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核心课程
体系编制项目，2014年出台了主要的指导方针(如
图1所示)，从2016年秋天新学期开始，学校按照指
导方针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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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芬兰国家基础教育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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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国家基础教育核心课程(2014)》[1]为地
方学校创建校级课程提供基本的指导方针，为地方
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提供宏观的指导。国家核心课程
体系不会限制学校某个学期具体开设哪些课程，只
提供宏观的指导框架，旨在培养学生七个方面的能
力，我们称其为横向能力或通用能力(Transversal/
Generic Skills)。

第一个是思考与学会学习的能力(Thinking and 
Learning  to Learn)，即学生需要学会观察、探索、
编辑、评价、产生、共享信息与创意；鼓励学生面
对模糊与矛盾的信息、探索有创意的答案；玩耍、
游戏化学习、参与体育活动、体验实验方法。第
二个是文化能力、交互及自我表达的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 Interaction and Self-expression)，学会在
文化、语言、宗教、哲学多样化的世界中成长；
学会尊重人权；学会交流、修正、创造文化与传
统，学会理解幸福生活的意义。第三个是照顾自
己与管理日常生活的能力(Taking Care of Oneself and 
Managing Daily Life)，学会保持健康与安全、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会安全出行与使用交通工具；
学会在日新月异的技术时代里生活、学会理财与消
费。此外，我们也把艺术、音乐、体育、手工艺和
家政学等各种技能都教给每个学生，这样他们就能
够学会生活、学会工作、学会与他人合作。第四个
是多元识读能力(Multi Literacy)，学会从多样化的
文本中解释、产生并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学会解
释自身周围的工作并感知到文化的多样性。第五个
是ICT能力(ICT Competence)，这是一项重要的公民
技能，也是多元识读的一部分；原则与实践能力；
责任心；信息管理与创造性工作技能；互动与网络
技能。第六个是工作生活能力与创业精神(Working 
Life Competence and Entrepreneurship)，学会对工作
与生活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学会理解在学校和
休闲时获得未来职业技能的重要意义；学会与学
校外的人士合作。第七个是参与并建设可持续的
未来的能力(Participation, Involvements and Building 
a Sustainable Future)，学生参与到计划、实施、评
估、评价他们自己的学习、学校工作与学习环境
中；学会与他人共同工作；拥有民主、决策、责任
心；学生能够知道选择、生活方式、行为等对他们
自己的重要意义，对周围的环境、社会和自然的重
要意义；能够建设一个可持续的、有前景的美好未
来。以上这七种能力就是我们教育工作的目标。

访谈者：中国也制定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
标体系，您提到的七种通用能力与中国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体系、美国的21世纪技能不谋而合。为了培

养学生的21世纪技能或者七种通用能力，为了顺利
开展主题式学习，教师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专业知
识与能力？芬兰是如何发展教师的相关知识与能力
的？

Niemi教授：教师教育改革似乎已成为全球共
识。芬兰的教育系统与其他国家不同，芬兰没有从
国家层面制定教师知识与能力发展标准。高校和地
方政府对于如何教育教师、使用什么方式培养教师
等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同时，高校和地方政府
也需要对教师教育负责。为发展教师的专业知识与
能力，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将专业、自治与责任内化的教师教育
在芬兰，如果想成为一名教师，就必须先获

得硕士学位。之后地方政府和学校就要对教师的工
作与发展负责。虽然我们没有标准来控制和评测教
师，但是每个学校需要为每个教师建立个人专业发
展计划。在去年的时候，也就是2016年，我们举办
了教师教育论坛，数百位在职教师齐聚一堂，为教
师在职培训和培训内容建言献策。

在高度开放及合作的教师教育体系中，地方学
校需要在理解芬兰国家核心课程的基础上设计地方
课程。对于芬兰的教师而言，在培养学生的七项通
用能力时，首先应当知道国家核心课程是什么。我
们没有标准，也不会说教师必须做什么，而是在高
水平的教师教育中将教师的职业性、自主性和责任
心内化于心，并不断加强。自主性意味着教师必须
将自己视为主动学习和工作的主体，理解自己是否
专业，是否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并自主地发展自己
的教学能力[2]。其次，在学校层面上，教师需互相
合作，共同创建校级课程。这也是我们没有统一的
教师专业发展标准的原因。我知道很多国家有教师
专业发展标准，这也是芬兰教师教育不同于其他国
家的一个方面，我们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组织国家
层面的教师评估。

(二)加快发展教师的合作与ICT技能
在我提到的教师教育论坛上，我们同样讨论了

教师的21世纪技能。而在论坛之前，在此之前，也
有很多的工作组，如研究机构、科学技术组织等提
出教师21世纪技能发展的建议。我们还对芬兰教师
教育进行了大量评估，这些结果显示在教师的21世
纪技能方面还有很多提升空间。有些是高阶技能，
比如如何探究、生产知识，如何主动创新。还有些
是思维、工作、通用技能等。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芬兰教师的很多专业能力比较好，但是我认为还有
两个方面的工作技能亟待提高。

一是教师的合作能力(Collaboration)。作为21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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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技能之一，合作能力应该在教师教育领域重点关
注，甚至从职前教师开始着手培养教师学会与他人
共同工作的能力，包括与学校的同事合作、与家长
合作，以及与社会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例
如，在主题式学习项目的开展中，教师可以增强对
于教师间合作的理解，尤其是高中教师。高中有
很严格的基于学科学习的课程，如数学、语言、历
史、艺术等学科，现在则需要更多的多学科模块和
主题式学习。这对教师和学生而言都是新事物。

我知道很多学校的老师们无法对于“多学
科”(Multidiscipline)这个概念达成统一。当我们在
多学科这个概念中谈到森林的时候，生物老师还是
会想到什么是森林以及森林中的树木，美术老师会
画一座绿色的森林。所以如何深入理解多学科对教
师而言是个大问题，教师需要思考当把多学科放在
一起的时候，附加价值是什么。同样举森林这个例
子，如果生物老师还是教授树木，美术老师还是教
授画画，是没有附加价值的。我们可以选取一个主
题，比如如何更好地利用森林，这一主题与气候、
消费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教师教育
中，我们要引导教师深入思考对社会和人类生活有
重大意义和重要影响的问题，以便教师更好地设计
并实施主题式教学。

在主题式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们开始意识到他
们需要与其他学科的教师共同开展教学、需要与学
生合作设计与开发主题式学习的整体教学方案。新
的芬兰国家核心课程同样适用于高中，关注学生在
教学中的重要性，要求学生参与教学计划的制定、
参与到多学科模块内容的设计。

二是教师的ICT技能(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即如何运用技术成为教师能力发展的
另一重要维度。20世纪90年代，芬兰的教师ICT技
能水平很高，但随着技术的普及，教师运用技术的
技能水平就难以凸显，因为现在任何人都会用技
术。所以对于教师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培养学科教
育与新兴的数字化学习环境融合的能力，充分发挥
数字化学习环境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访谈者：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职
前教师、新任教的教师和有经验的教师分别有什
么样的需求，如何判断教师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
专业学习需求是什么？如何根据教师的需求设计
个性化的教师教育活动？信息技术在教师教育中
起到什么作用？

Niemi教授：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具有不
同的专业发展需求，在考虑教师专业发展需求时，
还应当考虑地域特点。我们做过关于欧洲四个国家

(芬兰、英国、葡萄牙和比利时)新教师发展需求方
面的研究，目的是调查新教师的发展需求是什么、
四个国家新教师发展需求的差异如何。该研究使用
问卷调查了来自四个国家的314位教师，问卷中既
有封闭性问题也有开放性问题。其中量化的数据主
要采用描述统计和因子分析等方法识别与教师的发
展需求相关的潜变量，基于开放性问题的质性数据
用于更加深入的洞察新教师的发展需求。该研究的
结果表明新教师需要支持，尤其是处理复杂的、
具有争议的处境中的问题和差异化教学方面的支
持[3]。在这里，我以芬兰的新教师为例说明该阶段
的教师发展需求。

(一)新教师需要处理复杂问题和在复杂环境中
学会合作的入门培训

职前教师经过五到六年的学习或参与项目，
获得了教育学或科学等学科的硕士学位。当他们进
入学校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们是完全合格的教师，
我们并没有安排试用期，他们可以直接开始教学工
作。然而对于新教师而言，面对复杂的学校环境，
可能会遇到棘手的问题，他们需要额外的、个性化
的指导，也称为入门培训(Induction)，以便于支持
他们顺利度过第一年的教学生活。

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了欧洲四个国家新手
教师发展需求的数据，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一方面
芬兰的新教师已经具备扎实的基本教学技能、教学
法知识与学生学习评估的知识。另一方面，新教师
所急需的是合作能力，既包括与校内的同事合作，
也包括与家长、校外的其他相关者合作。例如每
个学校都设置有“学生福利小组”(Student Welfare 
Group)，是用于解决学生疑难问题的专业组织，其
成员包括校长、特殊需要教师、社工和心理辅导
师。如果新教师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存在严重的心理
问题，那么新教师必须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为学生提供及时的、专业的指导。此时，如果新教
师希望得到专业化的指导，就可以与特殊需要教
师、心理辅导师等专业人士合作，还需要与学生家
长合作。

(二)导师制是支持芬兰新教师成长的主要方式
在芬兰，各种层次和能力水平的学生都在一起

学习，所以势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有的
学生无法集中注意力、有的学生缺乏学习动力、有
的学生无法流利地阅读等，作为教师，如何帮助这
些学生、如何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支持，这是新教
师在入职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他们需要这方面的
指导与帮助。在其他国家，新教师的专业发展需求
也不尽相同。但我觉得如何促进学生学习、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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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个性化的指导是新教师普遍会遇到的问题。遗
憾的是，芬兰还没有建立促进新教师专业发展的系
统化的支持体系。目前，导师制(Mentoring Pilot)或
者叫同伴指导(Peer Mentoring)是支持芬兰新教师成
长的主要方式。后续我们会逐步建立系统化的支持
服务体系，以便为每个城市的每位新教师提供更多
支持。

(三)ICT应该成为贯穿教师教育始终的重要组成
部分

ICT应该是贯穿教师教育始终的自然而然的一
部分，而非仅仅是一门课程或一个模块。在芬兰，
教师需要学会使用不同的数据、学会使用虚拟学习
环境(如Moodle、iCloud等)开展教学与研究，如数
学和语言教师经常使用虚拟学习环境开展教育教学
研究，能够在教育与教学中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
用，促使信息技术与教学、研究进行有机融合。

访谈者：您刚才谈到针对新教师开展的个性化
学习活动。除此之外，通过您的研究，我们还了解
到芬兰开展了基于研究的教师教育(Research-based 
Teacher Education)活动。您能谈谈如何在职前教
师、在职教师中个性化地实施研究性学习活动吗？

Niemi教授：事实上，鉴于各国的国情不同，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所以教师教育也
各有特点。就芬兰而言，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
们始终坚持研究性学习的模式，每位教师也必须是
一位研究者。在芬兰，教师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尽早
发现每个学生的学习困难，然后尽快为学生提供所
需的支持和帮助。因为我们没有建立任何特殊的学
校、特殊的班级，各种层次的学生都在一起平等地
接受教育，需要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这
就意味着教师每天必须像研究者一样，具有批判性
思维、思想开放、提问、质疑以及抽象、概念化自
己的工作。可以说教师就像医生一样，需要医生一
样的思维方式。所以，教师必须将作为一名研究者
这种意识内化于心。当他们成为真正的教师进入学
校以后，必须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学校的创新发展项
目中。这里的研究并不是像传统的发表文章的，而
是提倡教师将研究当作自己教学的基石，围绕更加
真实的教学问题开展。

(一)促进职前教师将研究性学习内化于心，培
养知识创造和科学的批判性思维

若想成为一名研究者，职前教师都需要参加
研究性学习的研讨会或项目，学习不同的教育研究
方法，并写学士与硕士论文。每位职前教师必须接
受成为一名研究者的相关教育培训，学会如何开展
研究，或者根据自己的学科开展具体研究。这些都

包含在职前教育中，从撰写学士学位论文开始，职
前教师就系统地学习做研究的方法。例如，研究教
科书中的图片传递的信息，分析教科书中有多少男
性与多少女性人物，或者对教科书的用语进行话语
分析，分析教科书是如何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化
的。再或者分析学生的考试成绩，评价学生在数学
学习、语言学习中常见的错误类型。学士学位论文
的研究内容大概如此，到硕士阶段的论文就必须
开展更真实、更规范的研究。他们必须提出研究问
题、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这只是职前教师教育内
容的一部分。事实上，这只占了教师教育时间的五
分之一。除此之外，教师需要学会独立思考，力争
做一名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思考者，理解知识是如何
被创造的而非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在教师教育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目的是促使职
前教师学会知识创造和科学的批判性思维，主要的
原则是教师需要透彻地了解他们所教授科目的最新
研究进展。此外，他们需要熟悉教学与学习方面的
前沿知识，目的是促使教师将研究性学习的态度内
化到他们自己的工作中。也就是说，教师在工作时
需要学会采用分析与开放的态度，以系统的方式开
发教学与学习环境。教师通过研究学习获得的最重
要的能力是批判性思维、独立性思维、探究能力、
科学素养与质疑能力[4]。

(二)鼓励在职教师开展基于设计的行动研究，
成为学校学习社区的设计者

教师教育新的趋势是将教师看作为整个学校社区
的设计者与开发者。目的是教师可以批判性地反思他
们自己的工作，可以采用学到的新技能开展小型的、
基于设计的行动研究项目，也可以与同事分享新的想
法。在职培训的目标是对学生的学习和动机、对教师
自己的专业成长与福祉产生积极的影响[5]。

(三)基于研究的教师教育趋向连续性与一体化
大多数大学都有教师在职培训中心。重要的

是，教师在职培训中心是基于研究的职前教师教育
的延续，而且教师通过在职培训也可以学习学科与
教学法方面最前沿的知识。了解其主题事项与教育
学的最新和最先进的知识。学士与硕士培养项目已
给职前教师提供了教学与管理所需的理论和专业能
力。大学的教师在职培训中心能为教师提供更多的
项目和更长期的发展过程，而非短期的课程，更趋
向于连续性与整合视角。

访谈者：您刚才提到大学的教师在职培训中
心，是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典型案例。关于大学与
中小学合作也是教师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您
能谈谈如何跨界实现多元合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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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mi教授：目前，芬兰的大学与中小学合
作开展的主要项目是基于设计的研究项目(Design-
based Project)。这类项目是以中小学校自身的现状
出发，大学的研究员不能直接决定何时启动项目，
而是需要与中小学校的教师共同讨论与协商，只有
如此，大学与中小学双方才能共同提高。下面我以
数字故事项目和新型学校社区项目为例，简要说明
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方式。

例如，我们一直在做的数字故事项目(Digital 
Storytelling Project)[6]，就是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案
例。数字故事项目是芬兰开展的两个研究项目的一
部分，第一个研究项目是“芬兰无边界课堂中的
数字故事(Digital Storytelling in the Finnish Boundless 
Classroom(2012-2014))”，旨在寻求新的方式连接
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环境，并鼓励学生积极学习和
使用视频进行知识创造；使用技术促进知识共享与
发展21世纪技能，尤其是培养学生们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创造力。该项目包括来自芬兰、希腊和美国的
中小学校的319位学生(大多数学生的年龄在10-14
岁之间)，及来自三个国家的28位教师。在这个项
目中，三个国家的学生共创作了1000多个视频，其
中大多数视频的长度是2-4分钟。学校和教师能够
自由地选择如何在教学中使用数字故事。学生们创
作的数字故事有的来自于语言学习、物理、化学、
生物和历史等单个学科的，有的是跨学科的。该项
目的研究发现，数字故事对学生的学习动机与热情
具有积极的影响，学生喜欢创作数字故事，而且比
较渴望参与到学校工作中。然而，学生们还需要更
多合作技能、构建网络的机会、教师的指导与信息
素养。

第二个研究项目是“视频探究项目：使用移
动视频探究与学习社区进行STEM学习和教学(Video 
Inquiry Project:  STEM Learning  and 
Teaching with Mobile Video Inquiries and 
Communities(2013-2015))，是芬兰与
美国大型的合作项目的一部分，旨
在创造新型的工具与研究结果以支
持新的教学法，培养学习者和教师
使用科学和数学解释日常世界现象
的兴趣。参与项目的学生来自芬兰
和美国。学生们合作创建简短的视
频故事，经过设计、录制与编辑之
后，学生们可以与线上的同伴分享数字故事。通过
采用基于设计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与教师、学生
合作建立了虚拟社区平台，用于支持师生上传与
STEM相关的小视频、交流疑难问题。

以上两个研究项目都致力于调查数字技术与课
堂教学实践整合的额外价值[7]。在这两个项目中，
芬兰的学生们使用手机视频体验平台(Mobile Video 
Experience Platform，简称为MoViE)[8]与希腊和美国
的学生合作创建、共享数字故事视频。最终的目标
是提高学生的21世纪技能，创建一个连接正式和非
正式学习情境的虚拟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虚拟环境
中通过小组设计产品、介绍产品的过程中学会协作
和共享、提供反馈和帮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中
小学教师有很多知识与技能发展方面的需求，如基
于设计的研究方法、虚拟学习平台的使用等，大学
的研究员能够为他们提供指导建议、提供研究的最
前沿知识、提供研究方法指导。

再如，芬兰有一个项目是鼓励教师与大学的
研究员共同合作开展基于设计的研究。项目的主要
内容是使用基于设计的研究构建新型学校社区项目
(Innovative School Community)，鼓励教师采用基于
设计的研究方法探索如何使用ICT促进学校发展。
创新的学校社区是一个关于学校环境的整体模型
(如图2所示)，通过应用新技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
作，进而支持21世纪的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技能发
展。这个项目想要使用移动设备促进个性化学习、
促进家校合作、促进学生与周围的社区建立联系。
比如通过手机和平板使学生和养老院的老人建立联
系。教师与研究员共同开展多轮基于设计的研究，
试图创建一个新型的合作文化。该研究过程包括四
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因素：学生的学习和学习
环境、教师的专业精神、领导力和合作伙伴关系。
教师在团队中密切合作，学生也参与了所有层次的
新实践。除了内部合作，外部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也非常重要，包括与家长、当地社区组织、公司，
以及国内与国际的伙伴开展合作。

访谈者：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快
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被应用于教师教育领
域。您能谈谈技术促进教师教育的未来趋势吗？

Niemi教授：移动互联网技术、社交软件、网

将教师、学生、校长、父母和其他合作者作为创新者

学习和学习环境
·何时何地如何
学习何种内容
·不同学习者及
其需求
·主动学习

教师专业精神
·学科和教学知识
·合作能力和解决
问题能力、创新能力
·学习、教学和评
估方法

领导力
·领导和管理共享
·团队和团队合作
·目标定向和交互
·质量保证

合作伙伴关系
·家校合作
·附近社区合作
·国内和国际合作

在教学、学习与合作中广泛使用技术
教育21世纪的主动学习者

图2  创新学校社区模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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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教学平台等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改善教师教育质
量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当前，芬兰在利用ICT开展
教师教育方面做了很多探索，也积累了一批典型的
案例。下面以社交媒体、教师服务中心、开放网络
平台为例简要说明技术促进教师教育的趋势。

(一)构建学科社交群组(Social Media Groups)，
实现同伴互助

在芬兰，有很多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教学与研
究的案例。比如在数学和科学学科就有很多社交群
组。比如化学教师群组，如果教师遇到问题就可以
在群组里求助，然后群组中的成员就会提供各种建
议。不仅仅是化学，其他学科也有这样的社交群
组，教师之间智慧共享、协同发展。

(二)采用LUMA中心为STEM教师提供课程和资
源，发展教师的ICT技能

除了构建学科社交群组之外，芬兰也有各种
各样的教师服务中心。这些中心可以为职前、在职
教师提供包括网络支持服务在内的发展指导和丰
富的资源(如视频、MOOCs)，以提高教师的ICT技
能。比如，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科学和数学的动机、
学习效果，赫尔辛基大学于2003年成立了LUMA科
学教育中心[10]。该中心组织所有活动的目标是使学
习者拥有高水平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知识，以及为科
学领域培养大量技术精湛的专家[11]。LUMA科学教
育中心为教师组织了许多在职培训课程，促进教师
在STEM课程中巧妙地使用ICT。参与到与ICT使用
相关的教育设计研究项目中的STEM教师能够紧密
合作、计划和实施课程，同时也拥有了发展自身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TPACK)的机会。

(三)充分发挥ICT在教与学中的重要作用，塑造
开放共享的校园文化

《芬兰国家基础教育核心课程(2014)》的目标之
一是，学生能够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创造新知识[12]。
有效的ICT实践是指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信息技
术为学校内的所有孩子提供学习的机会，而不仅仅
是一个临时的项目，或者是被个别教师所拥有的。
ICT不只是教学和学习的一个额外要素，而是必须
与学校的日常活动与业务完全融合，成为生活与学
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学
校推进新技术与新的教学实践时，有许多成分互相
影响、彼此支持。以下是ICT与学校教学成功整合的
六个主要特点：(1)ICT被纳入学校战略规划，并作为
学校文化的一部分；(2)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促进学
生参与、赋予师生权力；(3)灵活的课程；(4)高度的
沟通投资；(5)最佳的领导和管理；(6)教学人员的强

大能力与承诺(如图3所示)。除此之外，研究表明允
许教职工敢于尝试新技术、创建新的学习环境、赋
予学习者权利等这种开放的校园文化也是ICT成功
应用的重要因素。

未来学校教学和学习的典型特征是学生主动进行
知识创造、积极参与学习、互相合作，以及强调形成
性和自我评价而非简单地考试或外部评价。学校的校
长和教师应共同创造一个愿景——使用ICT作为未来
的学习工具、分配资源以塑造共享的文化氛围。

(四)利用开放网络平台组织教学与研究，实现
跨界合作、共享集体智慧

现在的大学有各种开放平台，教师可以随时
访问，可以随时学习知识，也可以与他人合作开
展研究。我觉得教师之间能够互相学习的方式很
多，但我认为现在教师和学生一起学习，一起完
成项目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如前面提到的“数
字故事项目”就是师生共同合作的典型案例，教
师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新问题，他们
必须学会与学生共同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教学相
长的过程。

科技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我们可以突破时空
界限不断地向他人学习。同时，学生也能够使用信
息技术与学校外的各种资源建立联系，可以使用网
络、社交软件等技术了解人们的工作生活、商业生
活。学习不仅发生在学校内，未来，越来越多的学
习活动将发生在校园外。对于教师而言，他们也可
以与校外的专家、职业人士建立联系。如语言教师
就可以与公司、兄弟学校等社会上各种使用语言的
机构建立联系。大量的科学教师能够与不同的化学
工程公司合作。还以LUMA中心为例，它已经与化
工、科技领域的很多公司开展合作，这些都是新科
技带来的新机遇。所以，我认为科技能够促进跨界
合作、集体智慧共享。

自主选择教学
和学习方法

灵活的课程

领导和管理

ICT纳入战略规
划并成为学校
文化的一部分

沟通投资

教学人员的
能力与承诺

ICT与学校日常
活动相融合

图3  影响学校日常生活中成功使用ICT的关键因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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