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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育人能力提升是落实“立德树人”、促进亿万儿童健康成长的关键。该文以“中国好老师”公益

行动计划为依托，以协同知识建构理论为指导，基于在线大规模育人社区提出了教师“学习—实践—反思”“共

享—交流—协商”“课程—问题—案例”的育人实践性知识发展路径，并对在线育人社区如何支持教师群体间的

协同学习、基于实践的经验分享和基于反思问题的协同解决这三种典型应用模式进行了阐释，最后结合调研数据

说明其实践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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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背景

近年来，教师育人工作日益得到全社会的
重视。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明确提出“育人为本、德育为
先”是实施教育的主导思想，要“把育人为本作
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1]；2014年9月9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深刻指出“教师的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
培养和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应该以育人能
力为核心”，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
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
好老师[2]。2019年，在国家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
化2035》中再次强调“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3]。

教育的发展规律、教育的目的以及教师的职责
使命都决定了育人能力是教师的核心能力，也是教
师为师之根本[4]。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教
书”与“育人”工作的分离可能使得部分教师处在
“教书”能力不断提高、“育人”能力却不断下降
的状态，教师的育人能力需要得到全方位、全范
围、普遍性的提升[5]。教师育人能力的发展需要其
具备必要的育人知识，目前，育人知识和能力的发

展途径主要包含职前教师即师范生的学校培养和在
职教师的岗内培训，前者主要通过师范院校专门的
理论课程如“心理健康教育”和课题研讨、模拟训
练、教育实践的形式进行[6][7]，而后者主要依赖地
方教育主管部门、校内德育工作部门或者教师发展
中心开展的以“师德”“德育”“立德树人”等为
主题的培训，包含宣讲会、交流会、专家讲座、专
题活动、短期项目等多种形式。然而，教师育人知
识和能力是在实践中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只有通过
外部环境和内部自我实践的交互才能让其得到真正
的形成和发展[8]，也就是说，理论层面的育人培训
难以让教师对育人规律产生深刻的理解。而缺乏长
时间跟踪和全过程指导，培训的效果也无法得到保
障。在此基础上，组建区域内跨校的教师育人共同
体成为趋势，名师工作坊、教师读书会、育人研讨
会、教师网络群组、育人经验分享沙龙都是其表现
形式[9][10]。教师育人共同体是教师在育人实践中形
成的，集教育、道德和文化特性于一体的专业团
体[11]，其专业性、实践性、开放性、研究性、合作
性为教师提供了交流表达的平等机会和发展提升的
有利环境[12]。教师在融入育人共同体、参与共同体
行动的过程中汲取他人经验、解决实际问题、发展
育人素质，最终形成育人理念、方法和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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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案[13]。育人共同体能起到小范围内的育人知
识共享和辐射带动作用，但是基于区域的线下育人
共同体难以打破固定区域、封闭人群的限制，群体
智慧难以超越成员进入更加广泛的社会空间之内，
得到更大范围的交流和共享，进而限制了教师共同
体力量的充分发挥。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其打破边界促
进跨区域资源分享、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等特点对
于教师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构建教师网络社区、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是教师专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14]，也为上述难题提供了新的解
决途径。一方面，在线育人社区可以整合分散在不
同地域、不同学科、不同组织的育人资源和育人智
慧，为更大范围的教师群体开放共享。另一方面，
基于社区的知识管理和组织功能，可以让育人社区
全过程服务和支持教师育人实践，让育人知识在教
师实践中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运用、也在实践中得到
新的进化和发展。

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描述的“太多的网络
社区在建立不久后就败落无声，仿佛一个个电子
鬼城”[15]，如果缺乏科学的设计支持、清晰的发展
路径指引和有效的应用模式总结，在线育人社区
难以对教师线下育人工作起到长久稳定的支撑作
用。因此，如何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提出教师育
人知识的发展路径，如何通过有效的应用模式提
升教师在线参与度和交互深度，从而真正增长教
师育人知识、促进教师育人能力发展并最终更好
地支持教师线下育人实践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在
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
计划6年多的实践[16]，以其服务于全国6000多所、
40余万教师的大规模育人在线社区为依托，尝试对
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和回应。 

二、理论基础

(一)教师育人和育人知识的内涵
学校教育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按照党的教育

方针，促进立德树人工作推进的主要阵地，是重
要的育人主体[17]。随着“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的提出，育人已成为教师专业内涵
的重要维度之一。“育人”的内容包含品德、审
美、个性、人格等多方面的培养，以促进人“认
知和情感”“道德与公民素养”“个性、社会与
人格”“健康与安全”“艺术与审美”五个维度
上的和谐发展，有目的、有计划地培育“完整的
人”[18]。具体到中小学阶段，教师的育人工作主要
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保持健康的心理

素质，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
习惯，培养正确的审美观和劳动观等[19]。

教师开展育人工作需要具备一定的育人知识，
个体育人能力的提升是基于个体育人知识的进化和
发展基础之上的。在理解“育什么人”的基础上，
教师应当明白“如何育人”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办
法[20]，并将育人贯穿学生成长的全过程，渗透到教
育教学工作的全方面，以课程、教学、科研、管
理、活动、家校合作、校外实践为基本载体和重
要手段，协同发挥出其应有的育人作用[21]。由此来
看，教师需要具备学生发展、德育、心理健康、人
生规划等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原理性知识，这
指导教师在育人过程中秉承一定的思想和原则，采
取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属于“知”的层面。然而，
育人作为一种长期性、复杂性、综合性的实践，其
理论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条件和限制，不是在任何
“情境”之下都普遍适用的。教师要根据具体的问
题选择特定的方式和办法，并基于对具体方法使用
限度的把握推进实践，要将客观的知识规律和具体
情景下的育人经验进行结合来展开育人工作，追求
“知”和“行”的统一[22]。因此，教师更需要相关
的实践性知识——即“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实际使用
和表现出来的情境的知识、策略知识、学习者的
知识和教师对理论性知识的理解、解释和运用原
则”[23]。其中，一般性、原理性的育人知识教师通
过自主学习、专家讲座等方式可以初步习得。而对
于实践性知识，因为其具有“以真实情境中的问
题解决为导向,其过程要求教师反思和主动性的参
与”[24]的特点，所以首先应坚持问题导向，鼓励教
师在实践中探寻合理、有效地应对育人问题的各种
方法、策略[25]；同时教师实践过程中要主动反思
自己行为的结果，以提炼、获得有价值的育人经
验[26]；最后，还应该注意实践性知识的公共性特
点，各个区域和学校应组建以育人能力提升为核心
的、形式多样的教师发展共同体[27]，让个体知识通
过外显化来接受共同体成员的重复检验，最终被广
泛接受、认可后成为群体公共性知识[28]。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网络社区成为新的知识管
理和创造的途径，能促进知识建构和个体智慧的发
展[29]。有研究者发现教师在线社区能缩小社区成员
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知识差距，促进社区成员在实践
性知识等方面的共同发展[30]。但同时，结合文献调
研也发现目前相关研究更多聚焦在教师如何进行课
例研究和网络研修[31]、如何开展远程观摩课[32]和网
络协同备课[33]等，聚焦育人领域、探讨如何利用在
线社区支持教师育人知识协同发展的相关研究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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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少。
(二)知识协同建构
在线实践社区以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学习

理论为基础[34]，知识是学习者之间通过互动对话共
同建构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实现共同体知识的增长
和社区成员观念的更新。因此，分享与协作是影响
在线社区成功的重要因素[35]，而教师围绕育人知识
的深度分享和协作建构也就成为影响育人在线社区
成功的关键。

“知识建构”既包括个体知识建构也包括协同
知识建构，具体是指个体在某一特定社区中互相协
作、共同参与某种有目的的活动(如学习任务、问
题解决等)，最终形成某种观念、理论或假设等智
慧产品，个体在该共同知识形成过程获得相关个体
知识发展[36]。Scardamalia和Bereiter提出了知识建构
的十二条原则，同样强调观点的形成从现实出发，
以理解现实世界中他们感兴趣的真实问题为建构
的出发点，同时强调“观点的改进性、多样性、升
华性、民主性，社区知识和集体贡献、权威资料的
建构使用”[37]等。对于如何开展知识协同建构，不
同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样化的模型，其中典型
代表为美国学者Gerry Stahl提出的协同知识建构过
程模型[38]，这个模型从个人知识建构与社会知识建
构相统一的视角展示了知识建构过程中不同认知阶
段的知识创造及流动情况。其中社会知识建构的基
本过程是：来自不同个体的公开表述在讨论过程中
汇聚，发现了彼此思想和理解中不一致的部分，围
绕意见冲突展开辩论与原理阐述，而后意义得到澄
清，小组内形成对概念或观点的理解共享，在此基
础上进行深入的观点交流，最后达成小组共识即协
作的知识，它经过形式化和客体化后产生新的人工
制品，其过程如图1所示。

上述知识建构原则和模型对在线育人知识发展的
启示是：应以实践育人真实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同

时注意不同背景教师的民主参与、贡献和集体责任，
鼓励教师成为积极的认知者；注意形成一定的激励机
制，发现并及时奖励教师的贡献，让他们成为公共社
区的核心并以推进公共社区群体育人知识的发展为骄
傲；另外，通过相关设计支持专家育人资源等权威资
料的引入，重视具有价值的公共知识的产生、发展和
持续改进等；最后，可以让教师经历共享、质疑、协
商、综合、实践、反思这几个知识建构阶段，以创
立、优化和改善他们自身育人知识，同时生成集体育
人学习成果和育人智慧产品。

三、基于大规模在线社区的育人知识发展路径

大规模在线育人社区能打破时空边界，让全国
有相同育人问题和需求的教师能随时参与学习和交
流，但这也意味着面临需要满足不同需求、让不同
背景教师都能得到相应成长的挑战。在线育人社区
作为特定领域知识的垂直社区，应能契合学校和教
师的育人实践，只有理解并遵循在线育人社区支持
下个体育人知识的发展路径、个体育人知识和群体
育人知识的协同发展路径，才能更好地推动每个教
师的育人知识发展、支持每个教师的育人实践，并
更好地促进大规模教师群体育人知识的汇聚、学习
和在线流转。

在教师育人知识和知识协同建构理论指导下，
结合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的实践经验，构建形
成如下页图2所示的教师育人知识发展路径图，能
对应支持上述育人知识发展路径的“中国好老师”
育人社区平台功能则如下页图3所示。

结合育人社区的功能，对教师育人知识发展路
径具体阐释如下。

(一)以实践育人问题为驱动，以“学习—实
践—反思”的个体活动促进个体育人知识的生成和
发展

教师首先带着实践的真实问题开展在线学习，
初步获得相关育人的基本理念和集体优秀经验方
法；再在育人实践中进一步检验方法和策略，构
建个人育人经验；最后通过反思来提炼、抽象个
人育人经验，在经验的转化中生成个体育人知识[39]

(具体表现为育人案例和策略分享等)，并确定下轮
“学习—实践—反思”的实践新问题。教师通过对
具体情景下的育人实践的持续探索和反思促进其个
体育人知识库的不断丰富、发展。

1.学习：在知识建构的视角下，学习者被视为
积极的建构者，其观点的发展和知识的生成需要借
助权威资料[40]。育人社区中的“学习模块”可以帮
助用户了解和掌握育人知识。“学习模块”以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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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Stahl的协同知识建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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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学习形式，为学生提供权威的育人资料，包
括非实时课程学习和实时直播两种形态。其中非实
时的育人系列课程致力于育人优秀资源的聚合、挖
掘和结构化分类展示，进化、呈现“中国好老师”
公益行动计划的全国精品育人资源和课程。而实时

直播则更多聚焦于当前育人热点、难点，
教师可以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参与实时交流
互动，与同行和专家交流疑惑或感受。通
过育人知识的学习，教师形成个人理解，
在经过个体内化后成为其后续学习的基
础。

2.实践：教师学习的育人知识要在实
践中得到验证和发展。育人社区中的“教
师空间”可以支持教师将育人实践中的各
种育人经验、感受和观点进行公开的表述
和分享，面向同问题解决的实践知识分享
则汇总成相关育人“主题”，一方面教师
通过实践经验分享实现个体隐形知识的显
性化表达，另一方面，通过公开分享为群
体的交流和协商提供基础。

3.反思：在实践的基础上，教师需要
进行进一步反思来持续发现育人真实问
题，并通过对问题的协商解决进一步促
进相关育人知识的迁移和建构。这些来源
于真实育人实践而不是教科书中的知识单
元所要求解决的问题，才是教师真正关心
且感兴趣的，也是知识建构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41]。育人社区的“问答模块”可以支
持真实育人问题的群体解决，在每个栏目
下，教师以帖子形式发布问题，支持其
他教师们从自己的角度基于理论和已有育
人经验对问题开展自由讨论，同时支持
以“邀请回答”发送定向邀请。来自不同
教师的观点在“问答模块”汇聚，为新方
法、新策略的产生和改进提供条件，在领
域内的专家、学者的指导引领下将会形成
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

(二)以在线育人共同体为依托，以
“共享—交流—协商”的群体协同活动推
进个体和群体知识的持续进化和更新

无论是学习、实践还是反思环节，
都不是教师个体独立、封闭开展的，而是
依托于和其他教师、相关育人专家等组建
的线上线下育人共同体进行，通过经历群
体知识协同建构的共享、质疑、协商、综
合等阶段，促进育人知识的协同学习和研

讨、育人问题的协商和解决，以及育人经验的分享
和传播等。在此过程中，群体进一步深化认识，发
现彼此思想和理解中不一致的部分并最后达成共
识，教师作为群体的成员在此提出自己的观点、理
解他人观点、批判已有观点、抛弃错误观点，并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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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建立新的观点，创立、优化和改善他们自身的知
识[42]，也推动群体知识的增长。这个部分主要关注
共同体每位成员的参与、贡献和集体责任，关注教
师个体的知识发展、观点改进和集体学习成果的持
续生成。

在个体“学习—实践—反思”阶段均注重提供
群体分享、协同，育人社区通过积分机制外化、激
励教师的育人知识贡献。另外，知识建构是特定的
文化情境之中“群体”互动的结果，同样需要群体
性的主题活动，育人社区的“活动模块”可以为教
师提供线上线下的育人活动信息分享，支持来自不
同地域教师育人的协同活动的开展。

(三)以“课程—问题—案例”外化群体育人智
慧，推动教师育人知识智能化发展

知识建构最终的目的就是形成公共知识，实现
共同体知识的增长和社区成员观念的更新。不断生
成的、被集体实践检验的群体公共育人知识库具体
表征为常见育人问题及解答库、育人学习课程库和
育人经验案例库等：其中课程和案例都蕴含、指向
各种育人实践问题的解决；包含实践育人问题解决
策略的情境性、鲜活性的具体经验表现为各种育人
案例；而经过对育人问题、案例背后抽象的育人方
法、策略进行转化、设计则又可以上升为育人学习
课程，同时，育人课程又支撑各种育人实践问题解
决、育人案例的阐释和传播。这三种不断生长的群
体育人知识库，结合引进的专家育人资源等权威材
料，为教师个体和群体的进一步学习、实践和反思
提供资源支持。

基于育人公共知识库的已有资源，可以构建育
人知识图谱以对育人课程、问题和解决方案、案例
进行结构化的组织和表征，在此基础上可利用智能
推理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挖掘数据背后的育人
规律，定位教师需要的育人知识，发现现实
问题的解决方案，实现育人问题的自动化诊
断、育人资源的个性化推荐和人机智能问
答，进一步推动智能化的“学习—反思—实
践”和“共享—交流—协商”，促进群体
育人知识库的持续进化和教师育人能力的精
准、智能发展。

四、实践典型应用模式

按照教师“学习—实践—反思”育人发
展路径，结合社区学习、教师空间和问答模
块，对支撑教师育人知识发展的三类典型应
用模式介绍如下。

(一)基于课程的群体协同学习

首先，基于“权威资料建构使用”的知识协
同建构原则，公益行动组织者在对育人共性需求分
析基础上邀请一线实践骨干、相关领域专家将现有
优秀育人经验和育人理论知识转化形成系列育人
模块课程视频，并投放在社区的学习模块(育人专
家、骨干用户也可以自主在线创建课程，实现了多
元化的育人资源供给)，同时在活动模块发布课程
信息，教师可以结合自己的需求和意愿自愿加入课
程学习；其次，教师根据课程任务设计，在任务消
息提醒下持续参与相关视频观摩或参与相关直播活
动等，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随时利用“笔
记”功能结合自身育人经验记录学习心得，也可以
随时利用课程的“问答”功能提交自己的学习困惑
或问题，这体现了基于自身实践育人经验对相关育
人知识的理解和建构过程；教师共享的学习笔记和
心得引起同伴思考和共鸣，教师发布的问题则会引
发群体的质疑和协商，通过和同伴、专家的不断交
流、研讨，以达到消除个人学习疑惑、形成群体理
解共识的目标；教师的学习是指向自己个性化育人
问题的解决，因此，在模块课程学习基础上，鼓励
教师以实践育人问题解决计划、学习小结报告等形
态在教师空间进行学习成果的提交和分享，学习成
果体现了个体育人知识的外化，也是学习阶段个体
知识的收敛和综合；在相关专家参与和支持下，对
不同学习者的学习成果进行指导、提炼和综合，个
性化的反馈促进教师实践优化和推进，群体性的收
敛则以学习模块总结形态发布在资讯，这体现了群
体智慧的协同建构和综合过程；最后，重视社区的
激励机制建设和落实，结合平台的学习数据、学习
积分记录，根据参与和贡献对教师颁发相关学时认
证证书、优秀学员证书等。基于课程的群体协同学
习路径如图4所示。

(二)基于实践的群体经验分享
对于育人而言，教师在育人实践的基础上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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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感性认识及对感性认识进行的概括和总结构成
了他们的经验，育人经验是在一次次的育人实践中
产生并积累而来的。有经验的教师会依据其个人的
教育信念、教育价值观对学生的行为做出评判和应
对。当教师的育人情境相似时，育人经验具有一定
的可借鉴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教育经验的表达和
分享甚至比教育经验本身更加重要，因为它使教育
经验不断增值和扩容[43]。为促进教师的群体经验深
度分享和协同，社区平台鼓励教师开展基于育人主
题的经验分享和交流，其实施路径如图5所示。

首先，教师通过活动模块获得相关经验分享
活动信息，这会激活教师个体相关育人经验和知
识；教师再将自己育人实践中的纷繁复杂
而感性具体的故事、思考、感想进行一定
的总结和提炼，成为相对抽象理性的“经
验”在平台教师空间模块进行发布，教师
对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外化过程本身就是一
种观念深化和行动反思；平台的激励机制
鼓励更多的教师通过浏览、评论、收藏和
点赞等行为来借鉴、积累和表达新的教育
经验，基于一定主题的育人经验分享能让
其他教师看到优秀教师的育人足迹，了解
他们育人实践中的喜悦、困惑、收获和迷茫，引发
群体性交流思考的同时，增进了相关育人方法、理
念、策略的传播分享；随着群体经验分享和生成的
不断深入，可以结合相关领域专家，对教师群体分
享的内容进行汇聚、收敛和总结，再以精华帖、资
讯方式展示群体分享的智慧成果；最后，根据教师
的参与和贡献提供相关积分或图书等奖品激励。

教师优秀经验的提炼、表达和梳理等不仅充
实了情境丰富、内容真实的育人案例库，其中典型
案例经过设计和开发后还能够进一步转化为育人课
程。

(三)基于反思问题的群体协同解决
反思不仅能促进个体经验的知识转化，而且能

够建构或重新建构遇到的问题，并在问题背景下进
一步探究问题, 因为“问题不会像礼物一样主动呈
现给实践者, 它们必须从复杂、疑惑和不确定性的
问题情景中建构出来”，然后再找出解释或解决问
题的方法[44]。基于“中国好老师”育人社区，教师
对育人实践反思生成的问题开展群体协同解决的实
施路径如图6所示。

首先，教师可以随时通过活动模块了解“每
周一问”等近期育人热点话题或问题(也可以随时
结合实践反思直接在问答模块进行提问或参与解

答)，教师结合自身育人经验，决定是否
参与对相关育人问题的协商和解决；再在
问答模块以回帖方式来对相关育人问题贡
献育人策略方法，这体现了个人育人知识
的外化过程；在个体分享的基础上，群体
以评论、点赞等方式交流、比较、协商彼
此策略间的异同和特点；结合专家研讨，
汇聚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知识领域、
不同发展经历的个体对问题的认识、见
解，形成相关问题的优质问答集锦并以
“问题精选”“资讯”等方式呈现，成为

育人常见问题解答库的一部分；最后，基于参与问
答情况给予教师相关活动激励。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问题及解答库通过问题情
景的不断拓宽和深入而得以丰富，教师对问题解决
办法经过群体讨论后得以明晰。群体协商后认同的
观点还可以进一步收入育人案例库或学习课程库，
成为新的“权威资料”，为其他教师解决类似育人
问题提供有效支持。

五、实施效果

(一)切实提升活跃用户育人知识和技能的发
展，支持其育人实践开展 

平台内容和活动得到大量教师的参与和学习，
在线课程内容在线学习时长累积超过200万小时。
为进一步了解一线教师的收获，对平台深度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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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进行了在线调研(活跃用户界定为至少参加
并完成至少一个主题模块课程学习和开展相关实
践)，最终自愿参与有效问卷作答人数为8489人。

结合问卷反馈，绝大部分教师认为通过持续
在线社区学习和交流对自己无论是育人理论素养、
育人策略方法，还是育人兴趣、育人自信均产生
积极的影响。其中86.7%用户非常认同“通过社区
能获得育人理论知识指导”；88%用户非常认同
“借助社区平台让自己掌握了更多实际育人策略和
方法”；86.6%的教师非常认同“通过社区自己对
待实际教学中的育人问题会更有兴趣和信心去解
决”；其中，85.5%的教师认为育人社区确实支持
自己改进了自身育人实践。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在线用户收获反馈

维度 非常
认同

基本
认同 一般 不太

认同
非常

不认同

获得育人理论知识 86.7% 9.3% 3.5% 0.4% 0.1%
掌握育人策略和方法 88.0% 8.4% 3.2% 0.3% 0.1%

激发育人兴趣 86.6% 9.5% 3.4% 0.4% 0.1%
提高育人信心 86.6% 9.5% 3.2% 0.3% 0.1%

改进实践育人问题 85.5% 10.4% 3.4% 0.4% 0.1%

(二)协同构建形成了持续动态进化的在线育人
智慧库，支持教师育人问题跨区域协同解决

“中国好老师”育人社区目前已经覆盖了全国
6000多所学校、40余万教师，汇聚形成了几十万余
条经验分享(包括3万多个育人案例)，并生成了近
600节优质育人课程，构建了支持教师育人能力提
升的动态进化育人智慧库，持续支持教师的个性化
学习。

教师一方面通过平台的课程和内容来获得相关
育人知识和策略，另一方面将自己育人实践过程中
的问题和困惑及时交流，获得同行和专家的解答和
支持。在对平台上来自不同地区的296位教师交流
的育人问题进行抽样分析后，发现教师在育人过程
中最关注的是典型学生问题，包括留守儿童、离异
家庭儿童、学困生以及问题行为学生在内的特殊儿
童需求相关提问和交流占比最多，如图7所示。而
针对这些问题，不同区域、具有解决策略的教师会
积极分享自己的思考和经验，从学生发展规律来分
析问题，强调因材施教、引导学生发现自身优势，
建议依据学生发展特点提出奖惩措施，并注重从家
校社合作角度对典型学生进行帮助和支持等，通过
分享让不同区域的教师育人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

六、结语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
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理想、传播真理、

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45]。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教书育人”是
教师的使命和担当，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
步，人的价值引领会更加受到重视，教师的言传身
教、情感交流、人文关怀不可或缺，其“灵魂的
工程师”“情感的呵护者”的育人角色也会愈加
重要，对教师的育人能力建设提出了新期待和新
要求[46]。在线育人社区作为一种打破时空边界、跨
越角色限制的知识管理和创造途径，为教师围绕
育人问题的协同解决、为教师群体育人智慧的协
同创生提供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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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al Knowledge Based on the Massive Online 
Community: Path, Mode and Effect Research

Chen Ling1,2, Tang Xiaoyu2,3, Yu Shengquan1,2

(1.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3.Shenzhen Shekou Yucai Education Group Yucai No.2 Middle School, 

Shenzhen 518067, Guangdong)

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ability to educate people is the ke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healthy growth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ldren. Based on the “ Teacher of China “ public welfare action 
plan and massive online education community,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n practical knowledge development path of education which contains these three specific ways: “Learning-Practice-Reflection”, 
“Sharing-Communication-Negotiation”, and “Curriculum-Problems -Case”. it also explains how the online education community 
supports three typical application models among teacher groups including curriculum-bas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ractice-based 
experience sharing, and problem-based collaborative solving .Finally it illustrates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s with the research data.
Keywords: teachers’ educational ability;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y; educatio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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