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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在线研修的转型实践研究
——北京城市副中心 ５ 年研修变革之路
李晓庆 1 张雪玉 1 马耀国 2
（1. 北京师范大学

摘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

100895；

2. 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北京

101100）

要：北京市通州区被确定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后，教育发展备受关注，北京市教委启动《关于促进通州区教师素质提升支

持计划（2017—2020 年）》，网络研修是该计划的组成部分。研究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区域教师教研现状，聚焦区域教研
要解决的问题，与专家团队协同规划通州区教研转型方案，从在线研修内容、方式、工具、资源等方面进行设计和实践，形
成研究性和实践性相融合的区域研修转型范例，以期为全国其他地区研修转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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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确立，为通州区的教育发

是围绕教师教学进行研究。群体教研，主要形式是到

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2017 年，北京市教委启动《关

当地教师进修机构或某学校开展集体性活动。一些教

于促进通州区教师素质提升支持计划（2017—2020 年）》

师相对缺乏引导型任务，对群体教研活动的理解有差

（以下简称《提升计划》）。《提升计划》指出，将

异。很多教师围绕“增长见识、开拓眼界”的目的来

依托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的优势开

参加教研活动，这本身无错，但面临教师个体教学提

展教师网络研修，为教师提供精准化、个性化、多样

升的需求，教师能够“带着思考来，带着答案回”才

化的在线研修服务供给。研究团队在在线网络研修转

是更大的期待，部分教师缺乏一种促进教学改变的教

型设计上更加关注质量，在迈向教研现代化上与地区

研诉求。

协同行动，经过几年的探索，通州区在线研修基本转

（二）区域在线研修比较被动，深度参与和
主动互动空间有待提高

型成功，为区域教研转型做了很好的示范。

区域在线研修能够相对提升教师参与教研的便利

一、区域在线研修转型面临的关键问题

性，能够节约时间，“互联网 + 教研”成为区域集体

（一）一些教师群体研修观念较传统，相对
缺乏个体教研诉求

研修的选择。它是以提高教师的参与感与获得感为目
标，以专业的教研信息化平台为基本工作场所，以多

“教研”二字，意为“教学研究”，其内涵更多

样化教研为主要形式的线上教师活动 [1]。但是，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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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修活动相对来说多是“让我学”，表现为比较

断，给教师提供一个转型的抓手，教研员组织基于精准

被动地参加教研活动、签到、打卡等，尤其线上的环

测量的学业质量命题研修，可以引导骨干教师进一步思

境并不能完全实现实时监督，教师教研的效果不明显。

考命题人员对区域、学校、学生的学情掌握是否真的到

教师本人在“我要研”和“我想研”方面表现一般，

位 [3]。因此，在研修内容方面做了以下探索。

当前，一些教师基于现实教学情况交流教学问题方面

1．以学科和素质测评为主要内容的研修转型案例

较弱，导致教师在教研活动中呈现出“不发言、少发言”

随着国家考试改革的推进，学生阅读能力愈发重

的研修情况。

（三）区域在线研修实施“偶发性”较为明显，
比较缺乏协同和证据
当前教研工作迫切需要转型，教研重点从“知识

要，在数学几何学习中，为了让学生理解几何内容在生
活中的体现，题目通常伴随较长的题干描述，十分考验
学生的阅读能力。故在八年级“旋转中的数学阅读初体
验”区域研修中，设计了学生“三分钟快速阅读理解能

传授”转向“学科素养”，教研工作的改进从“基于经验”

力测验”和“图形的旋转”微测评内容，以此来了解学

转向“基于实证”，教研形式从“专家指导”转向“众

生的快速阅读力和学科表现，结果发现 50% 的学生不

筹学习”[2]。这是改进的方向，道路依然漫长。在项目

知如何进行数学阅读，并且难以理解图形化语言，在“图

启动之初，在线研修多是“偶尔尝试一次”的行动，

形旋转”微测评结果表现上，发现学生在图形化语言比

个别教师还是觉得当面的活动更有体验感和获得感。

较丰富的题目上表现欠佳。故研修内容聚焦“如何提升

再细思线上教研过程，由于一些教师的群体协同性较

数学图形语言的阅读”这个问题，开展专题教研，教师

弱，且比较缺乏促进群体协同的实践活动经验，教研

们各抒己见，从历年中考几何题目的篇幅、文字特点、

活动的开展显得缺少满足教师个体发展需求的证据。

提炼图形信息等方面进行了研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以命题为主要内容的研修转型案例

二、区域在线研修转型的顶层设计与
实践

也成为教师教学采用的重要素材。教师命题能力关系到

为了更好地把握教师专业研修的需求，解决观念

教师日常教学评价的准确度，是教师学科核心素养的基

改进、深度参与、主动交互、协同教研和证据教研等

础之一，故区域研修内容转型，从命题角度做了尝试。

问题，需要围绕关键问题整体设计区域教研转型行动。

通过设计，成立物理教师命题工作坊，教师按照协作命

在线研修系统转型设计参见图 1。

制试题—说命题—专家指导—测评—查看诊断报告等

命题和考试是紧密关联的，尤其是中、高考试题，

几个环节，进行命题反思与总结。教师们认识到，命题
需要优先明确命题的目标以及题目所承载的考试功能，
同时在题目叙述中关注对情境化模型的建立。命题工作
坊的教研方式既增强了各年级教师间的合作交流，同
时，对通州区物理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和命题能力的提
升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以数据为支点，开展聚焦群体分析的
图 1 通州区教师在线研修转型的顶层设计

（一）以测评为抓手，开展基于大数据的区
域研修内容转型
北京市 2016 年发布新的高中招生考试方案，学生

区域研修方式转型
数据时代给教师带来了新的挑战，思考研修的方
式转变，可考虑通过对测评数据做系统全面的分析，并
基于数据分析的结果开展有针对性的教研 [4]。

的学科能力和核心素养培养更加重要，研修转型从学生

1．以教师群体大数据分析为主要方式的转型案例

的学科综合测评开始，为学生的学业表现进行综合诊

教研活动的受众是教师，了解教师的特点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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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症下药。在研修方式上，本研究规划从教师个体特

发现学生在代数模块上有更加明显的问题趋向，而高频

征出发，分析群体属性大数据，为教研方式转型做铺垫。

率提问核心概念主要集中在七、八年级，研究团队和教

研究团队针对通州区抽样调研了近 2000 名初中教

研员从教研方面设计基于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公开研讨

师，研究者从教师年龄、教龄、专业、学历、任教学

课，围绕建模能力提升做教研攻关，大家聚焦二元一

科等方面做了基础信息大数据的分析，了解到历史、

次方程组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聚焦讨论，包括符号易错、

地理、政治、生物等学科教师的“教非所学”比例极高，

方法不得当、题意理解有误等，教学设计逐一攻关。如

分别占到了 48.65% 、50.00%、48.51%、44.44%，可见

帮学生进行错误聚焦与定位，设定二元一次方程组的

分层教研值得一试。在后续转型中，研究团队设计针

生活应用场景等，帮助数学教师形成了教研方式转型的

对非专业教师，设定聚焦学科知识体系的针对性教研，

典型案例。这类教研不仅体现了对数据的应用，更从数

围绕课程标准、教材分析、目标落实等展开对话交流，

据角度深挖，引导大家共同发现关键内容学习的难题，

给教非所学的教师提供了更加适宜的教研方式。2017

借助集体教研来凝练教学策略。

年至 2019 年，研究团队每年分析教师群体数据变化，
动态调整教师教研需求，已经成为区域教研的一种重
要参考方式。

（三）以平台为载体，开展混合式理念下的
区域研修工具转型
针对上述教研现状中的教研缺乏协同和证据问题，

2．以学生提问大数据分析为主要方式的转型案例
2016 年 11 月，北京市教委选择了通州区作为“北
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的首个试点 [5]。
通过几年的积累，通州区已经拥有了学生提问大数据，
本研究结合研修方式转型，分析了全区学生数学高频
大数据，得到了学生提问的数学问题核心概念统计表。
参见表 1。

研究者利用信息技术带动教研工具的转型，让工具助力
高效教研。在区域研修中，从听课本 APP 助力协同教
研和智慧学伴助力证据教研方面做了探索。
1．基于听课本工具的研修转型案例
研究者基于教研协同性增强的目的，引进支持教
师开展移动听评课的 APP——听课本。首先由授课教
师将自己的教学设计发布到平台，然后邀请其他教师听

表 1 学生提问的数学问题核心概念数据统计

课，其他教师会在自己的 APP 上接受并查看听课邀请，

（2019.09—2019.12）

可提前查看教学设计，待上课后进入听课界面，教师可

排序
1

核心概念
一次函数

辅导次数
2307

2

整式的乘法

1925

3

二元一次方程组

1380

政治等课堂上均开展了听课本 APP 教研实践研究，整

4

一元二次方程应用

1197

合教师听课教研数据，促进对课程的协同思考，最终

5

平面直角坐标系

304

6

抽样与数据分析

242

7

图形平移与旋转

229

8

统计

221

9

概率

57

按照听课信息记录关键内容，如标题、媒体、反思等。
研究者在通州区初、高中阶段的语文、数学、地理、

得到教师针对协同听课的分析报告。
通过研究教师针对协同听课的分析报告发现，听
课教师的听课关注点直观展现，每位教师的听课记录细
致程度清晰可见，可通过点选某位教师的听课记录来了

通过表格可看出，在一学期的推进中，一次函数、

解教师的听课过程。合作式教研强调多个主体的互动配

整式的乘法和二元一次方程组属于学生提问前三名的

合，突出信息的双向互动，着眼于教师教研能力的提

核心概念。在之前，一些教研员与教师习惯于经验式教

高 [7]。从这张图可以直接感知到，课堂开始 10 分钟左

学，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教学变革不知所措，对如何通

右是教师们协同记录比较集中的模块，这部分正是针对

过数据更好开展教研与教学比较茫然 [6]。有了这份学生

新知突破的环节，也是在集体教研模块可以重点提炼出

的提问数据后，教研员对全区的情况有了直观的了解，

来的模块。通过听课本 APP 工具的引入，教师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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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听课教研的固有认知，逐步有了技术思维，攻克
协同听课教研壁垒，解决研修过程中信息分散的问题，
在此过程中加深了对听课教研的协同性和参与度。

（四）以研训为行动，开展研修一体化的区
域研修资源转型
分析研修资源的应用现状，教师普遍共享的研修资

2．基于智慧学伴工具的研修转型案例

源是专家的培训讲稿、展示课老师的课件、优秀老师的

智慧学伴是北京市教委指导建设的智能服务平

课例等，研修资源的选择似乎相对局限，教研员通过区

台 ，以学科能力分析体系为底层支撑，探索个性化

域教研活动，指导教师如何把握微课资源使用的时机，

教育服务，实现了“物找人”的转变。在通州区推进

如何提高微课资源使用的适切性和针对性 [9]。研究团队

[8]

研修转型中，使用智慧学伴采集中学生的学习数据，
帮助教师进行班本教研，给全区教师以更好示范。
研究团队以北京市育才学校通州分校物理复习课
“功 功率 机械效率”为例，在学科复习类公开课的
区域教研活动中做了探索。在课前，教师应用智慧学
伴微测开展诊测，发现学生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学习问
题：（1）学生对功的概念理解不清，认为是物体做功，
而非某个力做功，没有要确定是力做功的意识，导致计
算功或判断做功与否时出现了错误；（2）学生对功、
功率、机械效率的概念混淆不清，对相关的概念辨析问
题理解不清；（3）在复杂情境中功、功率、机械效率
的计算存在较大问题。测评分析结果见表 2。

在研修资源创新应用方面做了如下探索。
1．微课资源为载体的研修转型案例
如何改变“满堂灌”说教式教研方法，增加互动、
参与和体验，取得更好的教研效果 [10]，本研究基于对
教师教研现状的分析，以微课为载体引导教师基于该类
资源做交互参与。
在语文学科教研活动探索中，作文鉴赏与修改课
如何开展，语文教师感觉颇有难度。如何增强鉴赏、评
价文章的语言，在材料的选用上有突破，根据不同的目
的表达进行改写，研究者设计了基于微课的区域研修。
首先，教研员精选微课。从智慧学伴上精选作文修改的
微课，推荐“作文如何围绕中心选材”“作文修改的几

表 2 智慧学伴前测知识点诊测结果

个关键点”“中考作文剖析”几个微课，教研员直接在
班级

平台推荐给教师。其次，教师学习教研员推荐的微课，

1,2,3,4,5

得分率
79%

参与互动，在微课下方围绕学习体会、应用反思进行回

功率

6,7,8,9,10,11

63%

复，教研员可以看到教师们参与交互的情况。最后，教

机械效率

12,13,14

50%

研员或者骨干教师围绕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集中回应。

主题

核心概念

题目

能量、能量的转化和转移

功

能量、能量的转化和转移
机械能

把握了学生的学情基础，集体研修中，教师设计

总体来看，相比原来单向教研信息的传递，这种

四个任务环节：（1）创设情境，组织学生比赛制作关

基于微课的教研转型，增强了教师群体的互动，促进了

于功、功率、机械效率的思维导图的方式引导学生主

个体在群体教研活动中的深度参与。

动思考和参与；（2）通过学生制作的思维导图的展示，

2．小课题为载体的研修转型案例

使得学生对该内容的认知外显出来，对于概念的错误

小课题是聚焦小问题开展研究的一种方式，原来

认知暴露出来；（3）问题出发概念辨析，通过小组合

被动地参与研修如何转化为主动研修，需以教师能主动

作对前测的典型问题进行梳理后，从高频错题中的功、

发起的个体研修为突破点。研究团队发起教师群体个性

功率和机械效率的概念理解入手，引导学生在概念的

教研的行动，启动了基于智能服务平台的小课题研究。

关联辨析中进一步认识功和功率的相关概念和公式；

在地理学科教研中，次渠中学地理教师开展了智慧学伴

（4）课堂后测检验效果。基于智慧学伴工具，教师了

支持下学科个性化作业的小课题研究，通过对具有不同

解了真实的学情数据，增加了教学的针对性，通过说

学习特点学生的精准分析和个性化学习资源推送，实现

课教研分享，使参与教研的教师明晰了自身提升教学

学生自我反思意识的培养和学习能力的提升。

的路径。

如图 2 所示，通过对曙光组、提升组、精进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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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式的思路渐进改变。

（二）意见领袖的在线研修转型思想与理念
区域都会有负责某个学段或者某个年级的教研员
或骨干教师，他们也基本是教师群体的意见领袖，在研
修转型中推动他们思想改变和教研行动是带动整个队
伍改变的前提。在区域研修转型中，创新的研修内容需
要意见领袖先行尝试，创新的研修方式需要意见领袖先
行感知，创新的研修工具需要意见领袖先行体验，创
新的研修资源也需要意见领袖先行审核。在此过程中，
通过学习交流来思考实施的可行性，通过对话互动来探
图 2 教师对于班级学生分类跟进的小课题研究结果

索解决面临的问题，在新思想和新理念的渗透中带动意
见领袖的转变，形成区域在线研修转型的有效保障。

持续跟进，教师可了解学生的进步路线，便于实现精准
教学。教师个体心中有了小课题这个意识后，开始关注
学生情况，了解发展数据，之后对一年数据进行分析与

（三）区域教师群体在线研修的需求与技术
素养
站在区域研修转型视角看，教师的年级多样、学科

跟踪，对过程实施采取干预策略，针对精进组进行能力

多样、需求多样，如果想在区域层面有整体统一性变化，

的挖掘，针对提升组进行过程的指导，针对曙光组进行

需立足群体教师研修的需求，挖掘共性，寻找在线研修

基础的跟进，看到了学生显著的发展变化。这种教研转

兴奋点。以教师需求为导向、网络化行动研究为途径，

型，让每位教师心中都有了问题意识，形成了激发个人

不断开拓网络化教师教研培养的新路径 [11]。研修团队

主观能动性的有效教研。

在寻找共性和兴奋点中，发现教师的需求有时候是需要

三、区域在线研修转型反思
研究团队经过在通州区 5 年的转型实践，已经在
在线研修内容、方式、工具、资源上初具成效，反思转
型过程，依然面临更多的挑战。

（一）区域在线研修转型的时机与内容匹配

创造的，把研修转型要做的事剖析解释为教师的必做动
作，增强研修转型行动和需求的联结，能大大提升研修
效率。而在线研修内容、方式、工具和资源的转型供给
也为教师技术素养的提升提供了抓手，教师通过使用工
具、打开平台、研学资源，使得技术驾驭力提升有了更
好的附着点。

研究团队在研究推进教研转型中，起步阶段比较
困难，一方面教师已经非常适应面对面的教研方式，另

四、小结

一方面群体可能缺乏改变的动机和行动。2020 年年初，

聚焦通州区教研要解决的观念改进、深度参与、

区域在线研修从选修课变为必修课，在这个基础上，

主动交互、协同教研和证据教研等关键问题，本研究在

区域研修转型得到了深化，面对 2020 年北京新的中高

在线研修转型方面做了有力的实践尝试，大大更新了教

考改革的现状，区域研修也不得不做服务教师刚需的尝

师们对教研的认识，相比原来也能更加适应线上教研。

试，比如命题研修、资源研修、工具研修等。前期的网

在线研修转型行动带动了区域整体性、趋势性、统一性

络研修铺垫发挥了关键作用，让教师能够迅速适应并熟

的变化，让教师专业研修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教师

练运用。未来，如果有其他区域借鉴此经验，也可结合

会更加适应区域在线研修，更能深刻体会研修转型带来

区域教育发展的时机，在不同角度做研修尝试，采用浸

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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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Online Work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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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ongzhou District in Beijing City has been confirmed to be the sub-center of Beijing City,its
education development has got large amount of attention.Beijing Education Commission has started the Supportive
Plans of Promoting Tongzhou District Teachers’Quality (2017-2020),and network studies is a constituent part of this
plan.The research team analyzes the status of district teachers’teaching and research through Big Data,focuses on
the problem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to be solved in this district,makes a pla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transformation
program for Tongzhou District collaboratively with team of experts,designs and practices from the aspects of online
research content,ways,tools,resources,etc.,and forms the model of district research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transformation of other districts in China.
Key words: sub-center;online research;Big Data;research trans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