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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质量的教育实践对于确保教师教育质量至关重要。美国密歇根州

立大学教育学院拥有在全美领先的教师教育项目，其卓越项目的落实与高质量的教

育实践体系密不可分，具体表现在引领性的教育实践目标、系统化的教育实践内容、

协同化的教育实践指导、科学化的教育实践评价以及完备化的教育实践经费保障等

五个维度，切实满足了卓越教师培养对于高质量教育实践的需要，是当下我们加强和

改进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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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实践是教师教育的关键环节。教育部于2016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师范生教

育实践的意见》（教师［2016］2号）明确指出，师范生教育实践仍存在目标不够清晰，内

容不够丰富，形式相对单一，指导力量不强，管理评价和组织保障相对薄弱等问题。［1］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是当前我国教师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

课题。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简称MSU）教育学院是美国最

好的教育学院之一，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Website）的教师教

育项目排名中，已连续21年位居第一。［2］这表明MSU教育学院的教师教育项目在美国

的学区主管、校长、教师教育专家中享有极高声誉。MSU教师教育项目的毕业生在第

一年的任职中，经常被学区主管、校长评价为“具有第二年工作经历的教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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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学区主管和校长的欢迎。［3］此外，2003年MSU荣获由美国州立大学协会（Ameri⁃
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y，简称AASCU）特别设立的“麦考利夫卓

越教师教育奖”（Christa McAuliffe Excellence in Teacher Education Award，又名卓越教

师教育奖），成为在中小学卓越教师职前培养工作上表现突出的公立大学之一。［4］MSU
教师教育项目的卓越性，与其高质量的教育实践体系密不可分，具体表现在引领性的

教育实践目标、系统化的教育实践内容、协同化的教育实践指导、科学化的教育实践

评价以及完备化的教育实践经费保障等诸多方面，切实满足了卓越教师培养对于高

质量教育实践的需要。MSU教师教育项目的教育实践目标、内容、指导、评价、保障有

何具体特点？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师范生教育实践有何借鉴？这是本文拟回答的研

究问题。

二、MSU师范生教育实践体系的基本架构与运作模式

师范生教育实践体系是一个包括教育实践目标、教育实践内容、教育实践指导、

教育实践评价以及教育实践经费保障等诸要素在内的一个综合体系。［5］MSU高度重视

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细节建设，将抽象的教育实践目标具体化，细化为每一领域的实践

目标，并通过实践内容、指导、评价和经费的协同推进，实现教育实践目标的可操性，

保证了教育实践的实施效果。

（一）引领性的教育实践目标：聚焦专业品质与专业能力的双提升

MSU教师教育项目的目标是培养教师领导者（Teacher Leaders）。［6］所谓教师领导

者，具有四个方面的核心内涵。一是要具备教学能力，二是能够满足学生多元化的个

体需求，三是能够熟练地应对课堂中的突发情况，四是成为能够参与民主改革的公共

知识分子（Be public intellectuals engaged in democratic reform）。［7］围绕这一目标，MSU
教师教育项目的教育实践目标聚焦在提升教师候选人的专业品质与专业能力两个维

度。

MSU教育实践的首要目标是提升教师候选人的专业品质。所谓专业品质，是指

教师候选人对所从事专业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具备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以身作

则、甘于奉献的精神品质，具体体现为四个关键领域，即“理解力”、“思考力”、“责任

感”与“敏感性”。“理解力”指的是教师候选人要全面了解K-12学生的认知水平、情感

态度和健康状况，准确把握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对自身专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有清

晰理性的认识。“思考力”是指教师候选人要像正式教师一样思考教与学的关系，不断

研究创设学习机会的教学策略，了解K-12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反思自身的教育

理念和教学实践。“责任感”指的是教师候选人熟悉教育政策、标准以及相关的法律法

规，了解实习学校的政策与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具备强烈的专业责任感，表现

出包括外表形象和内在品质在内的教师专业特性。“敏感性”则指教师候选人对文化

差异、个体差异、环境差异具有敏感度，致力于维护社会制度中的公平与平等（参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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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MSU教师教育项目的培养标准，师范生教育实践还有一项重要目标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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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师范生专业品质提升的目标内容

领域

理解力

思考力

责任感

敏感性

目标内容

加深对课程目标的准确理解，了解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理解并尊重学生的多元价值

观；遵循教师的专业发展规律。

利用教学实践的机会，像正式教师一样深入地思考教与学的本质；思考教学方法和教

学策略对达成教学目标的价值与意义；虚心接受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并能根据建议和

反馈改进教学实践。

了解国家标准、教育政策，遵守相关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具备优秀教师的专业态

度（如移情、宽容、热情、耐心、自信等）；展示符合教师角色的职业形象。

具备在真实的教育情境中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创建包容性学习共同体的能力；

了解多元文化社区的环境和特点；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别、文化、种族和宗教），捕

捉不同个体的认知水平和情感态度。

资料来源：College of Education，MSU. Elementary Teacher Preparation Program：Course Instructor
Guidebook 2012-2013［EB/OL］.［2016-12-14］. http：//www.education.msu.edu/te/Elementary/pdf/course
instructor-guidebook.

表2 师范生专业能力提升的目标内容

领域

决策能力

教学能力

评估与反馈

能力

学习共同体

建构能力

沟通与合作

能力

目标内容

开展教学规划，决定特定学科领域的教学方案；预设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反应

和困难；设计合适的课堂活动流程支持学生在知识理解方面的显著化。

运用多种教学策略满足异构课堂中不同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运用各种有关多元文化

的材料、资源和技术进行辅助教学；合理运用先前的知识来帮助学生理解新知识；知

晓如何为那些以英语为第二外语和有特殊教育需要（包括残疾学生在内）的学生设

计有效教学；了解学生的成绩在何种程度上受到社会、宗教、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

的影响，并把这些影响因素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资源。

评估课堂互动的效果，切实提高课堂管理策略和教学目标之间的契合度；针对学生

学习风格的差异性，在教学中应合理使用多种评价工具；及时、准确地提供学生的学

业成绩和建设性的反馈。

构建包容性学习社区，以不同的方式促进教学互动；构建清晰的课堂纪律框架以建

设性地管理学生自控和独立。

参与实习学校的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共享教学实践的优秀成果；参与实习学校的

评估工作，为学校的管理、课程和教学提供结构性的建议；具备与同事、学生、家长、

社区成员进行合作、沟通的能力；具备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以恰当的方式谈判和解决

困难的能力。

资料来源：College of Education，MSU. Secondary Teacher Preparation Team 2015-2016 Internship
Guide［EB/OL］.［2016-12-14］. http：//education.msu.edu/teacher-preparation/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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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候选人的五种专业能力，包括决策能力、教学能力、评估与反馈能力、学习共同体

建构能力、沟通与合作能力。具体而言，通过系统的教育实践，教师候选人要提升开

展教学规划和教学决策的能力，能够决定特定的学科领域“教什么”和“怎样教”；要提

升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有效教学的能力；提升评估课堂互动效果和合理使用评

价方法的能力，并能根据学生的表现情况及时、准确地做出反馈；能够创造以学生为

中心、以知识为中心和以社区为中心的学习环境，并能够与指导教师或其他教师共享

教学实践的优秀成果，与学生、家长、社区成员进行合作、沟通（参见表2）。
在MSU教师教育项目“培养教师领导者”的总体目标之下所确定的教育实践目

标，聚焦于四维度的专业品质提升和五维度的专业能力提升，为MSU教师教育项目整

个教学实践体系设计提供了顶层指导。可以说，这种引领性的教育实践目标，为内容

繁杂、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提供了方向指引，明确了教育实践的聚焦点和发力点，是

其教育实践体系设计的逻辑起点。

（二）系统化的教育实践内容：贯穿全程且逐层递进

MSU学士层级的教师教育项目为期五年，教育实践贯穿教师教育课程学习的全

程，课程理论和教育实践同时进行，彼此衔接、强化，有力地促进了理论向实践。实践

向理论的迁移。同时，教育实践形成了以服务学习、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为主要内容

的全方位教育实践体系，为师范生熟悉教学实践、积累教学经验和反思教学实践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
服务学习［8］是MSU教师教育项目教育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课程均要求教

师候选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完成不同时间段的服务学习，承担课堂助理/教师、家庭教

师、课后辅导、家庭作业辅导、生活技能培训等工作职责，是教师候选人深入了解儿

童、学校和社区的一种重要实践形式。［9］MSU的服务学习采取以教师候选人为中心的

自主自愿活动，将课程学习与社区服务相结合，教师候选人通过自身所学的知识与技

能服务于特定的社区教育，积累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符合申报服务学习项目的教

师候选人，MSU会提供定向的专业化培训，帮助其解决有关辅导的专业化、着装的规

范化、日常事务处理的合理化等问题。MSU为教师候选人提供的服务性学习活动和

专业化的培训项目，不仅满足了社区教育的实际需要，而且也打破了学校与社区的界

限，将课堂延伸到社区，增加了教师候选人对多元文化的敏感性和宽容性，提升了教

师候选人对课堂辅导和课堂教学的熟练性。

2.教育见习（Probation）
MSU教师教育项目的教育见习开始于教师候选人入学后的第三个学期，并渗透

在教师教育理论课程中，目的是使教师候选人更好地理解教育理论知识并为实习期

的主导教学（Lead Teaching）做准备。教育见习主要包括见习观摩（Probation Observa⁃
tion）［10］和协助教学（Partnership Teaching）［11］两种。在见习观摩阶段，教师候选人主要

进行社会观察、课堂观察、教学观察，了解学生的需求、兴趣以及教师应履行的工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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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并特别注意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的各种教学模式和教学策略。另外，MSU要求

教师候选人在见习观摩的同时像正式教师一样思考情境教学，以便与所学的理论性

知识进行比对和反思。在协助教学阶段，教师候选人要承担一部分与教学有关的日

常事务，通常包括设计教案、与K-12学生互动等内容，目的在于帮助教师候选人探索

多样化的教学策略，尝试各具特色的教学实践，掌握教学的基本要求。

3.教育实习（Internship）
教育实习［12］是在教育见习的基础上，让实习生深入到社会和中小学校，开展全面

的和独立的教学实践活动。MSU规定，教师候选人在第九、第十学期进行为期两个学

期的专业实践，从中验证和再现已习得的理论，进而形成自身的教学风格。教育实习

期的教学实践内容主要包括课堂观察、合作教学、引导式主导教学、主导教学等。

课堂观察（Classroom Observation）是教育实习的第一步。在此阶段，实习生需要

了解实习班级学生的学习情况、身体状况、文化背景、兴趣爱好等，观察指导教师如何

根据学习者的差异性进行课堂管理和教学工作，并将课堂观察结果与教师教育课程

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为下阶段的独立教学奠定基础。

在合作教学（Co-teaching）阶段，实习生要与中小学指导教师（Mentor Teacher）共

同讨论K-12学生的具体言行，与指导教师共同备课，并合作教学，逐步成为课堂教学

的合格引领者。

在完成课堂观察与合作教学之后，实习生将进入引导式教学（Guided Lead Teach⁃
ing）阶段。在该阶段，实习生除了参与实习课堂外，还要至少在一门课中融入教学中

的主导地位。中小学指导教师要帮助实习生提出教学的新问题和需要学习的教学策

略，并预见可能在教学中出现的潜在困难。随后，实习生将开展为期十周的春季主导

教学（Lead Teaching）。在该阶段，实习生承担起正式教师的大部分职责，仔细地规划

单元教学计划，保留好单元计划和教学记录，广泛地咨询他们的中小学指导教师和高

校指导教师，以此获得各类指导教师的支持与反馈。

在整个教育实习期间，穿插着各类研讨会（seminar），［13］目的是对实习生在专业成

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回顾与反思，帮助实习生解决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反

思和改进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提高教师候选人的教学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

能力，努力使MSU的实习生成为合格的教师领导者。

MSU教师教育项目教育实践内容的多样性从侧面体现出教育实践的连贯性和递

进性。从教育见习、服务学习到教育实习，教育实践的深度是逐步加深的，并不是从

一开始就赋予教师候选人独立教学的权利，而是先让教师候选人熟悉教师的职责、理

解教与学的关系、体会学习者特征的差异性、具备课程开发和课堂管理能力、掌握各

具特色的教学策略。MSU教师教育项目教育实践内容的多样性体现出教育实践活动

是贯穿于教师培养整个过程的，迎合了实习生由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过程。

（三）协同化的教育实践指导：各司其职且密切协同

MSU教师教育项目教育实践指导团队由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课程教师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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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组成，［14］他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各异的职责，构建起和

谐、融洽的合作伙伴关系，帮助实习生用富有成效的方式学习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

中小学指导教师（Mentor Teachers）是沉浸在K-12学校课堂中教学经验丰富的教

师，其职责是监督实习生日常的实习进展，并对实习生的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和支持。

每个实习学校都要为实习生配备指导教师，支持实习生的专业学习并引导其进入教

学专业。

高校指导教师（Field Instructors）是MSU为实习生在实习期间配备的指导教师，其

职责是对实习生的课堂活动进行监督，提供专业指导，就实习方案如何运作提出建

议，并支持实习生通过实习达到项目的标准要求。MSU规定，高校指导教师至少每隔

一周要与实习生会面进行沟通，确定实习生的具体需求；定期与每一位中小学指导教

师、课程教师沟通关于实习生的实习进展和问题。此外，高校指导教师还是实习生、

中小学指导教师、课程教师和其他参与实习的工作人员的沟通协调者，每学期定期举

行研讨会议，鼓励课程教师、实习生和中小学指导教师进行直接交流。

课程教师（Course Instructors）是MSU教师教育课程的开发者，其职责是教授与实

习相关的一部分实习课程，帮助实习生回忆、延伸并把他们先前所学习的知识应用到

当前的教学实践中，帮助实习生熟悉国家、州和特定学科内容的标准，并指导实习生

学习研究性教学的方法。为了更好地开发课程，课程教师往往与实习学校紧密联系，

尤其是与实习学校的指导教师定期会面分享想法和共同学习。这种交流方式帮助课

程教师理解如何将教学理论很好地转化为教学实践并运用到教学实践中。

协调员（Coordinators）是解决实习生与中小学指导教师、高校指导教师、课程教师

之间冲突的好帮手。协调员对整个实习计划有深入的了解，包括现场指导、合作学

校、课程政策和程序等。协调员与学校管理人员一起确定实习生的实习学校，监督实

习生在学校的进步并支持实习生开展校本学习。

MSU教师教育项目教育实践团队的协同指导体现了三方面的优势。一是教育实

践团队可以及时了解实习生实习过程中的困难与问题，并帮助实习生有效应对和化

解；其二，有专门的协调员可以解决实习过程中不同角色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进而促

进教育实践团队内部的和谐共存；其三，团队意识使得不同职能的教师教育者各司其

职，互帮互助，进而更好地为实习生的实习工作服务。

（四）科学化的教育实践评价：体现专业性与导向性

评价是教育实践的关键环节，也是整个教育实践的质量导向。MSU教师教育项

目构建起科学完善的教育实践评价系统，具备明确的评价标准、评价工具和评价形

式。整个评价系统体现出三个鲜明的特征，即评价标准的专业性、评价工具的科学

性、评价形式的多元化。

1.评价标准

MSU教师教育项目的教育实践评价标准是基于其教师教育项目标准（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Standards）［15］和州际新教师评估和支持联盟（Interstate New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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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教学实践评价表

领域

教学

理念

教学

内容

教学

方式

教学

组织

教学

技术

教学

反思

沟通

与合

作

标准

维护权利与价值

尊重学生

采用多种教学策略

评估与调整

生动地呈现教学内容

理解性地开展教学

寻求相关性和真实性

构建起知识之间的联系

鼓励自由探究

鼓励自主学习

组织民主探究

结构式参与

评估与调整

提供技术支持

从技术层面上提高课程质量

从技术层面上改进评估方式

反思教育理念

探究教学

评估与反馈

与监护人沟通

合理利用资源

校本实践

参与问责

内容

维护学生个体的权利与价值

理解并尊重学生的多元价值观

基于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风格和文化背景，采用多种教学策

略

针对学生学习风格的差异性合理使用多种评价工具

生动地呈现教师所教的主题

创造学习环境，提高学生的批判能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吸收

举办与主题相关的课外活动

运用先前的知识，形成概念和方法，帮助学生达成学习目标

鼓励学生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数学方面的自由

探究；

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帮助学生成为独立的学习者和问题的解

决者

构建一个民主的课堂，支持学生进行自我探究或合作探究；

在课堂中采用结构式参与，鼓励学生参与决策

评估课堂互动，调整教学策略，提高教学策略与教学目标之间

的契合度

为所有的学生提供学习方面的技术支持；

利用技术，创造学习环境，提高课程质量

从技术层面上利用评估数据提高教学质量

通过教学实践反思自身的教育理念，努力使教育理念符合目

前的职业道德及法律法规；

系统性地研究指导教师的教学活动，合理运用课程的教学理

念和教学思路，提高自身的专业发展

虚心接受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并能根据建议和反馈改进教学

实践

通过与监护人沟通，了解学生的成绩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成长

环境的影响；

通过与学生交流，能够把宗教、种族、文化和语言等方面的影

响因素作为提高学生成绩的资源

与学校的同事合作，评估和改进学校的目标、课程和教学

积极主动地参与学校的评估和认证过程，并用科学研究改进

教学实践

资料来源：College of Education，MSU. Secondary Teacher Preparation Team 2015-2016 Internship
Guide［EB/OL］.［2016-12-14］. http：//education.msu.edu/teacher-preparation/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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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and Support Consortium，简称 INTASC）的核心教学标准［16］而制定的，涵盖了

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组织、教学技术、教学反思、沟通与合作等七大领

域的 23个方面（参见表 3）。基于评价标准，中小学指导教师和高校指导教师可以评

价实习生的职业素养、教学知识与教学技能在教学实践中的达标情况。同时，评价标

准也为实习生提供了一套判断他们如何努力成为新手教师的专业标准。

2.评价工具

MSU教师教育项目进行实习生教育实践评价的工具主要有两种，即实习进度表

和教学实践档案袋。［17］实习进度表（Internship Schedule）是实习生专业化的成长记

录。MSU规定，实习进度表需在实习生、高校指导教师和中小学指导教师会面之前各

自完成，因为这三份不同的表格不仅可以确定实习生实践的优势和需要改进的领域，

而且也为实习生接下来的专业学习计划提供了参考目标。

教学实践档案袋（Focus Class“Binder”）是实习生实习期间的各种实习资料汇

编。在实习过程中，实习生要尽可能收集反映自己教学风格、教学技能、教育目标和

所持的教学理念相关的各种资料、作品和证明材料，以此来展示自己专业化成长的过

程和教学实践能力的水准。

“档案袋”可以是实物的也可以是电子版本，其内容必须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单元

教学计划，包括实习生设计的课程开发计划，对自己所采用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案、教

学资料以及课程的基本原理和评估方案展开描述和分析。二是实践材料，包括实习

课堂学生学习的真实案例、自己开展的实践活动和对一系列课堂教学所展开的反思，

并附上实习课堂的教案和讲义。三是文件夹，包括教师候选人的简历、完成的实践任

务、班级管理计划、专业发展计划、中小学指导教师和高校指导教师对其的评估材料，

全面展示实习生在教育实践中所经历的专业发展过程以及所获取的教学和管理经

验。四是反思报告，即教师候选人评价自己的教学实践，并对中小学指导教师和高校

指导教师的指导与反馈做出的反思与改进。

3.评价形式

MSU教师教育项目的评价形式有过程评估和绩效评估两种。［18］过程评估包括期

中和期末评估。期中评估和期末评估是实习生基于教育实践评价标准进行的自我评

估，目的在于找出优势和不足。每一次评估会议后，实习生将书写专业的学习计划，

设定改进的目标，并制定一个行动计划来实现这些目标。同时，中小学指导教师和高

校指导教师利用评估会议进行指导和反馈，帮助实习生找到一个合理的方式来解决

教育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二是终期绩效评估（Exit Performance Description，简称EPD）。［19］终期绩效评估是

一个旨在评估实习生作为准教师的优势和劣势的评价性文件，由高校指导教师和中

小学指导教师分别对实习生进行综合评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根据观

察笔记、评估进度表和实习生的教学实践档案进行分析，并参照评估标准给出公正的

进展性评估；第二，例举实习生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支持实习生的实习表现。这种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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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据的终期绩效评估内容无论对于MSU的教师教育项目还是对于实习生个人都更具

有说服力。

MSU教师教育项目的教育实践评价是由实习生、高校指导教师和中小学指导教

师分别给予实习生的综合评价。他们综合运用课堂观察、实习进度表、教学实践档案

分析等评价工具，开展期中评估、期末评估和终期绩效评估等评价方式，全面、客观、

科学地评价实习生的教育实践。此外，MSU教师教育项目的教育实践评价既包括对

实习生的实践行为和具体表现进行评价，也包含对课程本身（如课程内容的设计和安

排、课程实施的模式与方法以及课程评价的开展过程）的评价。MSU教师教育项目的

教育实践评价的科学性是保障教育实践课程质量的重要手段。

（五）完备化的教育经费保障：体现周密性和严谨性

教育实践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完备的教育实践经费保障机制。通常，MSU根据在

校毕业生或实习生的数量设置并分配经费，主要提供中小学指导教师的专业账户和

教育实习基地的发展基金两类经费。［20］

一是设立中小学指导教师的专业账户（Mentor Teacher Professional Accounts），目

的是吸引富有经验的教师成为MSU教师教育项目的密切合作伙伴。一般来说，MSU
会按照生均300美元的标准拨付教育实习指导经费，按照生均60美元的标准拨付教

育见习指导经费。这类经费主要用于实习生在教育实践期间所产生的材料和设备费

用，实习生和中小学指导教师的差旅费用，中小学指导教师参加教师培训课程或开展

其他定期会议所需的费用。

二是设立教育学习基地发展基金（Teacher Learning Site Development Funds）。

MSU期望实习生不仅是作为K-12课堂上的教师，而且也作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的

成员参与K-12学校的改革。这类经费拨付给学校，而不是个人，主要用于为MSU的

实习生提供通讯、复印机等设施的费用、K-12学校与MSU开展沟通交流的关系成本、

MSU教师培养活动与K-12学校实习活动的协调成本、K-12学校为MSU的实习生所

提供的专业发展机会等。为了支持实习生顺利开展教学实践活动，MSU对于这类经

费的拨付标准是，参与教育实习的实习生每年每生50美元，参与教育见习的学生每年

每生10美元。

MSU教育实践经费的投入拉近了大学和实习学校的距离，创造了大学和中小学

校共同发展的和谐氛围。一方面，实习学校可以利用大学提供的经费更好地促进学

校自身的发展和学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另一方面，大学也可以利用实习学校使实习

生体验真正的教学实践。

三、MSU师范生教育实践体系对我国师范生教育实践的启示

高质量的师范生教育实践是教师教育的重要基础。MSU教师教育项目所取得的

卓越成绩离不开明确的目标、丰富的内容、协同式的指导、科学的评价、充足的经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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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教育实践体系的支撑。MSU完备的教育实践体系对于解决当前我国教师教育

实践目标不够清晰，内容不够丰富，形式相对单一，指导力量不强，管理评价和组织保

障相对薄弱等问题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制定具有引领性和可操作性的教育实践目标

目标是方向的引领，教育实践目标的定位关乎实习生的培养方向。MSU注重教

育实践过程中的细节建设，将抽象的教育实践目标具体化，细化每一领域的实践目

标，即教师候选人的专业品质，具体体现为“理解力”、“思考力”、“责任感”与“敏感性”

四个关键领域；教师候选人的专业能力，包括决策能力、教学能力、评估与反馈能力、

学习共同体建构能力、沟通与合作能力。这种引领性的教育实践目标，为内容繁杂、

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提供了方向指引，明确了教育实践的聚焦点和发力点，是其教育

实践体系设计的逻辑起点。

目前，我国不少院校的师范生教育实践目标还存在较大的模糊性，而且可操作性

不强，使师范生的教育实践缺乏有效的指引。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确定教师教育项

目的培养目标，保证培养目标的明确性和准确性。教师教育项目的培养目标应根据

时代的发展要求，在保证教师培养数量的前提下注重教师质量的输出，把“卓越教师”

的培养目标作为教师教育项目的培养目标。其次，要依据教师教育项目的培养目标，

确定教育实践的具体目标。教育实践的具体目标应具有导向作用，指引实习生明确

教育实践的重点，引领指导教师知晓教育实践的指导目标和培养方向。其三，根据教

育实践的具体目标，构建可操作性的具体领域和详细内容。目标的制定是为了最终

能够得以很好的执行，具体且详尽的内容是实习生和指导教师共同理解和执行的前

提。因此，在目标领域的划分和具体内容的呈现上应优先考虑可操作性。

（二）确保教育实践内容的丰富性、连贯性和层次性

教育实践内容的丰富性、连贯性和层次性有助于实习生获得丰富且完整的教育

实践经验。MSU学士层级的教师教育项目为期五年，教育实践贯穿教师教育课程学

习的全程，并形成以服务学习、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为主要内容的全方位教育实践体

系，在促进实习生积累实践经验和反思教育实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在教育实践内容方面存在着内容单一、形式单一、连贯性不强等问

题。比如，尽管我国在教育实践前期也安排了参观、见习、模拟实习等内容，但实习生

对实习汇报时的教案设计、实习报告与总结研讨存在应付心理，反思不够深入，并且

常常回避教育实践中遇到的问题。［21］

基于对MSU教师教育项目教育实践内容的研究，我国应从三个方面对教育实践

内容进行完善和丰富。首先，呼吁服务学习，提高师范生的服务意识。师范院校可以

通过暑期三下乡活动提高师范生的服务意识，使其深入了解乡镇学校学生的教育现

状。其次，倡导教育见习，转变师范生的教学理念。我们在安排师范生进行教育见习

时，要时刻掌握师范生在见习观摩和协助教学中的理念转变，密切关注师范生教育见

习过程中所遇到的困惑与困难，引导并帮助师范生树立科学的教学理念。最后，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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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习，重视师范生的教学实践过程。师范生的教学实践过程应体现理论与实践

的紧密结合，注重教育理论课程、实习研讨课程与教学实践在时间方面、空间方面的

具体安排，分阶段、交叉进行，在开展教学实践的同时，也进行理论研讨。这有利于师

范生在整个教学实践过程中有效整合教育理论知识和教育实践经验，形成反思能力，

逐渐成为一名具有实践智慧的反思型教育者。从服务学习、教育见习到教育实习，注

重教育实践深度的逐步加深，这不仅有益于师范生逐渐理解并掌握教育实践的内容

和经验，而且也符合实习生由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过程。

（三）创建协同化的教育实践指导团队

在教育实践的实施过程中，创建协同化的教育实践指导团队，明确各指导教师的

主要职责，是保障教育实践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MSU的《教育实践手册》文本中，明

确详细地规定了各指导教师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及承担的主要职责，

共同创建了包括中小学指导教师、高校指导教师、课程指导教师和协调员在内的教育

实践共同体。在这个体系中，中小学指导教师监督实习生日常的实习进展并对实习

生的教学实践提供指导和支持；高校指导教师对实习生的课堂活动进行监督并提供

专业性指导和科学化评估；课程指导教师帮助实习生熟悉国家、州和特定学科内容的

标准，并指导实习生学习研究性教学的方法；协调员成为解决实习生与中小学指导教

师、高校指导教师、课程教师之间冲突的好帮手。这样明确规定各指导教师的职责，

有利于教育实践活动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各指导教师对实习生的临时指导，及时了解

并化解实习生实习过程中的困难与问题，从而促进实习生在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渐成

长为反思型的教师。

借鉴MSU教育实践的有益经验，我国职前教师培养机构在教育实践过程应该转

变教师培养观念，集聚多方力量，创建协同化的教育实践指导团队。首先，教育实践

指导团队应以中小学指导教师和高校指导教师为主体，课程指导教师和协调员充当

协助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充分调动各类指导教师指导师范生教育实践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帮助实习生用富有成效的方式学习教育实践经验。其次，职前教师培养机构应

在《教育实习手册》中明确各指导教师的职责，形成协同化的教育实践指导团队。此

外，职前教师培养机构应对中小学指导教师和大学指导教师的任职资格进行严格的

审查，确保中小学指导教师和大学指导教师不仅要具备坚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实践

教学经验，还要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对指导实习学生怀有一颗热忱的心。这样才能保

障教育实践的顺利进行，实现个性化指导，帮助实习生高效率完成教育实践。

（四）建立科学完善的教育实践评价体系

教育实践评价主要是针对实习生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评价，即对实习

生从事教学实践的价值进行判断，对其开展的教学实践质量进行考核，以此判断实习

生是否具备预期教师职业角色的能力和要求。［22］科学完善的教育实践评价体系是实

习生和指导教师共同开展教育实践评价的基础，是评价实习生教育实践质量的关

键。MSU教师教育项目构建起科学完善的教育实践评价系统，具备明确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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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工具和评价形式。整个评价系统体现出三个鲜明的特征，即评价标准的专业性、

评价工具的科学性、评价形式的多元化。

基于对MSU教师教育项目教育实践评估体系的研究，我国应从三个方面对教育

实践评价体系进行重建和完善。第一，构建科学的教育实践评价标准。职前教师培

养机构可以依托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

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并借鉴美国州际新教师评估和支持联盟（INTASC）的核心教

学标准，构建起涵盖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组织、教学技术、教学反思、

沟通与合作在内的教育实践评价标准。第二，采用多种质性的评价工具。如在《实习

生手册》上设计各类评价实习生教学实践过程的表格、反馈表，确定实习生实践的优

势和需要改进的领域。此外，还可以在开展教育实践初始建立教学实践档案袋，其内

容包括单元教学计划、实践材料、文件夹和反思报告等，方便指导教师全面、客观地评

价实习生的教育实践成果。第三，确保评价形式的多样化。教育实践的评价形式可

以采用过程性评估和绩效评估，过程性评估可以通过评估会议的形式开展，重视实习

生基于教育实践评价标准进行的自我评估，这有助于实习生对教学实践活动进行反

思，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绩效评估应该由高校指导教师和中小学指导教师分别对实

习生进行综合评估，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这有助于实习生明确教学实践的优

势和劣势，进而促进自身的终身发展。科学且完善的评估体系可以实现对教育实践

过程系统的、定期的、动态的监督，成为保障教学实践课程质量的重要手段。

（五）建立教育实践经费拨付的长效机制

加强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合作，积极营造和谐融洽的合作文化环境，建立大学与

中小学之间的教育实践经费机制，不仅是有效实施教育实践的关键所在，而且也是实

现合作共赢的前提条件。我们可以借鉴MSU成功建立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合作的有益

经验，营造和谐的合作文化环境，落实教育实践经费，明晰经费来源、经费标准，建立

经费拨付的长效机制。首先，积极营造和谐融洽的合作文化环境，形成责任共担、成

果共享的合作关系。通过营造和谐、平等、互助的文化氛围，充分调动大学和中小学

校教师开展师范生临床实践指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校际间合作，使院校合作真

正成为互助、互惠、互相推动的共同发展体。其次，全面落实教育实践经费，维持责任

共担、成果共享的合作关系。充足的教育实践经费是实现中小学全面落实实习生安

置工作的动力源泉，是维持长效合作机制的不竭动力。我们可以根据在校毕业生或

实习生的数量设置并分配经费，主要提供中小学指导教师的专业发展基金和教育实

习基地的发展基金两类经费，保障教育实践的顺利开展。最后，建立教育实践经费保

障机制，形成稳固性的院校合作关系。科学规范的教育实践经费保障机制应涵盖教

育实践的经费来源、经费标准、经费拨付形式、经费使用者、经费使用范围等内容，保

证教育实践经费的合理应用。与此同时，师范院校应建立教育实践经费拨付的长效

机制，加深与中小学的合作关系，构建资源共享的网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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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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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aching practicum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MSU）has some of the most selective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xcellence of MSU’s teacher educa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its high qual⁃
ity teaching practice system，which is embedded in the leading goals，systemic content，col⁃
laborative guidance，scientific evaluation schema，and guaranteed funding for teaching
practicum. These five dimensions have constituted MSU’s high quality teaching practicum
system，which further lead to their production of high quality teachers. MSU’s successful
experience ha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practi⁃
cum in the preparation of teachers in China now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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